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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是什么

Android 系统出于安全原因考虑，默认

程序是以非 root 用户权限运行的，这

就导致用户不能随心所欲地删除厂商强制安

装的程序，定制个性化系统，而且使那些需

要 root 权限才能正常运行的功能强大的软件

（如 Root Explorer、杀毒软件等）功能受限。

“无 Root，不 Android”！root，是你成为

“Android 控”的必要条件。

Root，即获取 Android 系统 root 权限，

root 是 Android 系统中的超级管理员用户账

户 , 这个管理员的权限非常高，基本上可以

操作手机中的一切数据，相当于 Windows

的 administrator 权限。

Root 最终目的简单讲就是往系统 /

system/bin（也可以是其他 path 变量路径，

只是方便调用）下放置一个具有 SUID 标志

位的修改版 su 可执行程序，其他程序如果

需要 root 权限只需要调用 su 即可。为了便

于授权管理，还需要安装一个 superuser.

apk 管理程序。

实现上述目的可以通过刷第三方刷机

包、fastboot 等方式，但均有其局限性，如

可能需要解锁或者 fastboot 方式不被手机厂

商支持等。最常用的是利用 Android 系统漏

洞获取 root 权限后实现 root 目的。Z4root

就是利用 Android 2.3 之前版本 setuid 漏洞

实现 root 的工具。

Z4root 简介

Z4root是来自XDA的RyanZA发布的，

关键词 : Z4root 工具 实现

摘要 : Z4root 是非常流行的一款获取 Android 2.3 之前版本系统 root 权限的工具，本

文简要介绍其使用，详细阐述其实现的技术细节。

安全研究部 刘永军

Z4root剖析

主界面上面有三个选项，即“Temporary

（临时） Root”、“Permanent（永久）Root”、

“Un-root”，运行 Z4root 需要打开“USB 调

试”，否则 Z4root 不能够进行 root 操作。

Root 成功后，当有程序请求 root 权限

其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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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授权管理对话框弹出，如下图： 以 shell 用户身份创建大量僵尸进程，当进

程总数达到 shell 用户进程数上限 (RLIMIT_

NPROC) 时，杀掉 adbd 进程 ( 以 SHELL

用户身份运行 )，这时系统中 SHELL 用户运

行的总进程数为 (RLIMIT_NPROC-1)，所

以需要立刻创建一个新进程使得 shell 用户

总进程数仍然是 RLIMIT_NPROC。等系统

发现 adbd 不再运行时会重新启动一个新进

程，该进程最初以 root 身份运行，然后会

调用 setuid() 切换至 shell 用户身份，但此

时 shell 用户的进程数已经达到上限，所以

setuid 操作失败，用户切换没有成功，adbd

还是 root 权限。程序继续往后执行，并最

终产生了一个具有 root 权限的 adbd 进程，

用户可以利用这个 adb shell 执行 root 操作。

rageagainstthecage 是互联网上很容

易搜索到的一个 exploit 程序，可以通过

adb shell 调用此程序获得 root shell，进而

实现 root 目的。因为打开“USB 调试”才

能有 adbd 进程，所以需要手机打开“USB 

调试”功能，rageagainstthecage 检测到

adbd 进程存在后才会正常执行。

Z4root由于使用了rageagainstthecage

Z4root 在模拟器（Android 2.2）中运

行会与真机有一些差异，如下：

1）由于模拟器中默认存在 /system/

xbin/su，所以即使第一次安装 Z4root 按钮

“un-root”也有效，并提示 su 存在，但其

为系统默认 su，不能完成为其他程序授予

root 权限功能。

2）启动模拟器需要加 -partition-size，

否则会由于 system 分区空间不足而导致临

时 root 失败。而且 system 是只读的，需要

临时 root前调用adb remount去掉只读属性。

3）永久 root 会失败，因为永久 root 后

自动重启系统模拟器会卡住，手动重启后

system分区会自动恢复，导致永久root失败。

setuid 漏洞介绍

setuid用来设置实际用户 UID 和有效用

户 UID，其在目标用户进程数达到 RLIMIT_

NPROC 极限时返回错误，这一问题可能产

生的安全隐患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0 年，而

在 2006 年，出现了真正利用这一编码问题

的漏洞（CVE-2006-2607）。

Android 2.3 之前版本 adbd 程序（adb

服务 端） 存 在 setuid 漏 洞，src/system/

core/adb/adb.c 中漏洞代码如下：

setuid(AID_SHELL);

如果 adbd 为 root 进程，调用 setuid

将用户从 root 切换回 shell，但在 shell 用户

进程数达到上限 RLIMIT_NPROC 时会失

败，因此进程继续以 root身份运行，而没有

返回。2.3 及以后版本修改如下：

if (setuid(AID_SHELL) != 0) {

exit(1);

}

Androidadbsetuid 漏洞的利用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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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所以同样需要手机打开“USB 调试”

功能，这很容易给人错觉以为其利用的是

adbsetuid 漏洞，其实不然。我们在研究过

程中发现 Z4root 实现 root 本质上利用的是

另外一个 zygote setuid 漏洞，故打开“USB 

调试”也不是必须的。

Z4root 具体实现分析

1）利用漏洞获取 root 权限进程

上述 rageagainstthecage 利用程序创

建了大量 shell 用户进程，使 shell 用户进程

数达到上限，进而利用 adbsetuid 漏洞获取

root 权限，但 Z4root 为 app 用户，其调用

rageagainstthecage 创建的大量用户也为

app 用户，所以 Z4root 应该不能成功利用

adbsetuid漏洞，那它是如何 root成功的呢？

Z4root 通过 rageagainstthecage 程

序 fork 大量 Z4root 用户进程，达到其用户

进程数上限，然后通过延时触发广播能够

创建出一个具有 root 权限的 com.z4mod.

z4root:remote 进 程， 其 广 播 接 收 器 在

AndroidManifest.xml 中声明如下：

<receiver :process=":remote"android:

name="AlarmReceiver">

</receiver>。

进程创建结果如下图红色标线：

为何能够创建出 root 权限的 com.z4mod.z4root:remote 进程？具体原因如下：

创建应用进程由 root 用户进程 zygote 调用 src\dalvik\vm\native\dalvik_system_

Zygote.c 中 forkAndSpecializeCommon 函数实现，

Android2.1 forkAndSpecializeCommon 函数漏洞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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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uid 为 Z4root 用户 uid，因为已达进程数上限，setuid 失败，

但并没有返回，而是继续向下执行，进而导致创建的进程以 zygote

相同的 root 用户权限运行。下图为 Android 2.3.7（2.3 及以后版本

已经修补）漏洞修补后的代码：

综上所述，Z4root 之所能能够 root 成功，是其也许“无心插柳”

地利用了另外一个 zygote setuid 漏洞。既然不是利用的 adbsetuid

漏洞，打开“USB 调试”也就不是必须的了。

2）功能具体实现

通过上述获取 root 权限进程后，利用 busybox 工具集复制

su 等文件到相应目录，安装 superuser.apk 等。busybox、su、

superuser.apk、rageagainstthecage 程 序包含在 Z4root 的 res\

raw 目录下，前三者为压缩文件。

Z4root 功能菜单分析如下：

a) 临时 root

主要实现代码如下图：

Kill 掉所有 rageagainstthecage 进程，创建 ext2 格式设备，

备份 system/bin 目录下内容，mount 设备到 system/bin 目录，恢

复 system/bin 目录下所有内容，复制 su、busybox 到 system/bin，

安装 superuser.apk。

b) 永久 root

主要实现代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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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system 分区只读属性，复制 su、busybox 到 /system/bin，复制 superuser.apk

到 /system/app 实现 superuser 安装，修改文件所有者、属性，删除临时文件，最后重启

系统完成永久 root。

c) 清除 root

主要实现代码如下图：

SuperuserRequestActivity。代码如下：

 if (!checkWhitelist())

 {

  charsysCmd[1024];

  sp r in t f (sysCmd,  "am 

start -a android.intent.action.MAIN -n com.

koushikdutta.superuser/com.koushikdutta.

superuser.SuperuserRequestActivity --eiuid 

%d --eipid %d > /dev/null", g_puid, ppid);

  if (system(sysCmd))

   

returnexecutionFailure("am.");

上述为旧版本 su 程序的主要处理流程，

新版本 su 处理流程与旧版类似，主要在 su

与 superuser 通信机制方面有所变化：通过

更底层的 activity 服务调用 superuser 中的

activity ；判断 superuser 管理程序用户的

选择操作不像旧版通过轮询数据库的方式，

而采用了socket 即时通信的方式。而且新

版 su 判断如果是 shell 用户则直接赋予 root

权限，无需用户参与。

Superuser.apk 为授权管理程序，可

以查看授权日志及管理已授权程序等，无需

赘述。 

修改 system 分区只读属性，删除 /system/bin、/system/xbin下的 su、busybox，删

除 /system/app下 superuser.apk 实现卸载 superuser，重启系统完成 root 清除。

3）su 和 superuser

su 检索数据库（/data/data/com.koushikdutta.superuser/databases/superuser.sqlite），

如果找到记录的话，说明当前进程已经被用户允许获取 root 权限，则改变当前进程的用户

ID 和组 ID。代码如下：

 if(setgid(gid) || setuid(uid)) 

  returnpermissionDenied();

如 果 没 有 检 索 到 的 话，su 会 通 过 am start 命 令 打 开 superuser.apk 中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