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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Word二进制文件漏洞浅析
核心技术部 李志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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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应用软件本地漏洞在早些时候并不特别受关注，很大程度原因在于当时远程漏洞还比较容易挖掘，黑客一旦发现远程漏洞，执行攻

击更能掌握主动，而本地漏洞通常还需要目标配合，至少要打开文件才行。自 2006 年后，微软安全公告中涉及的 MS Office 应用程序漏

洞渐渐增多，且最近几年，不乏一些经典 APT 攻击案例是由 Office 文件作为突破的。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是由于整体安全意识的提升，以

及从OS 级的安全防御技术的发展，使得远程漏洞的挖掘和利用变得更加困难。反而社会工程加恶意文件的组合，成为 APT 攻击的有效

手段。MS Office 是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桌面应用之一，所以其文件漏洞挖掘和利用的增多也就不足为怪了。本文以 Office Word 文件格式

着笔，为读者介绍 Word 相关漏洞的成因及检测。

一、引言

本
文主要介绍 Microsoft Office 系列产品中的 Word 应用程序

存在的安全漏洞，且主要是基于 Word 97-2003 版本的二进

制文件格式。微软已经公开包括 Word 在内的部分 Office 系列应用

程序的二进制文件格式说明 [1]，这对分析和理解 Office 相关漏洞提

供了很大帮助。

此外，本文着重讲述漏洞的成因，而非漏洞利用的方法，未涉

及Shellcode 编写技术等内容。更多是希望通过对格式说明的介绍

并列举一些漏洞实例，使大家可以对 Word 漏洞有一个总体了解，

从而提高对 Word 文件攻击的防范意识。

通常 Word 文件的扩展名为“.doc”，所以为了不致混淆，下文

中使用“Word”代表 Word 应用程序，使用“doc”代表 Word 文件。

二、doc 文件基础结构

Doc 文件结构非常复杂，这里仅就基础结构做以简要介绍，能

够帮助读者把握 doc 结构主要脉络即可。

首先，doc 文件 是一 个 OLE 类型文件，OLE 文件主要由

storages 和 streams 组成（见图 1），我们暂且不需要深入OLE 结

构，只要把 storage 和 stream 对应文件夹和文件理解就可以了。我

们所要关注的 doc 文件数据，就是以 stream 的形式存在的。那么，

doc 文件必须要包含一个名为“WordDocument”的 stream 和一个名

为“1Table”或“0Table”的 stream。这两个 stream 是不能缺少的，

否则就不能称为 doc 文件。此外，通常还有包含一个名为“Dat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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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OLE 结构示意图

图 2  doc 文件基础结构图（部分）

stream，顾名思义用于存放一些被引用的数据，比较多见的是内嵌图片。

WordDocument stream 中保存的最重要的数据结构是 FIB（File Information Block），

FIB 中除了保存 doc 文件的一些基本信息（如格式版本）之外，大部分字段是指向其它结构

的指针和标识其结构大小 （见图 2）。例如 fcClx字段表示Clx结构在 Table stream中的偏移，

lcbClx 字段标识 Clx 结构的大小。类似的，名称以“fc”开头的字段都表示对应结构在某个

stream 中的偏移，对应的以“lcb”开头的字段则表示其结构大小。

不同的结构体自然有不同的含义，单

doc 格式说明中给出的基本结构类型就有

三百多个，不可谓不复杂。但这些结构体常

见的组织形式却可大致分为两类：

(1) 第一类由 CP（Character Position）

和 PLC 组成。CP 是一个 32-bit 无符号整

数，简单理解类似于占位符。CP 可以代表

此处是文字、图片或者是对象等等，但具体

属性则由 PLC 决定。PLC 是一类属性的集

合，例如 Plcbkf 就是包含 bookmark 信息

的属性集合。

(2) 第 二 类 是 STTB（String Table），

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类信息的集合，例如

SttbfFfn 包含的是系统字体的信息。当然这

里 string可能包含 unicode 字符串，但并非

单纯是一个字符串，多数情况下仍是一个结

构体。

总结一下，如果要解析 doc 文件，则可

以以 FIB为起点，在 FIB 中找到对应结构体

的位置，然后再顺藤摸瓜逐步定位到具体要

提取的数据的位置。

三、恶意 doc 文件结构

接下来，再让我们看一下通常恶意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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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doc 恶意文件结构图

图 4  sprmCmajority Structure

文件的结构（见图 3），这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 Word 文件攻击的

过程及现象。

所谓恶意文件，就是指经过攻击者精心构造，使应用程序在处

理文件过程能够触发特定漏洞并跳转到指定的 Shellcode 执行的文

件。由于 doc 文件结构比较复杂，所以构造恶意 doc 文件通常是在

正常文件基础上进行篡改。常见的有修改长度字段、指针等等，复

杂点的也有替换图片或 Flash 的。

为了避免严重破环 doc 文件结构，导致 Word 直接报文件无法

打开，通常 Shellcode 采用多段植入。触发漏洞后 EIP 先被指向一

段长度较小的 Shellcode，通常是跳转指令，跳到具有实际恶意功能

的 Shellcode 继续执行。后续就是解密并 dump 恶意程序，再运行

恶意程序实行注册服务、开启网络监听等一系列攻击行为。

最后，为了掩盖攻击行为，攻击者会在植入恶意程序后恢复正

常的 doc 文件显示。如果攻击者运气好，漏洞触发并不会令 Word

程序崩溃，也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但这种情况比较少。如果是导致

Word 崩溃，通常 Shellcode 会 dump 一个干净的 doc 文件，再调

用 Word 打开显示。这也就是被攻击者打开恶意 doc 文件时，可能

会看到闪一下才显示的原因。若读者遇到此种现象，就需要警惕了，

说不定您的电脑已经中招。

四、漏洞实例分析

如果单从二进制格式形成的漏洞来讲，实际上 Word 文件漏洞

与通常的客户端程序漏洞并无区别，也就是整数溢出、堆栈溢出、

变量未初始化、内存释放后重用等等。除 off-by-one 这种属于逻辑

错误外，很大程度上形成漏洞的原因都是对文件数据校验不严所致。

本节并不打算一一列举各种类型的漏洞，仅举些有代表性的且有公

开分析报告的漏洞，读者可根据本文参考资料中提供的链接查阅相

关报告，举一反三之后相信会有更多收获。

4.1  sprmCMajority 记录解析栈溢出漏洞

前面提过 doc 格式中有非常多的长度字段，因此由于对长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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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校验或校验不严从而导致栈溢出的漏洞也

是比较多见的。CVE-2010-1900 就是一例，

分析报告见 [2]。

图 4展示了恶意样本中的 sprmCmajority

结构，其中 PRL_Cmajority.cb 代表接下来

的 grpprl 结构的大小，此处被修改成 0xFF。

而实际 Word只为 grpprl 初始化了 0x54 字

节的内存，且在进行内存拷贝前未对 cb 进

行校验就作为参数使用，结果可想而知，造

成了缓冲区溢出。

4.2  畸形数据结构溢出漏洞

这个例子与前一个比较类似，也是在

sprm 结构上做 文章，CVE 编号 是 CVE-

2006-6456，分析报告见参考资料 [3]。

图 5 中红色部分展示了恶意样本中

存在问题的 sprm 结构，我们只要将其

与 前 一 个 sprmTBrcTopCv 结 构（ 地 址

0x00000FC4）对比一下，可以看出区别

只有地址 0x00000FD0 处被改成了 0xFF 

0xFF。实际上，原始值应该是 0xD6 0x08。

这样就清楚了，0xD6 与前一个字节 0x1B

一起表明这是一个 sprmTBrcLeftCv 结构

（sprmcode ：0xD61B）。0x08 应该是接下

图 5  Sprm Structure

来 grpprl 结构的大小。当然，Word 并非简单地对比 sprmcode 的值，而是有一套复杂的解

析流程，所以虽然可能并不存在 sprmcode 为 0xFF1B 的 sprm 结构，但 Word 仍然继续解

析并最终在做内存拷贝时造成了缓冲区溢出。

4.3  SmartTag 对象指针内存破坏漏洞

再看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某些情况下 Word 程序执行 call 指令的目标地址，是可以通

过文件数据控制的（非溢出），例如 SmartTags 功能。这个例子的 CVE 编号是 CVE-2006-

2492，分析报告见参考资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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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SmartTag Structure

图 6展示了SmartTag的结构，其中黄色部分就是有问题的数据。

从字段名称 Pointer 就可以猜出这是一个指针。那么，在这个样本中

被修改为 0x125B68，间接对应一个内存地址，而这个内存地址上

的数据源自文件中的数据。

1  301ac0eb 40            inc   eax             ；SmartTag

2  301ac0ec 40                       inc   eax

3  301ac0ed 83780800          cmp   dword ptr [eax+8], 0      ; Pointer

4  301ac0f1 7409                    je   winword+0x1ac0fc (301ac0fc)

5  301ac0f3 8b4008               mov   eax, dword ptr [eax+8] 

6  301ac0f6 8b08                   mov   ecx, dword ptr [eax]]       ;*Pointer 

7  301ac0f8 50                       push   eax 

8  301ac0f9 ff5114                   call   dword ptr [ecx+14h]       ; *(*Pointer + 14)

我们先来看一下出问题的程序反汇编代码：

结构的 Pointer 字段的值，就可以控制 Word 程序的执行流程了。

4.4  其它安全隐患

下边描述的两种情形可能不属于 Word 的漏洞，属于 Word 的

功能，但这些功能如果被黑客利用，同样可以实现攻击的目的，所

以也应该引起注意。

第一种情形是 Word 包含恶意控件或恶意文件。因为 doc 文件属

于 OLE 类型文件，允许嵌入 ActiveX 控件或 OLE 类型文件。比如

当前比较常见的嵌入ShockwareFlash 控件，利用 Flash 漏洞或在

Flash 中使用 Script。还有，大家熟悉 Office 可以使用 VBA 脚本，

但可能没有太多人知道也可以使用 JavaScript，方法是使用 ScriptLet 

Component 控件 [5]。好在 Office 默认禁止执行 ActiveX 控件，打

开含有控件的文件时会询问是否启用，有专题文章论述 ActiveX 安全

[6]。但如果是 doc 中包含恶意格式的图片或其它 OLE 类型文件，通

常是不会有任何加载提示的，这就要依靠检测工具才行了。

第二种情形是，文件虽不是 Word 二进制格式，扩展名却是“.doc”，

双击可以用 Word 打开并触发漏洞。最常见的是 RTF 格式，一方面

可能存在 RTF自身的漏洞，还有就是 RTF 中嵌入的 Objdata 实际

是一个 doc 文件，这就等同于打开 doc 文件了。还有的是 HTML 或

XML 格式，实际利用的是 MSHTML 和 MSXML 解析存在的漏洞。

五、漏洞检测工具

除杀毒软件以外，还有几款网上可公开下载的共享工具，能够帮

助检测 doc 文件是否是恶意的。对小部分具有 CVE 编号的漏洞可以

做到精确检测，即使无法精确检测也能够提示文件是否可疑。当然，

结合图 6 一起分析，首行 eax 保存的是一个指向 SmartTag 结

构的指针，经过两次 inc 指令，在第 3 行 eax+8 则指向 Pointer 字段，

第 4 行判断 Pointer 值不为 0 后，第 5 行将值 0x125B68 赋给 eax，

第 6 行将地址 0x125B68b 保存的值赋给 ecx，最后一行 ecx+14 保

存的值成为 call 的目标地址。由此可见，只要修改文件中 Smart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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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具也同样适用于 PowerPoint 和 Excel 文件的检测。

5.1  Offvis

Offvis 是微软官方提供的 Office 文件分析工具 [7]，不仅可以方

便查看文件格式，还会在格式错误的地方标识红色，引起注意（见

图 7）。本文中用来展示 doc 文件格式的图片都是 Offvis 截图。

Offvis 也带有一些检测逻辑，目前官网上提供下载的版本可以

检测如下 Word 文件漏洞：CVE-2006-2492、CVE-2006-4534、

CVE-2006-5994、CVE-2006-6456、CVE-2007-0515、CVE-

2007-0870 和 CVE-2008-4841。

Offvis 的使用比较简单，只要打开 doc 文件，在 Parser下拉菜

单中选择【WordBinary- Format DetectionLogic】选项，单击【Parse】

按钮就可以了。对于有些文件如果直接解析有问题，会在 Parsing 

Notes 中提示需要先进行 Defragment 操作，只要在【Tools】菜单

中选择【Defragment】，然后再单击【Parse】即可。不过需要注意，

使用 Defragment 功能会对文件格式进行重组，也就有可能造成部

分恶意数据变形或丢失，影响分析的结果。

5.2  OfficeMalScanner

OfficeMalScanner 是德国人 Frank Boldewin 开发的一套检测

Office 恶意文件的工具 [8]。这套工具功能很多，包括检测文件中是

否包含 Shellcode、dump 内嵌的文件（如 OLE、PE、flash）等。

最基本的使用方式是在 CMD 中运行：

图 7  Offvis 主界面

执行结果中包含一些文件基本信息和扫描到的 Shellcode 信息

C:\> officemalscan.exe < 待检测文件 > scan

（见图 8）。如果发现内嵌文件，则 dump 到本地并给出文件名称信息。

分析结束会有一行结论，说明是否为恶意文件。

虽然 OfficeMalScanner 并不包括已知漏洞的特征检测，但是实际

上它通过Shellcode 检测等方式更容易发现利用 0day 漏洞的恶意文件。

5.3  OfficeCat

OfficeCat 是 Snort上的一个项目 [9]，当前版本可以检测 2006

至 2008 年间的一些漏洞，CVE 列表见 [10]。但在个人使用中感觉

漏报率和误报率都比较高，虽然结果可能不够精确，但可以起到警

示作用。

OfficeCat 使用简单，在 CMD 下执行 officecat.exe 加待检测

文件名即可。如果检测出漏洞，就会打印相应 CVE 编号（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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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OfficeMalScanner 运行界面

图 9  OfficeCat 运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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