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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AVM2虚拟机 
威胁响应中心   曹志华

鉴于 AVM（ActionScript Virtual Machine）的复杂性，本文仅简单介绍与字节码校验

（Bytecode Verifier）相关的功能，并以一个类型混淆漏洞为例，尝试从源码层面剖析其产

生的根源。

引言

得
益于 IE 和 JAVA 不断引入的漏洞利用缓解措施，黑客开始

把精力倾注于鲜有安全防护的 Flash 利用， 使得借助 Flash

漏洞发起的 APT 攻击层出不穷，下面就是 2015 年初爆出的重要的

Flash 漏洞利用：

 Flash 的 运 行 离 不 开 AVM（ActionScript Virtual Machine）

的支持，它是 Adobe 用于仿真执行 abc 字节码（ActionScript 

Bytecode）的虚拟处理器，对其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源码层面

更深入的理解漏洞产生的原因。但鉴于 AVM 的复杂性，这里仅简单

介绍与字节码校验（Bytecode Verifier）相关的功能，并以一个类型

混淆漏洞为例，尝试从源码层面剖析其产生的根源。

一、  AVM 概述

Adobe 已将 AVM 开源，最新版本为 AVM2，对应的脚本语言

为 ActionScript 3。

后面的分析将以此为基础展开。

下面先简单看一下 AS3（ActionScript 3）从编译到执行的工作

流程：

图 1 2015 年初爆出的 Flash 漏洞利用 图 2 AS3 编译执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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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用的 AS3 源码：

图 3 测试用 AS3 源码

通 过 工 具 JPEXS Free Flash 

Decompiler 反编译后获得的 abc 字节码：

图 5 执行时的汇编代码

概括说，AVM2 的职能就是读取 SWF

内嵌的 DoABC 标签下的 abc 指令，校验并

解释执行。

解析流程：

图 4 反编译后的 abc 字节码

最后通过 AVM2 翻译为执行时的汇编

代码：

图 6 AVM2 解析流程

AVM2 对 abc 的执行方式分为解释

（Interpreter）执行 和 JIT 编译执行两种。

解释执行针对的主要是类的初始化方法 $init 

和 $cinit 等。

二、  字节码校验

AVM2 作为虚拟的 CPU，对 Bytecode

是完全不信任的，为此它增加了一个基于方

法 (Method) 的静态检测校验功能，以尽早

发现代码中的安全问题，并给后面的优化提

供参考，提高运行时的效率。

主要涉及三种方法：

•Native Method ：Flash 原生函数，由

Flash 模块（如：Flash*.ocx）导出，不开

源没符号

•Static-init Method ：静态初始化函数，

由 Flash 编译器自动生成

•Normal Method:正常编写的 AS 脚本，

承载 Flash 主要功能，用户可控

图 7 简化后的校验流程

简化后的校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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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 AVM2 源码：

图 9 简化后的 verifyJit 函数执行流程

下面主要看一下 verifier::verity 函数，它是 verify 方法的入口，

其简化后的工作流程：

图 10 简化后的 verity 函数执行流程

verifyBlock 方法入口：

图 11 简化后的 verifyBlock 函数执行流程

图 8 verifyMethod 函数源码

这里我们把目光聚焦于 JIT 编译执行，即上述源码中的 verifyJit

函数。

它简化后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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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函数功能流程并未囊括涉及到的函数的所

有细节，为了更好的理解其功能，还需配合调试查看相应的 AVM2

源码。

下面结合实际的漏洞案例来更深入的理解以上介绍的字节码校

验（Bytecode Verifier）流程。这里要介绍的是编号为 CVE-2014-

0590 的漏洞，漏洞成因是由于 AVM2 里面的 Bytecode Verifier（具

体为 Verifier::verifyBlock）在校验 Bytecode 时，没有正确处理一

些运行时可以抛出异常的指令，如 sxi1 等，从而导致产生类型混淆

（Type Confusion）错误。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 POC 中涉及的 sxi1（sxi8/sxi16 相同）指令：

注意红框标识的部分，throw 即 canThrow 标志，这在后面

的 Verifier::verifyBlock 函数中会用到，它的含义可简单理解为

Bytecode Verifier 的终止符，1为终止，0 为继续，还需要注意，指

令 sxi1虽然可以在校验时通过 Bytecode Verifier，但不保证其在运

行时（执行某些特定数据）不发生异常。

测试用 POC ：

 图 13 测试用 POC

其中 changethebytecodeofthis 函数对应的 Bytecode 指令：

图 14 changethebytecodeofthis 函数字节码

图 12 sxi1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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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汇编代码：

根据前面所述，上述指令在 Bytecode Verifier 时，红框标识的

指令将被覆盖到，即 local_3 将被确定为 String 类型。在 Bytecode 

Verifier 过程中，函数 Verifier::verifyBlock 执行时的部分代码：

图 15 执行中的 verifyBlock 函数

只有碰到 throw/return 指令时，才会返回至目标（这里为

target ：ofs0009）处继续校验。

调试时可当值为红框标识时，跟踪校验过程：

图 17 异常信息

图 18 异常汇编代码

可以看出，此时 AVM2 把一个 uint 类型的数据（这里为

0x00414241）当作 String 来解释。

为什么执行时 sxi1 指令能抛出异常？

sxi1 指令的实现：

图 19 sxi1 指令实现

图 16 verifyBlock 函数校验过程

当 Bytecode Verifier 完成时，接着进入 JIT 编译执行阶段，在

此过程中，函数 changethebytecodeofthis 红框标识部分将因 six1

指令异常而得不到执行。

执行时的异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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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mCore::number(Atom atom) 函数：

三、  小结

本文主要介绍了AVM2 中与字节码校验（Bytecode Verifier）相

关的功能，通过熟悉 AVM2 尤其是 Bytecode verify 部分可以更好

的理解与其相关的漏洞。

 ScriptObject::defaultValue() 函数：

图 20 AvmCore::number(Atom atom) 函数

图 21 ScriptObject::defaultValue() 函数

POC 代码中重载了 valueof 方法，并主动抛出异常：

图 22 POC 中实现的 valueof 方法 

Package

{           poc 代码中重载了 valueof 方法

Class OverrideValueOf extends Object

{

   Function OverrideValueOf（）

   {

      Super（）

      }

      Public function value Of（）：Object

      {

         Throw new Error（“an exception”）；

  }                         主动抛出异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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