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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安全机制之
Null Pointer防护
平台开发部 孙建坡

本文从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讲述了 Null Pointer，结合静态逆向分析和内核级动态调

试技术深入剖析 win8 系统对零页内存的保护机制，其中还涉及到了一些内核调试的技巧。

背景

指
针对于绝大部分的编程人员来说都

不陌生，说起 C/C++ 中指针的使用

既带来了编程方面的方便，同时对编程人员

来说，也是对个人编程能力的一种考验。不

正确的使用指针会直接导致程序崩溃，而如

果是内核代码中对指针的错误使用，会导致

系统崩溃，后果也是相当严重。

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指针时，错误用法

集中在三个方面：

1. 由指针指向的一块动态内存，在利用

完后，没有释放内存，导致内存泄露。

2. 野指针（悬浮指针）的使用，在指针

指向的内存空间使用完释放后，指针指向的

内存空间已经归还给了操作系统，此时的指

针成为野指针，在没有对野指针做处理的情

况下，有可能对该指针再次利用导致指针引

用错误而程序崩溃。

3. Null Pointer 空指针的引用，对于空

指针的错误引用往往是由于在引用之前没有

对空指针做判断，就直接使用空指针，还有

可能把空指针作为一个对象来使用，间接使

用对象中的属性或是方法，而引起程序崩溃，

空指针的错误使用常见于系统、服务、软件

漏洞方面。

本文从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讲述了 Null 

Pointer，结合静态逆向分析和内核级动态

调试技术深入剖析 win8 系统对零页内存的

保护机制，其中还涉及到了一些内核调试的

技巧，对于对 NULL Pointer 的概念、使用

比较模糊的人员值得一读，对于从事安全研

究和学习的人员也是巩固、加深、拓展的好

素材。

1、由 Null Pointer 引发的漏洞

首先来看看近年来由于空指针的错误

使用导致的系统、服务漏洞：

•Microsoft windows kernel ‘win32k.

sys’本地权限提升漏洞（CVE-2015-1721）

(MS1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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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 空指针引用限制绕过漏洞（CVE-

2015-3411）

•X.0rg 空指针引用拒绝访问漏洞（CVE-

2008-0153）

•Paragma TelnetServer 空指针引用拒

绝服务漏洞 (BID-27143)

•OpenSSL SSLv2 客户端空指针引用

拒绝服务漏洞（CVE-2006-4343）

•Linux Kernel 空指针间接引用本地拒

绝服务漏洞 (CVE-2014-2678)

•ISC BIND named 拒 绝 服 务 漏 洞

(CVE-2015-5477)

此类漏洞还有很多，从给出的几个漏洞

来看，空指针漏洞主要是以拒绝服务访问漏

洞为主，空指针错误引用自然会导致程序出

现错误，严重者会崩溃，从而引起拒绝服务

访问。

2、基础篇之 Null Pointer 验证方式

那到底什么是空指针漏洞呢？在计算机

编程过程中使用指针时有两个重要的概念：

空指针和野指针。那么在前面我们提到的空

指针漏洞是不是就是我们在编程时所说的空

指针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编

程领域中空指针和野指针分别是什么，还要

弄清楚什么是空指针漏洞。

2.1 概念性验证

假如 char *p ；那么 p 是一个指针变

量，该变量还没有指向任何内存空间，如果

p = 0 ； p = 0L ；p = '\0' ； p= 3 – 3 ； p = 0 * 

5 ；中的任何一种赋值操作之后（对于 C 来

说还可以是 p = (void*)0 ；）， p 都成为一个

空指针，由系统保证空指针不指向任何实际

的对象或者函数。反过来说，任何对象或者

函数的地址都不可能是空指针。比如这里的

(void*)0 就是一个空指针。当然除了上面的

各种赋值方式之外，还可以用 p = NULL ；

来使 p 成为一个空指针。因为在很多系统中

#define NULL (void*)0。

2.1.1 内存管理之空指针

空指针指向了内存的什么地方呢？标准

中并没有对空指针指向内存中的什么地方这

一个问题作出规定，也就是说用哪个具体的

地址值（0x0 地址还是某一特定地址）表示

空指针取决于系统的实现。我们常见的空指

针一般指向 0 地址，即空指针的内部用全 0 

来表示（zero null pointer，零空指针）。

对于 NULL 能表示空指针，是否还有

其他值来表示空指针呢？在 windows 核心

编程第五版的 windows 内存结构一章中

提到 NULL 指针分配的分区，其范围是从

0x00000000 到 0x0000FFFF。这段空间

是空闲的，对于空闲的空间而言，没有相应

的物理存储器与之相对应，所以对这段空间

来说，任何读写操作都是会引起异常的。

2.1.2 知识拓展之野指针

“野指针”又叫“悬浮指针”不是 NULL

指针，是指向“垃圾”内存的指针。 

“野指针”的成因主要有三种：

1）指针变量没有被初始化。任何指针

变量刚被创建时不会自动成为 NULL 指针，

它的缺省值是随机的，它会乱指一气。所以，

指针变量在创建的同时应当被初始化，要么

将指针设置为 NULL，要么让它指向合法的

内存。例如：

char *p = NULL

char *str = (char *) malloc(100)

2）指针 p 被 free 或者 delete 之后，

没有置为 NULL，让人误以为 p 是个合法的

指针。



52

前沿技术

free 和 delete 只是把指针所指的内存

给释放掉，但并没有把指针本身干掉。free

以后其地址仍然不变（非 NULL），只是该

地址对应的内存变成垃圾内存，p 成了“野

指针”。如果此时不把 p 设置为 NULL，会

让人误以为 p 是个合法的指针。

3）指针操作超越了变量的作用范围。

例如不要返回指向栈内存的指针或引用，因

为栈内存在函数结束时会被释放，这种情况

让人防不胜防。

2.2 概念总结之空指针漏洞

前面对什么是空指针，什么是野指针做

了讲解和验证。

在编程领域的空指针是指向 NULL 的

指针，也就是说指向零页内存的指针叫空指

针。对于未初始化的指针，释放内存而未将

指针置为 NULL 和指针指向超出范围的情况

称为野指针。那么空指针漏洞是不是都是由

于引用零页内存导致的呢 ( 比如 CVE-2014-

2678) ？其实不然，有些漏洞是由于引用未

初始化的指针或是引用超出范围的指针所导

致，而这类漏洞应该说是由于错误的引用了

野指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哪个

漏洞命名为野指针漏洞，而更多的是空指针漏洞。

也就是说在计算机安全领域中由空指针或是野指针导致的漏洞统一叫做空指针漏洞。

3、提高篇之空指针的利用

前面主要介绍了空指针的一些概念和相关的知识，了解了什么是空指针，对于由野指针

导致的空指针漏洞不是今天的重点。接下来主要就针对指向零页内存的空指针漏洞做详细的

介绍。

此类漏洞利用主要集中在两种方式上：

a. 利用 NULL 指针

b. 利用零页内存分配可用内存空间

对于第一种情况可以利用 NULL 指针来绕过条件判断或是安全认证。比如 X.0rg 空指针

引用拒绝访问漏洞（CVE-2008-0153）。

针对第二种情况，在某些情况下零页内存也是可以被使用，比如下面两种情况：

a. 在 windows16 系统或是 windows16 虚拟系统中，零页内存是可以使用的；在

windows 32 位系统上运行 DOS 程序就会启动 NTVDM 进程，该进程就会使用到零页内存。

b. 通过ZwAllocateVirtualMemory等系统调用在进程中分配零页内存（win7系统之前）。

接下来结合 ZwAllocateVirtualMemory API 函数的调用直观感受在 win7与 win8 系统

中零页内存分配的差异。

3.1 ZwAllocateVirtualMemory 函数知识

ZwAllocateVirtualMemory 该函数在指定进程的虚拟空间中申请一块内存，该块内存默

认将以 64kb 大小对齐。

NTSYSAPI NTSTATUS NTAPI ZwAllocateVirtualMemory(

IN HANDLE ProcessHandle,

IN OUT PVOID *Base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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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ULONG ZeroBits,

IN OUT PULONG RegionSize,

IN ULONG AllocationType,

IN ULONG Protect

) ；

两个主要参数：

3.2 零页内存分配之实例 win7 vs win8 

了解了 zwallocatevirtualmemory 的用法，就结合实例来看看

如何利用该函数进行零页内存分配。前面介绍将 BaseAdress 设置

为 0 时，并不能在零页内存中分配空间，就需要利用其它方式在零

页内存分配空间。在 AllocateType 参数中有一个分配类型是 MEM_

TOP_DOWN, 该类型表示内存分配从上向下分配内存。那么此时指

定 BaseAddress 为一个低地址，例如 1，同时指定分配内存的大小 

大于这个值，例如 8192（一个内存页），这样分配成功后地址范围

就是 0xFFFFE001 （-8191） 到 1 把 0 地址包含在内了，此时再去尝

试向 NULL 指针执行的地址写数据，会发现程序不会异常了 。通过

这种方式我们发现在 0 地址分配内存的同时，也会在高地址（内核

空间）分配内存（当然此时使用高地址肯定会出错，因为这样在用户

空间）。

下面就举个例子看如何在零页分配内存。

返回值：

如果内存空间申请成功会返回0，失败会返回各种NTSTATUS码。

从 zwAllocateVirtualMemory 说 明 来 看， 本 想 利 用

BaseAddress 参数在零页内存中分配空间，但是当 BaseAdress 指

定为 0 时，系统会寻找第一个未使用的内存块来分配，而不是在零

页内存中分配。那么如何才能分配到零页内存呢？ 了解 windows 编程的情况下，对上面的代码不难理解，获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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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句柄，获取 zwAllocateVirtualMemory 函数地址，并传递参数调

用该函数，其中 baseaddress 的值为 4，参数类型中包含了 MEM_

TOP_DOWN, 即内存由上向下分配。所以如果成功的话，将把零页

内存中的地址 4-0 都会分配出去；函数返回 0 表示内存分配成功。

然后再给 0 地址赋值打印，对 0 地址重新赋值后再次打印，查看结果。

为了能对比 win7与 win8 系统运行结果的差异，需要准备两个

干净的系统 win7 和 win8，这里采用的都是 32 位系统。

在 win7 系统中直接编译运行该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在 win8 系统中在调用 zwallocatevirtualmemory 后，函数返回

了非 0，返回值为 0Xc00000f0，最终没能在零页内存分配空间。也

就是说在 win8 系统中对零页内存做了安全防护，导致在零页地址分

配内存时失败。

接下来看看 win8 系统中到底对 Null Pointer 也就是零页内存做

了哪些防护。

4、提高篇之 windows 零页内存防护机制

win8 系统对零页内存防护机制通过搜索引擎可以查到：在

win8 系统中利用了内核进程结构 EPROCESS 中的 flags 字段的

Vdmallowed 标志来判断是否允许访问零页内存。但是知其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不依靠其他文献的

条件下通过逆向和动态调试技术来剖析 win8对零页内存的防护机制。

4.1 用户态及内核态跨栈调试

4.1.1 内核调试用户态程序

我们知道在 win7与 win8 中调用 zwallocatevirtualmemory 时

由于零页内存保护机制的原因，win8 系统不能在零页内存分配空间。

那么就从调试 nullpointer入手，通过调用 zwallocatevirtualmemory

调试内核态程序来剖解安全机制。

但是现在 windbg 处于内核调试状态，查看所有启动的进程：

从显示结果来看，利用 zwAllocateVirtualMemory 函数，确

实在零内存页分配了4-0 地址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

zwAllocateVirtualMemory 在零页内存中成功分配空间。

同时在 win8 系统中同时编译该程序，如果 F5 调试运行结果如

下图：



55

前沿技术

需要切换到 nullpointer 进程中，加载了nullpointer 符号表。查

看 main 函数的反汇编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调用栈可知，此时断下来的 NT!NtAllocatevirtualMemory

刚好是 nullpointer 引用的内核函数，此时已经进入内核调试状态。

4.2 逆向分析 nt!NtAllocateVirtualMemory

进入win8 内核调试，就要结合静态分析和动态调试来挖掘有用

的信息。首先找到 win8 内核文件，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分析的是虚拟

机中 win8 系统的内核文件，不是 win7 主机的内核文件。

4.2.1 NtAllocatevirtualMemory 参数确认

在前面的调试中，windbg 断在了 NT! NtAllocatevirtualMemory

函数的入口处。对比 NtAllocatevirtualMemory 函数在 windbg 和

IDA 反编译的结果：
4.1.2 用户态进入内核态

跟进该函数，最后进入：

进入了sysenter 指令之前，对 windows 系统有所了解的话，就

知道该函数利用该调用进入快速系统调用也就是说此时将由用户态

进入内核态。

为了能保证我们调试的 NT!NtAllocatevirtualMemory 函数刚好

是 nullpointer 调用的，需要给 NT!NtAllocatevirtualMemory 函数

下断点，意思是只在指定进程调用该函数时才断下来。待函数断下

来后，同时查看函数调用栈如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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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在运行完指令 call __SEH_prolog4_GS, 后 EBP+8 为

第一个参数，EBP+C 为第二个参数，那就看看在调用 call __SEH_

prolog4_GS 后 EBP 的值，如下图：

第一个参数是进程句柄，本进程句柄刚好是 -1，第二个参数基

地址指针，之前我们在程序中基地址是 4，也就是 0x00000004，

查看基地址指针的值：

刚好是 0x00000004, 用户态传入的第三个参数是 0，这里的第

三个参数也刚好是 0，其他参数不在一一列举，也就是说内核函数

NtAllocatevirtualMemory 与用户态函数 zwallocatevirtualmemory

参数是一致的。

4.2.2 查找 NtAllocatevirtualMemory 零页内存安全机制

到了最重要的时刻，接下来动态调试 NtAllocatevirtualMemory，

一路单步执行，看到 eax=0xc00000f0 时停下。

从上图中可知并 EAX 来自于 ESI 的赋值。那就继续往上看，看

ESI 的值是从哪里来的。

从图上中看出，在执行 test[edi+0C4],1000000h 指令后，如果

相等就执行了mov esi,0xc00000f0。

4.2.3 确认 NtAllocatevirtualMemory 零页内存安全机制

前面已经找到了返回 0xc00000f0 的地方，接下来就要看看条

件判断的地方， EDI=0x84b2ac80 是 EPROCESS 进程的地址，查

看 EPROCESS 结果可知：

在结构 eprocess 偏移 0xc4 的位置刚好是标志 Vdmallowed，

该值是 0，并且 [edi=0xc4] 与上 1000000 后刚好是零。导致

ESI=0xc00000f0, 进而导致 EAX=0xc00000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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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此 基 本 上 已 经 确 认了 NtAllocateVirtualMemory 中 对

NULLPage 的安全机制，就是检查 EPROCESS 中的 VdmAllowed

的标志位。

确定条件判断确定位置：

从 上 图 可 知 v76 就 是 baseaddress; v14 追 溯 到

keGetCurrentThread，在内核模式下 FS 却指向 KPCR（Kernel's 

Processor Control Region）结构，即 FS 段的起点与 KPCR 结构

对齐。看一下 KPCR 结构偏移 124 的位置：

图中可知偏移 124 的位置刚好是当前线程的结构地址。通过查

看函数 KeGetCurrentThread 的实现也能证实这一点，如下图：

从判断语句来看 v76 应该是参数中的基地址，v14 应该是

EPROCESS 的地址。看一下这两个值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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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程结构地址 +128（0x80）的位置刚好是当前进程的内核地址，

如下图所示：

d. MiCreatePebOrTeb

这四个函数不都是导出函数，也就是说在内核编程中有可能我

们使用的一些导出函数中内部调用了这四个函数中的某一个，其内部

已经做了零页内存检测。

5 总结

本文先是介绍了什么是空指针漏洞，之后对 windows 系统的零

页内存保护机制做了剖析。

空指针漏洞：
之后 NtAllocateVirtualMemory 函数在将进程结构地址偏移

0xC4 值与 0x1000000 做比较判断做安全检查。

到目前为止，NtAllocateVirtualMemory 函数对零页内存的保护

机制剖析完成。总结一下：

a．判断基地址是否小于 0x1000000

b．判断内核结构 EPROCESS 的 Vdmallowed 标志是否为 0

4.2.4 查找内核中其他对零页内存保护的函数

通过对 NtAllocateVirtualMemory 逆向分析和动态跟踪了解了

win8中对零页内存的保护机制。那么除了NtAllocateVirtualMemory

函数，在内核中是否还有其他的函数也对零页内存进行了安全检查

呢？

通过在整个 NT 内核文件中查找零页内存保护机制，又发现了几

个包含零页内存包含的函数，包括：

a. MiIsVaRangeAvailable:

b. MiMapViewOfPhySicalSection

c. MiMapLockedPagesInUserSpace

对零页内存的安全防护：

a. 检测分配页是否在零页内存。

b. 检测 EPROCESS 结构中的 VdmAllowed 标志。

win8 以后的零页内存防护也只是保证了不会在零页内存分配空

间，缓解分配零页内存空间来利用漏洞。从上图可知，利用零页内

存分配导致的空指针漏洞也只是众多空指针漏洞类型中的一种，通

过零页内存保护机制并不能缓解所有的空指针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