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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
渗透测试过程中，本地提权往往是让攻击能够得以延续的关

键步骤。然而由于 Linux 系统自身的某些安全特性，针对该

平台的提权手段并不多。

其中最常见的提权方法为利用系统内核的堆栈溢出或系统特定

组件的本地溢出漏洞，暂且将这种传统的提权方法称之为“主动”提权；

此外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并巧妙地利用系统中某些文件的权限、内容、

路径等配置不当漏洞，往往还能进行“被动”提权。

传统漏洞提权

利用系统漏洞进行权限提升，通常是以目标系统的发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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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系统中各种配置错误或管理员操作不当进行“被动”提权时，攻击者的思

路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系统漏洞层面，与“主动”提权方式相比，这种攻击方法似乎更加灵活、

巧妙，或者说更加考验攻击者的耐心和细心程度。

内核信息为关键字，在搜索引擎或专业的漏洞库系统中搜索相应的

公开漏洞利用代码，然后在本地对攻击代码进行编译并执行。

攻击示例

这里以 Ubuntu下一个本地提权漏洞——Linux Kernel <= 

2.6.37 Local Privilege  Escalation(CVE-2010-4258) 为例，该漏洞

由于内核任意地址可写，导致本地账户对系统可以进行拒绝服务或

权限提升攻击。

目标系统版本及当前用户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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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这种利用系统漏洞进行权限提升的方法看似简单，但同时也存

在诸多弊端。首先受到发行版本的限制，绝大部分提权代码并不通

用——如针对 Ubuntu 的攻击代码在 CentOS 或 SUSE 下则无效，

同时 32 位操作系统下的提权代码通常也不适用于 64 位系统 ；其次

由于部分代码缺乏完整性、有效性，针对利用代码的搜索往往是“广

撒网，微收效”——攻击者通常需要将多个公开 POC 逐个进行尝试；

此外部分系统由于缺乏编译或相关依赖环境，导致普通用户无法将

源代码编译成功。

以内核版本为条件搜索出相关利用代码如下，其中包括本地拒

绝服务及权限提升两类。

将本 地拒 绝服务攻击 代码 (Linux Kernel <= 2.6.37 Local 

Kernel Denial of Service) 在本地编译并执行后，当前终端随即自动

断开连接，提示信息如下：

主机重启后，将本地权限提升利用代码 (Linux Kernel <= 2.6.37 

- Local Privilege Escalation) 编译并执行，当前普通用户 (test) 成

功提升为 root 权限。

配置不当提权

系统管理员配置经验不足、开发人员代码安全意识缺乏、第三

方程序默认设置缺陷……这些都可能导致原本安全的系统出现配置

不当漏洞，从而让攻击者能够以“被动”方式提权。

�攻击示例

� eg.1—sudo 提权

sudo 是 Linux下允许普通用户使用超级用户权限的工具，其配

置文件为 /etc/sudoers。在该配置文件中可以定义执行 sudo 命令

的账户、作为超级用户能够访问的应用程序、是否需要密码验证等。

部分系统管理员或第三方应用程序为了简化操作往往对 sudo 执行权

查看主机屏幕出现大量内存错误信息，此时主机已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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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配置较为宽松。

若管理员在未熟知各配置项含义及风险前提下，盲目根据模板

对 sudoers 文件进行配置，极有可能导致用户权限过大，从而给系

统安全性构成威胁。

如在配置文件中，包含如下行——test 用户无需输入用户口令

即可以任意用户身份执行任意命令。

但其 sudoers 文件存在配置不当——普通用户 asterisk 无需口

令验证，即可以 root 权限运行部分程序，相关配置项如下：

普通用户可以 root 权限执行任意命令，执行 sudo /bin/bash 后

可直接获得 root shell。

asterisk ALL = NOPASSWD: /sbin/shutdown

asterisk ALL = NOPASSWD: /usr/bin/nmap

asterisk ALL = NOPASSWD: /usr/bin/yum

asterisk ALL = NOPASSWD: /bin/touch

asterisk ALL = NOPASSWD: /bin/chmod

asterisk ALL = NOPASSWD: /bin/chown

asterisk ALL = NOPASSWD: /sbin/service

结合 Nmap 的 interactive 参数，即可在交互模式中获得 root

权限。

� eg.2—crontab 提权 

Linux下的任务调度命令 crontab 用于周期性的执行预设指

此外在开源的企业语音通信解决方案 FreePBX 中也存在类似

漏洞。在其 2.10 及早期版本中，由于 web 配置界面中 recordings/

misc/callme_page.php页面的 callme_startcall 函数存在远程命令

执行漏洞 (CVE-2012-4869)，导致攻击者可利用该漏洞获得目标系

统普通用户 (asterisk) shell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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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与 Windows下的计划任务功能类似。其默认的配置文件为 /etc/

crontab，该文件中可定义指定命令的运行周期及具体时间，同时

/etc 下 的 cron.hourly、cron.daily、cron.weekly、cron.monthly 目

录分别用于存放每小时、每天、每周、每月需定期执行的脚本。

bWAPP 项目是 ITSEC Games 推出的开源 Web 漏洞实战、演

练系统，与知名的 DVWA (Dam Vulnerable Web Application) 类似，

其官方同时还提供预装 bWAPP 的 VMware 虚拟机（bee-box）下载。

bee-box 中 crontab 配置文件如下，其中每小时的第 17分钟将

自动运行 /etc/cron.hourly 目录中的脚本文件，且 cron 服务默认以

root 权限自动启动。

cron.hourly 目录下的 logrotate 运行脚本，用于系统日志文件的

维护，该文件属主与属组均为 root，且权限为 777。

当前时间分钟数到 17 时，脚本中的提权命令成功执行，后门账

户添加成功。

� eg.3—init.d 提权 

init.d 目录用于存放系统启动时自动执行的脚本，与 Windows

中的系统服务类似。如通过 yum 或 apt-get 命令自动安装 apache、

mysql 等应用程序后，默认都会在该目录下创建相应的自启动脚本。

bee-box 虚拟机中，init.d 目录下的脚本文件 bwapp_movie_

search 默认权限为 766，且该脚本在运行级别 (runlevel)2、3、4、

5 时均为自动启动。

普通用户 (bee) 即可对该文件进行编辑，在其末尾增加相关提

权命令——添加 uid=0 的后门账户。

由于任意用户均对该文件有写入权限，可在其中添加相应提权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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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系统重启后或以 root 权限重启该服务时，上述提权命令即可

成功执行。

� eg.4—environment 提权 

环境变量 (environment) 用于给系统和部分应用程序设置运行

相关的一些参数，如版本信息、路径设置、命令参数等。Linux 环

境变量按照生存周期可划分为永久型和临时型，前者主要通过修改

相关配置文件来实现，如 /etc/profile、/etc/environment 等；而后

者只需要用 export 命令声明即可，但声明的变量只对当前用户的当

前 shell 生效，当关闭 shell 或新建 shell 时之前声明的变量均无效。

Linux 中的 bash 支持变量 PROMPT_COMMAND 和 BASH_

ENV，前者将在用户提示符前被执行，而后者在 shell 脚本执行前会

首先执行变量中设置的文件。

export 命令可用于查看当前用户环境变量信息。

查看用户命令历史记录文件，系统管理员经常通过 su 而非 su 

– 切换至 root 用户，当通过 su 命令进行切换时，root 用户环境变量

将仍为当前用户。

设置 PROMPT_COMMAND 变量为添加账户的提权命令，

通过 su 命令切换至 root 用户后，查看环境变量仍为普通用户

weblogic。

通过 export 命令设置 PROMPT_COMMAND 变量后，该变量

包含的命令将在 shell 提示符前自动执行，unset 用于取消临时环境

变量。

变量 PROMPT_COMMAND 中的命令被成功执行，通过 su – 

r00t 命令切换到 root 用户时，查看当前环境变量为 root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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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通过 export 命令增加临时变量的方法，只对当前 shell

有效，用户退出及新建 shell 时均不生效。

可通过在 .bash_profile 文件中添加相应 export 命令，使用户

每次登录时均可在环境变量中新增变量 PROMPT_COMMAND。

设置变量 BASH_ENV 为包含相关提权命令的脚本文件，通过

su 命令以 root 权限执行相关 shell 脚本后，变量 BASH_ENV 指向

文件中的提权命令被成功执行。

普通用户登录并执行 su 命令切换至 root 后，上述变量

PROMPT_COMMAND 中预设命令被成功执行。

� eg.5—setuid 提权 

set user id(setuid) 在 Linux 内核中允许一个进程以调用 setuid

程序的方式来改变自身的有效用户 ID，被设置了setuid 权限位的程

序允许其他用户以该文件属主的身份来运行。该权限位常用于设置所

有者为 root 的相关程序，让普通用户可以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原本

只有 root 权限才能运行的程序或命令。

通常 Linux 系统中部分程序已经被预设了 setuid 权限位，可

通过命令 find / -uid 0 -perm -4000 -type f 2>/dev/null 来查找设

置了setuid 权限位且所有者为 root 的相关文件。例如 /etc/shadow

若当前用户执行 su 命令后，以 root 权限执行了相关 shell 脚

本，此时还可通过设置变量 BASH_ENV 的方式进行提权，这与变

量 PROMPT_COMMAND 的利用方法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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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存储了用户口令信息，该文件权限为 400，即只有 root 权限用

户才对该文件有读取权限，然而普通用户却能通过 passwd 命令来

修改当前用户口令，即有权限更新该文件内容，那是因为 /usr/bin/

passwd 命令默认设置了setuid 权限位，普通用户在执行该命令时

可临时以 root 身份来运行，反之再查看 /usr/sbin/useradd 文件权限

后，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普通用户无法执行新建用户的操作了。

Linux 的这个权限位特性，也常被黑客用作获取 root 权限后，

在主机上留后门。首先查看当前有效的 shell，将其中可用的 shell

拷贝至某目录下并为其添加 setuid 权限位。

在 chkrootkit 的 slapper 函数中定义了相关后门特征，包括文件

名和端口，但在执行程序端口检测时，由于 $file_port $i 缺少引号

保护，导致直接运行了目标程序。

在 /tmp 目录中上传两段利用代码，分别用于设置目标文件属性

和获得 root shell，编译完成后，将设置文件属性的程序重命名为上

述 slapper 函数中定义的任一后门文件名。

普通用户运行该 shell 程序后，当前 euid、egid 均变为程序所

有者 root，即可具有等同于 root 用户的权限。

当以 root 权限执行 chkrootkit 进行后门检查时，“成功”检测到

在今年 6 月份曝出的 chkrootkit local root vulnerability(CVE-

2014-0476) 漏洞中，作者提供的 POC 中同样也利用了setuid 这一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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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pper 蠕虫。

再次查看上述文件权限时，shell 程序所有者被成功修改为 root

并设置了setuid 权限位，运行该程序后，即可获得 root shell。

此外，在一次出差中，我发现某酒店的上网管理设备同样可通

过 setuid 途径进行提权。首先在其路由跟踪功能中存在命令注入漏

洞，可以执行部分系统命令。

进一步分析其 arp 绑定功能页面时，发现其中调用 exec

函数执行了多条系统命令，包括将 arp 绑定命令定向输出到

bangding 中，以及将日期及绑定记录通过追加方式输出到

bangding1 文件中。

同时还通过 chmod 命令将上述两个文件权限均设置为 777，并

添加了suid 和 sgid 权限位。

通过执行反弹脚本，可得到目标设备 shell 权限，但当前用户

(nobody) 为普通权限。 查看上述两个文件属性如下——权限均为 6777，且所有者为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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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arp 记录文件 bangding1 替换为我们的 bash shell 程序。

替换完成后，在 arp 绑定页面，执行相关增加及删除操作。

上述操作完成后，可在上传的 bash shell 程序末尾查看到相应

的 arp 绑定操作记录，执行该 shell 程序后，成功获得 root shell。

家细心去发掘，“被动”提权途径可能还远不止这些。同时通过上述

案例，我们也可以大致总结出以下几条发掘技巧：

1) 检查系统运行了哪些第三方程序，运行权限是否为 root，当

前程序版本是否存在已知的命令执行等高危漏洞。

2) 检查任务调度配置文件及其相关脚本文件的权限、所有者。

3) 全局搜索任意用户具有读写权限及设置了suid、sgid 权限位

的文件。

4) 检查 sudo 配置文件是否对允许运行程序的配置过于宽泛。

5) 留意当前用户的命令历史记录文件，是否包含 su 关键字。

此外 unix-privesc-check 这个脚本也可以协助我们快速地发

现系统中可能导致用户权限提升的一些错误配置，如恶意的 setuid

或 setgid 位文件、错误的启动脚本权限、多余的 uid=0 账户等，

它包含标准 (standard mode) 和详尽 (detailed mode) 两种检查

模式。

总结

利用系统中各种配置错误或管理员操作不当进行“被动”提权

时，攻击者的思路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系统漏洞层面，与“主动”提

权方式相比，这种攻击方法似乎更加灵活、巧妙，或者说更加考验

攻击者的耐心和细心程度。

上文中，我仅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总结了通过 sudo、crontab、

init.d、environment、setuid 五种方式进行提权的方法，但只要大

对其输出结果，可通过关键字 WARNING 对有问题的项进行

筛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