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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0day CVE-2013-0640分析
安全研究部 刘业欣 曲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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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对著名的 PDF 0day CVE-2013-0640 的原理和利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引言

若干年前，PDF 可以算是 Adobe 产品的重灾区，隔三差五就

会爆出个漏洞，这主要是因为 Adobe 在软件开发时对安全不够重视

而导致的。由于代码量巨大，Adobe 很难在产品中全面迅速地推进

SDL，不过在多个 0day 爆发后，Adobe 终于顶不住客户的压力而

使出了杀手锏——与微软合作，在 Acrobat Reader上加上了沙盒，

PDF 0day 终于消停了。将近 2 年的时间里，虽然 9.x 的 Acrobat 

Reader 还是受一些 0day 的困扰，但10.x 及之上的版本都相安无事。

终于到 2013 年 2 月，Acrobat Reader 的不破金身结束了，在一系

列可以媲美 duqu 的高级攻击中，FireEye 发现了CVE-2013-0640

和 CVE-2013-0641。

CVE-2013-0640 用于完成在受限进程中实现任意代码执行，而

CVE-2013-0641则完成绕过沙盒执行高权限代码的任务。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对第一个漏洞 CVE-2013-0640 进行

分析。

一、原理

CVE-2013-0640 可以通过下列 5 行 JS 脚本来触发（还需要特

定的 XFA 模板）：

具体代码执行过程如图 1 所示。

 function exploit_it(node) { xfa.resolveNode("xfa.form.form1.#pageSet.page1.#subform.

field0.#ui").oneOfChild = node; }

 node1 = xfa.resolveNode("xfa.form.form1.#pageSet.page1.#subform.field0.#ui");

 node2 = x fa . reso lveNode("x fa . form. form1.#pageSet .page1.#subform.

field0.#ui.#choiceList");

 xfa.resolveNode("xfa.form.form1.#subform.rect1").keep.previous = "contentArea";

 timeout = app.setTimeOut("exploit_it(node2);",500); 

1. 首先执行的是第二行代码，创建了 node1。node1 是一个

XFA UI 对象，其对象的引用计数是 2。

2. 接下来执行第三行代码，创建了node2。node2 是一个X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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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icNode 对象，其父节点指针指向 node1，此时 node1 和

node2 对象的引用计数都是 3。

3. 第四行代码是触发该漏洞的关键代码，通过给一个XFA节点

的 keep.previous 属性赋值，让XFA 引擎重新布局，释放所有 XFA

对象。

4.第五行代码利用 app.setTimeOut 函数让XFA 对象真正释放。

此时由于 XFA 的某些对象被 JS 脚本引用，如 node1 和 node2，因

此 node1 和 node2 对象不会真正释放，只是引用计数分别变为了1

和 2。但 node1 和 node2 对象中的 XFA Module 对象已经释放，其

指针变成了空指针，这为后面的漏洞触发创造了条件。

5. 第一行代码最后被执行，也是漏洞触发的语句。此语句又

创建了一个新的 XFA UI 对象 node_ui，这个 node_ui 是正常的对

象。oneOfChild 属性处理函数会检查 node_ui 的子节点中是否包含

node 对象，如果不包含，则检查 node 的父节点指针是否空，不为

空就要释放 node 原有的父节点对象，因为有新的父节点对象会被赋

值。此时的 node 就是上面的 node2 节点，node2 父节点的对象不

为空，指向上面的 node1。当释放 node1 时，在获取 node1 节点环

节出了问题，由于 node1 的 XFA Module 对象指针为空，获取函数

返回的不是 node1，而是一个新创建的 XFA 对象。此对象是一个最

基本的 XFA Node 对象，大小只有 0x40，而真正的 node1 对象是

XFA UI 对象，大小是 0x58。接下来，程序依然把新创建的对象当

成 XFA UI 对象，访问了 XFA UI 对象的 next 指针，偏移是 0x44。

如果此指针不为空就会调用其析构函数。这样就造成了对象的访问 图 1  漏洞触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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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通过特定的堆控制方法，就可以控制 0x44 偏移的数据，得

到执行代码的机会。

二、利用

利用概述

漏洞的本质是返回了一个小尺寸的 object（0x40），但是却把它

作为大尺寸 object(0x4c) 来进行操作。当访问 0x40-0x4c 之间的偏

移，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这个 0x4c 尺寸的 object，结构如下：

如果 XXXXXXXX 可控，则每次对 ref_count 字段减 2（调用

两次），如果 ref_count 为 0，则调用 XXXXXXXX 所在的虚表地址。

接下来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a. 如何控制 XXXXXXXX 的值

b. 如何进行内存泄露获得虚表指针

c.ROP 做些什么

控制 XXXXXXXX 的值

要控制XXXXXXXX，需要借助Acrobat Reader的堆管理机制。

大型软件一般都有自己的堆管理算法，从而对固定大小的块进

行快速有效的分配和释放。其核心思想就是在大块中分配固定的小

块，如果小块的内存释放，只是标记释放，下次再分配同样大小的

内存，则直接返回上次的地址。

从而控制了 0x40 之后的内容，具体的代码片段如图 2 所示。

片 段 中 的 AllocateContentArea 即 为 FreeList 的 占 用，

dEFECTIVE 数组里的 thunk 即为大块内存的占用。注意由于

先申请大块内存：

经过多个小块的分配和大块内存的释放，内存最终变成：



67

前沿技术

dEFECTIVE 为临时变量，因此在 AlocateDefectiveNodes 返回时，

dEFECTIVE 数组所引用的大块内存被隐式释放，具体的 DEMO

参见古河在 PEDIY 论坛里提供的 crash.pdf 样本（EIP 将跳转到

0x88888888）。

通过内存泄露获得虚表指针

先来看看 0x7ffe0ff0 这个地址，这个地址在所有的 Windows 操

作系统下值都为 0，其实在前面的 Crash.pdf 中，+0x48 可以初始化

为 0，但是在真正的漏洞利用代码里，使用的却是 0x7ffe0ff0，原因是：

1．Heap spray 不好控制。

2．构造的默认地址在后面发生溢出进行信息泄露时会频繁地

遭遇 0 结尾的内容，导致读取困难。

而使用 0x7ffe0ff0 地址技能巧妙地绕过检查，也能让程序流程

继续走下去。

先申 请 多 个 内 容为 0x7ffe0ff0 的 数 据 块， 并 保 证占 据

0x11871710 ：

0:010> dd 11871710

11871710  7ffe0ff0 7ffe0ff0 7ffe0ff0 7ffe0ff0

11871720  7ffe0ff0 7ffe0ff0 7ffe0ff0 7ffe0ff0

接着触发漏洞 Trigger( 0x11871710) ：

11871710  7ffe0ff0 7ffe0fee 7ffe0ff0 7ffe0ff0

图 2  控制了 0x40 之后的内容，具体的代码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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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71720  7ffe0ff0 7ffe0ff0 7ffe0ff0 7ffe0ff0

可以看到 11871714 字节已经被修改为了ee。

接下来确定 i 的值和 0xee 在 gBlocks[i] 中的偏移，并从而推测

出 gBlocks[i-1] 的起始地址。

此时，gBlocks[i-1] 开头的 XXXXXXXX 后的 0 字节结尾已经

被修改，减去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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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再释放两个插入的 XXXXXXXX 字符串，并插入 assist 对

象，其虚表地址就近在眼前了。

但问题又出现了，在 0x1185a530 的地址上出现了个 0，导致读

取停止，可以继续触发漏洞把这个 0 消灭。

继续往后读，又发现 0xfa 字节是无法读出来的，解决的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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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触发漏洞，直到能够读出这个字节，再加上触发的次数 *2，就能推算出原来的值。

ROP

释放 gBlocks[bI-3]，前后为占用的 gBlocks[bI-4] 和 gBlocks[bI-2]，并在其中构造以下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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