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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
年来 , 随着 Windows 操作系统日益完善 , 多种内存保护技

术的结合使得传统的基于缓冲区溢出的攻击越来越困难 ,

在这种情况下 , 内核漏洞往往可以作为突破安全防线的切入点，例

如 2011 年广为人知的 Duqu 病毒就是利用了 WIN32K 内核模块的

TrueType 字体解析引擎漏洞（MS11-087）。本文用四个例子讲解了

部分在驱动编写过程中常见的驱动中的漏洞，最后提供了一些避免这

些漏洞的建议。

例子 1：未使用 Probe 引发的漏洞 

在内核模式下，由于各种原因程序员需要直接访问用户态的内存

地址，经常使用用户态地址的场景包括 IOCTL/FSCTL、系统服务

挂钩等等。在此过程中程序员如果操作不当，则可能引发较为严重

的安全问题。

以上两个函数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构造的代码片段，通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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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 IOTCL 或者 FSCTL 这 些 地 方。 其

中 SetUserData 函数接收一个用户态地

址 DataPtr 并将数据复制到一个内核某地

址 处 InternalStructure->UserData。 而

GetUserData 函数则正好相反，是将数据从

内核某地址处 InternalStructure->UserData

复制到传入的用户态地址 DataPtr。

这个例子存在两种安全漏洞：

第一种是利用 SetUserData 函数把

任意地址的数据写到 InternalStructure-

>UserData 里，然后通 GetUserData 函数

把前面获取的内容读出来，从而造成读取任

意地址内容可读的漏洞。

第二种是任意地址内容可写的漏洞。攻

击者可以先利用 SetUserData 函数把要写

入的数据写入 InternalStructure->UserData

里，再利用 GetUserData 把数据写入到任

意地址。

造成以上漏洞的原因是，内核态函数在

使用用户态指针的时候没有对该指针做有效

性检查，因此攻击者可以通过传入一个有效

的内核态地址从而达到对其进行读和写的操

作。如果精心构造一些攻击数据甚至可以在

内核下执行 SHELLCODE。

例子 2 ：嵌入到 Buffered I/O 里的用户

态指针

这里提供一个真实的漏洞，是之前在

分析某安全产品驱动程序的时候发现的，这

个漏洞是一个典型的在内核模式下利用嵌

入到 Buffered I/O 里的用户态指针而没有

对其进行检查的漏洞。该驱动的一个功能

是通过 IOCTL 来将指定的文件内容读取到

一个指定的缓冲区中，应用层通过一个结构

体将应用层打开的文件句柄等相关参数传

入到驱动层，利用驱动提供的接口读取目标

文件。

该 IOCTL 从应用层传入的结构体如下

所示：

其中第一个参数 FileHandle 是目标

文件的句柄，这个句柄通过应用层调用

CreateFile 函数得到，ReadBuffer 参数是

目标缓冲区指针，ReadSize 是要读取数据

的长度，OffsetLow 和 OffsetHigh 参数是

要读取的文件偏移，ReturnSize 则是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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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2 续：驱动层使用用户态句柄的问题

上 例 中 的 代 码 其 实 还 有 另 外 一 些 问 题， 即 在 调 用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函 数 的 时 候 ObjectType 参 数

使 用 了 NULL 参 数， 我 们 查 看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函数的代码时可以发现（下图），当 ObjectType 参数设置为

NULL 的时候，可以返回任意类型的有效对象。如果在调用该

IOCTL 的时候传入的 FileHandle 为非文件类型的句柄时，当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函数调用完成后会返回一个有效的

非文件对象，后续的代码会对该对象进行 IRP 相关的操作，从而造

成系统崩溃，如果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执行内核 SHELLCODE。

读到的大小。

经过对驱动代码的分析发现，程序原本的意图是通过驱动向传

入的文件句柄（文件对象）发送 IRP 请求来将文件的内容读取到指

定的用户态缓冲区中，但是由于程序员在使用 ReadBuffer 的时候仅

仅判断该指针是否为 NULL，没有判断该指针是不是一个合法的用

户态指针，因此攻击者可以构造一个 READ_FILE_INFO 结构传入

到驱动中，其中将 ReadBuffer 设置成除 0 地址以外的任意地址（包

括内核地址），并构造一个特殊内容的文件（比如文件大小为 4 字节、

内容为 0），让驱动读取到指定的地址。由此可以造成除 0 以外任意

地址写入长度最大为 0x400000 字节内容的漏洞，利用较为流行的“用

0 覆盖 HalQuerySystemInformation”的技术就可以以 ring0 权限

执行 SHELLCODE。

该驱动本身对 IOCTL 的调用者做了限制，判断了调用者文件的

数字签名，因此直接去打开该驱动操作 IO 的话会失败，但是软件本

身并没有限制句柄的复制，因此我们在软件自身打开驱动后将其获

得的设备驱动句柄复制出来即可对该驱动进行操作。

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是：

1. 检查嵌入到 SystemBuffer 里的缓冲区的长度。

2. 利用 ProbeForWrite 函数对嵌入到 SystemBuffer 里的指针

进行检查。

3. 在所有引用该指针的地方都使用 SEH。

4. 验证调用者是否合法，并且防止外部进程操作合法调用者的

句柄（防注入、防句柄复制等）。

 此外如果 AccessMode 设置为 KernelMode 则会造成绕过对

句柄访问权限的检查。例如用户传入的是一个只有读权限的句柄，

但是调用了有对此句柄进行写操作的接口，则仍然会写文件成功。

因此，上述的代码应按照下面的方式调用：

例子 3 ：使用 METHOD_NEITHER 方法向 IOCTLs 传参

METHOD_NEITHER 方法是直接将用户态的缓冲区指针

传入 到 驱 动当中， 输 入 缓 冲区在 IO_STACK_LOCATIO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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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3InputBuffer 字段当中，而输出缓冲

区在 IRP 的 UserBuffer 字段当中。当处理

METHOD_NEITHER 请求的时候，IO 管

理器并不会去检查传入的缓冲区指针及其长

度，因此驱动必须自己检查这些指针和长度

以及对齐粒度，并在使用到该指针的地方使

用 SEH 包裹。

通过上图中的例子可以看到，代码在没

有对 Irp->UserBuffer 做任何检查的情况下

就直接对其指针进行赋值，因此如果是攻击

者则可以从用户层传入任意地址，此 IOCTL

被调用后造成任意地址写特定值的漏洞（在

本例中是任意地址被写为 0x12345678）,

如果精心利用则可以执行内核SHELLCODE

执行提权等操作。因此正确的使用方法如图

所示：

解决方案是：

1. 检查缓冲区的长度。

2. 利用 ProbeForWrite 函数对指针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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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所有引用该指针的地方都使用 SEH。

例子 4 ：ProbeByPass

我们先来看看 ProbeForRead 函数的代码：

可以看到，ProbeForRead 函数首先判断数据的长度是否为 0。

如果数据长度不为 0，则判断传入的地址 Address 是否按设置的

Alignment 参数对齐。如果数据没有按照指定的对齐参数对齐，则

会调用 ExRaiseDatatypeMisalignment() 函数从而触发异常。因

此只要传入的地址跟对齐粒度不匹配即可触发异常。这种情况下有

可能会绕过某些主动防御软件的过滤拦截，这个问题早在几年前

MJ0011 的博客就有过论述。

而我们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传入的缓冲区长度是 0，

则会绕过 ProbeForXXX 的检查，从而导致对非期望的地址进行读

写。这里比较典型的就是 MS08-66 这个漏洞了。我们先看下这里的

代码，MS08-066 是 AFD.SYS 模块造成的安全漏洞，AFD.SYS

模块是系统用于 SOCKET 通信的内核驱动程序：

可以由上图看到，代码在 [1] 处使用了 ProbeByWrite 对传

入的 OutBuffer 进行检查，并且在所有引用处都使用了 SEH 进

行包裹。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如果用户态调

用者传进来的 OutputBufferLength 为 0 的话，则会造成绕过

ProbeForWrite 函数的检查，从而导致 [2] 处的代码直接向应用层

调用者设置的地址（包括内核地址）进行数据拷贝，从而导致任意

地址可写的漏洞。

总结

为了避免以上提到的若干类漏洞，驱动开发人员在编写相关代

码的时候应遵守以下规则：

1、在内核模式下使用用户态指针前一定先用 ProbeXXX/

MmProbeAndLockPages 函数对指针进行测试，确定目标内存是

否可读 / 写。

2、所有引用用户态指针的地方都要要使用 try...except 包裹，

而不仅仅是使用 ProbeXXX 的地方。

3、要假设用户态指针可以按任意值对齐，从而避免因对齐粒度

不符而造成的异常，这种问题可能会绕过某些安全软件的过滤拦截。

4、用户态内存可能随时变化，比如被其他线程所修改，因此不

要使用传入的用户态内存作为临时存储空间，也不要认为两次从一个

用户态内存里获取到的数据就一定相同。

5、检查所有从用户态代码传入的数据。

6、检查传入的缓冲区长度。

7、正确设置 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 函数的参数类型

（AccessMode，ObjectType）。

参考文献

1、《Common Driver Reliability Issue》 Microsoft Corporation

2、http://hi.baidu.com/mj0011/item/e57573340dc583302e0f81f0

3、Windows 系统中错误的句柄引用所引发的漏洞 （http://

www.whitecell.org/file/wss_paper.r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