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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卓平台下应用程序主要开发语言是

Java，导致了应用程序很容易被反编

译，泄露代码逻辑，这一点一直是攻防双方

的薄弱环节，所以对 Java 字节码做保护就显

得很有必要。之前 Bluebox Security 在其博

客发起了一个分析动态修改 Java 字节码的挑

战任务。博文地址和 apk 下载链接如下：

安卓运行时修改Java字节码的
分析技术
安全研究部  赵亮

关键词：安卓 Java 字节码 动态修改

摘要：安卓是目前广泛使用的移动操作系统。伴随安卓系统的流行出现了不少恶意软件，

在攻防双方较量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安全技术。比如动态修改 Java 字节码的技术，

本文主要介绍对这种技术的分析方法。

任务主要是对 delta.apk 进行分析。

delta.apk 要求输入一个字符串，输入正确

就完成了挑战任务，否则会弹出错误信息。

如右图。

delta.apk 会对输入的字符串做变换和

比对。根据文章描述可知 delta.apk 对关键

的字符串变换代码做了保护，采用动态修

改 Java 字节码的方式防止程序被反编译，

h t t p : / / b l u e b o x . c o m / l a b s /

android-security-challenge/

https://github.com/blueboxsecuri

-ty/DalvikBytecodeTampering/raw/

master/delta.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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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段代码然后对其进行分析。下面开始对

delta.apk 进行分析。

首先用 WinRAR 查看 delta.apk。

发现 delta.apk 中的文件被标记为了加密文件。实际上安卓系统

并不会处理加密标志位，而是直接提取 apk 中的文件。delta.apk 利

用安卓这一特性来防止分析人员提取 apk 中的文件。解决办法也很

简单，只要去掉文件的加密标志就行。

apk 文 件 格 式 实 际 上 是 zip 格 式， 每 个 文 件 用 一 个

ZIPDIRENTRY结构描述，其中deFlags字段为9表示文件经过加密，

将这个字段改为 0 就去掉了加密标记。

在 delta.apk 中查找 16 进制数据 deSignature 字符串“PK\

x01\x02”，然后修改后面偏移 4~5 字节处的数据“\x09\x00”为

“\x00\x00”，再次打开 delta.apk，发现文件已经没有经过加密了。

提取其中的 classes.dex 以便后续处理。

用 apktool 反汇编 delta.apk，然后查看 AndroidManifest.xml，

发现它的默认启动 Activity 为 com.bluebox.lab.poc.Action 类，简

单查看 Action 类的代码后发现了一段静态代码，如下：

可知 Action 类 在 初 始 化 时 会 加 载 libnet.so， 然 后 调 用

readmem 函数，而 readmem 函数是一个 native 函数。反汇编

libnet.so，可以发现 readmem 对应的 native 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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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earch函数跟进去，可以发现 libnet.so 并没有做混淆，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函数的逻辑，

如下：

函数首先在内存中查找 dex 文件的

magic， 然 后 查 找 “ava.lang.String” 和 

“add”字符串，再结合后面的函数调用可

以很容易的猜到被修改的函数是“ava.lang.

String.add”函数，随后的 mprotect 修改了

add 函数所在内存的属性，memcpy 对函数

做了patch。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delta.

apk 动态修改了add 函数的字节码，替换了

原有逻辑，防止分析人员进行源码分析。

接下来继续提取替换后的 add 函数的

字节码。在 memcpy 函数断下来，可以得

到 memcpy 的各参数如下：

替换前的 add 函数：

47FE96A812 01 EE 10 06 00 0C 

00  0A 00 EE 10 06 00 0C 00

47FE96B8  0A 03 EE 10 06 00 0C 

00  0A 04 EE 10 06 00 0C 00

替换后的 add 函数的字节码：

4802D004  12 02 6E 10 1F 0C 0C 

00  0A 04 22 05 DB 01 70 10

4802D014  4D 0C 05 00 1A 00 00 

00  5B B0 FC 02 6E 10 22 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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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2D024  0C 00 0C 06 21 67 01 23  34 73 03 00 0E 00 49 00

4802D034  06 03 D8 00 00 BF B4 40  71 10 01 0C 00 00 0C 08

4802D044  71 10 01 0C 02 00 0C 00  6E 20 4E 0C 85 00 0A 01

4802D054  38 01 2C 00 6E 20 4F 0C  85 00 0C 00 1F 00 C3 01

4802D064  54 B1 FC 02 22 08 CE 01  71 10 25 0C 01 00 0C 01

4802D074  70 20 28 0C 18 00 6E 10  FC 0B 00 00 0A 00 D8 00

4802D084  00 41 8E 00 71 10 ED 0B  00 00 0C 00 6E 20 2C 0C

4802D094  08 00 0C 00 6E 10 31 0C  00 00 0C 00 5B B0 FC 02

4802D0A4  D8 00 03 01 01 03 28 C1  01 21 35 41 DB FF 6E 10

4802D0B4  FD 0B 08 00 0A 09 B2 19  B4 49 12 1A 33 A9 0E 00

4802D0C4  71 10 01 0C 01 00 0C 00  6E 30 50 0C 85 00 71 10

4802D0D4  01 0C 01 00 0C 00 28 C5  D8 01 01 01 28 E7

长度为 0xde

4 7 f c 2 0 0 0 - 4 7 f e 9 0 0 0  r - - p 

00000000 1f:01 614        /data/dalvik-

cache/data@app@com.bluebox.lab.

poc-1.apk@classes.dex

4 7 f e 9 0 0 0 - 4 7 f e a 0 0 0  r w - p 

00027000 1f:01 614        /data/dalvik-

cache/data@app@com.bluebox.lab.

poc-1.apk@classes.dex

4 7 f e a 0 0 0 - 4 8 0 2 8 0 0 0  r - - p 

00028000 1f:01 614        /data/dalvik-

cache/data@app@com.bluebox.lab.

poc-1.apk@classes.dex

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add 函数的 Java 字节码，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这段 Java 字节码

转换为 Java 源码进行分析。

很容易想到用这段字节码 patch 原有的 classes.dex，然后反编译 classes.dex 获得源

码。首先查找需要 patch 的地址，在 classes.dex 中搜索“\x12\x01\xEE\x10”十六进制数据，

发现文件中并没有这段数据。经过分析发现实际上安卓应用运行时并不是直接加载 classes.

dex，而是先对 classes.dex 进行优化得到 odex，然后加载 odex。所以我们需要获取经

过优化的 odex 文件，然后对这个 odex 进行 patch。这个 odex 可以直接通过 IDA 调试器

dump 内存获得。此外，由于安卓在优化 dex 时会在磁盘上生成 odex 文件，所以也可以直

接从磁盘拷贝这个 odex 文件。查看 delta.apk 进程的 maps 文件，如下：

可 以 发 现 patch 的 目 标 地 址

0x47FE96A8 位 于 data@app@com.

bluebox.lab.poc-1.apk@classes.dex 内。

拷贝这个文件，然后 patch 相应的地址获得

classes_patched.odex。

对于 odex 可以通过以下几步转换为

Java 源码：反汇编 odex 获得 smali，汇编

smali获得 dex，反编译 dex 获得 Java源码。

但是实际测试结果却没这么顺利。

首先尝试用 baksmali 反汇编 classe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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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ched.odex，结果失败。然后换成 Dedexer 反汇编 classes_

patched.odex，结果还是失败。最后用 IDA 反汇编 classes_

patched.odex，结果 IDA 崩溃了。

反复检查多次后，发现 patch 过程并没有错误，那为什么内存

中的 classes_patched.odex可以运行，但是反汇编却会失败呢？经

过继续分析发现是 patch的 Java字节码超出了原有add函数的边界，

覆盖到了后面的函数，导致了反汇编的失败。

通 过 010editor 查 看 data@app@com.bluebox.lab.poc-1.

apk@classes.dex，可以看到 add 函数的大小 insns_size 为 83。

如下：

而 patch 的字节码有 0xde 字节，超出了函数的大小，导致了反

汇编的失败。针对这个情况，想了以下几种解决办法：

• 用 IDA 反 汇 编 data@app@com.bluebox.lab.poc-1.apk@

classes.dex，然后手工 patch add 函数的字节码。这种方法操作起

来最简单，但是没法还原成 Java 源码，需要分析 Java 汇编指令。

• 手 工 修 改 data@app@com.bluebox.lab.poc-1.apk@

classes.dex 中 add 函数大小的字段，然后 patch 代码部分，最后

反编译获得源码。这种方法要修正受影响结构中的偏移量，需要对

odex 文件格式比较了解。

• 先反汇编 data@app@com.bluebox.lab.poc-1.apk@classes.

dex，然后在 add 函数中插入 nop 指令，以便把这个函数撑大到足以

容纳 0xde 字节的 patch 字节码，然后重新汇编后再进行 patch，最

后进行反编译。这种方法不需要了解 odex 文件格式，也不需要分析

汇编。让编译器回来干这些粗活。

很显然方法三最简单，但是测试结果却事与愿违。按照方法三

的描述进行操作，通过 jd-gui查看反编译的结果，发现没有String类，

如下：

通过 baksmali 反汇编 patch 后的 dex，结果在反汇编到 String

类时候出错，如下：

通过 IDA 反汇编，能够反汇编成功，但是调用的函数解析不出来，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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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过 分析 发 现，data@app@com.bluebox.lab.poc-1.apk@

classes.dex 经过反汇编又重新汇编后导致了文件的上下文发生了变

化，原有 patch 字节码所引用的函数在新的上下文都发生了改变，导

致了这种方法的失败。

现在还剩下方法一和方法二。方法一不需要了解 odex文件格式，

但是需要手工分析 Java 汇编代码，方法二不需要分析汇编代码，但

是需要了解 odex 文件格式，手工修复文件中的偏移量。

先用方法 一 进行 分析， 用 IDA 反 汇编 data@app@com.

bluebox.lab.poc-1.apk@classes.dex， 然 后直接 在 IDA 中进行

patch，得到汇编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调用的函数都已经得到了正确的解析。方法一虽然很简

单，但是没法还原成 Java 源码，好在汇编代码不算很长，可以通

过人力把它转换为 Java 源码，如下：

private void add(String p0)

{

    v2_zero = 0;

    v4_len = p0.length();

    HashMap v5_hashMap = new HashMap();

    content = "";

    Char[] v6_cahrArray = p0.toCharArray();

    int v7_len = v6_cahrArray.length();

    for(int v3_off = v2_zero; v3_off < v7_len; )

    {

        v0 = v6_cahrArray[v3_off];

        v0 += -0x41;

        v0 = v0 % v4_len;

        v8 = Integer.valueOf(v0);

        v0 = Integer.valueOf(v2_zero);              // == nop

        v1 = v5_hashMap.containsKey(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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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v1 == 0)

        {

            v1 = v2_zero;

label1:

            if(v1 >= v4_len)

            {

                goto label2:

            }

            else

            {

                v9_int = Integer.intValue(v8);

                v9_int *= v1;

                v9_int %= v4_len;

                v10_int = 1;

                if(v9_int != v10_int)

                {

                    v1 += 1;

                    goto label1;

                }

                else

                {

                    v0 = Integer.valueOf(v1);

                    v5_hashMap.put(v8, v0);

                    v0 = Integer.valueOf(v1);

                    goto label2;

                }

            }

        }

        else

        {

            v0 = v5_hashMap.get(v8);

label2:

            v1 = content;

            v1 = String.valueOf(v1);

            v8 = new StringBuilder(v1);               //v8 = new 

StringBuilder(content);

            v0 = Integer.byteValue(v0);

            v0 += 0x41;

            v0 &= 0xffff;

            v0 = Charactor.valueOf(v0);

            content = v8.append(v0).toString();

            v3_off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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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 add 函数后面是 append 函数，必须让 append 函数腾出位置以便对 add

函数进行 patch。修改 append 函数的 code_off 字段，使 append 函数和后面的 equals

函数指向同一个代码块。这样 append 函数就空出了它的位置，留给 add 函数做 patch。

如下：

将汇编代码转换为 Java 源码后可以比

较容易的看出字符串变换的逻辑，从而找出

正确的字符串。如下：

这种方法需要人工看汇编进行反编译，

效率很低，只适合做练习，不适合做大量的

分析。

最后再测试一下方法二。打开 data@

app@com.bluebox.lab.poc-1.apk@

classes.dex，查看 String 类的定义，如下：

修正 add 函数的长度字段 insns_size 为 0xde/2，然后 patch add 函数的 inisns 代码部

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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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只需要较少的人工干预，还原

了动态修改保护的 Java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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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 patch 后的 odex 转换为 dex，再进行反编译就获得了Java 源码，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