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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備軟體和環境

路

路由器漏洞的分析，不可能僅憑著腦子去想就能完成。在這個過程中，需
要借助必要的工具進行漏洞的分析和利用。本章將介紹路由器漏洞分析過

程中不可或缺的軟體，以及路由器分析環境的安裝、設定和使用方法。

2.1

路由器漏洞分析必備軟體

本節將介紹路由器漏洞分析過程中不可少的軟體。

2.1.1

VMware 的安裝和使用

VMware 虛擬機器可以在一臺實體機器上執行 2 個或者更多 Windows、DOS、
Linux 系統的虛擬軟體。在虛擬機器中執行的每個作業系統都可以進行虛擬的
分割、設定而不影響真實硬碟中的資料，甚至可以經由網卡將幾臺虛擬機器
串成一個區域網路，使用極其方便。因此，它非常適合學習和測試。在路由
器的安全研究中，通常使用虛擬機器建立分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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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QEMU 啟動設定。
啟用橋接網路，範例如下。

第二篇

embedded@ubuntu:~/Debian$ sudo ifdown eth0
embedded@ubuntu:~/Debian$ sudo ifup br0
ssh stop/waiting
ssh start/running, process 31128

第三篇

下載 MIPS 虛擬機。連線 http://pepole.debian.org/~aurel32/qemu/，選擇大端格
式或小端格式的 MIPS 系統，如圖 2-23 所示。這裡以大端機格式為例，下載
核 心 檔 案 vmlinux-2.6.32-5-4kc-malta 和 磁 碟 映 像 debian_squeeze_mips_

第四篇

standard.qcow2。

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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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3

啟動 MIPS 虛擬機，範例如下。
embedded@ubuntu:~/Debian$ sudo qemu-system-mips -kernel
vmlinux-2.6.32-5-4kc-malta -hda debian_squeeze_mips_standard.qcow2 -append
"root=/dev/sda1 console=ttyS0" -net nic,macaddr=00:16:3e:00:00:01 -net tap
-nographic
Executing /etc/qemu-ifup
Bringing up tap0 for bridged mode...
Adding tap0 to br0...
---sn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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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設定 MIPS 系統網路。
使用「ifconfig -a」命令查看網路介面是否已分配到 IP 位址，如果沒有分配到，
可以使用下列方法從 DHCP 取得 IP 位址。
查看網路介面狀態，範例如下。
root@debian-mips:/etc/network# ifconfig -a
eth1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16:3e:00:00:01

BROADCAST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Interrupt:10 Base address:0x1020
lo

Link encap:L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inet6 addr: ::1/128 Scope:Host
UP LOOPBACK RUNNING

MTU:16436

Metric:1

RX packets:8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8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560 (560.0 B)

TX bytes:560 (560.0 B)

利用 ifconfig 命令得到網路介面名稱為「eth1」。
編輯 /etc/network/interfaces 檔，範例如下。
# nano /etc/network/interfaces

檔案原來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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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This file describes the network interfaces available on your system

2

# and how to activate them.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interfaces(5).

3

# The loopback network interface

4

auto lo

5

iface lo inet loopback

6

# The primary network interface

7

allow-hotplug eth0

8

iface eth0 inet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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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s：用於指定在程式啟動時傳遞給它的命令列參數。需要注意的
是，在這裡輸入的任何 Shell 的運算符號，如「<」、「>」、「|」都會被
當成命令列參數直接傳遞給程式，因此無法讓除錯器中執行程式進行輸
入和輸出重導向。對於遠端除錯連線，程式輸出只會在啟動除錯伺服器
的控制臺中顯示。



Hostname：遠端除錯伺服器主機名稱或 IP 位址。



Port：遠端除錯伺服器監聽的 TCP 端口。

設定程式選項以後，點擊「OK」按鈕，再依次選擇「Debugger」→「Attach to
Process」選項，連接到遠端伺服器的除錯程式。
在連接到遠端除錯伺服器後，IDA 會進入除錯模式，在位址 0x00403490 處設
下中斷點，如圖 3-24 所示。可以看到，使用 IDA 的執行除錯模式時，因為載
入了符號資料庫，所以在除錯視窗中會顯示函式堆疊情況、變數及函式等符
號資訊。

 圖 3-24

上面提到的兩種除錯方法中，如果是使用 IDA 與 QEMU 模擬程式進行遠端除
錯，建議使用執行除錯模式。執行除錯模式可支援強大的符號資訊，設置中
斷點也比較方便，非常適用於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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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腳本會被解釋並執行。由於 HTML 語言允許使用腳本進行互動式操作，因
此攻擊者可以利用技術手段在某個頁面中插入一段惡意 HTML 程式碼。
例如，Cookie 中存有完整的用戶帳號和密碼，使用者就會遭受安全損失。
「alert(document.cookie);」這句簡單的 JavaScript 腳本能輕易洩漏使用者資
訊，它會將含有使用者資料的 Cookie 內容顯示在對話方塊中，入侵者可以使
用腳本把使用者資訊發送到他們自己的記錄頁面中，稍做分析便能獲取使用
者的機敏資訊。

4.1.2

路由器 XSS 漏洞

前面曾經提到，家用路由器一般內建 Web 管理服務，使用者可經由 Web 管理
界面進行路由器的管理和設定。既然路由器管理頁面是一個網站，那麼 XSS
自然可以用在路由器攻擊中。例如，攻擊者發現路由器網頁中存在一個反射
型 XSS 漏洞，就可以建構一個利用此漏洞的 URL，並用電子郵件或 Line 發
送訊息給受害者，引誘受害者點擊這個 URL，進而存取路由器網頁。受害者
點擊 URL 後，惡意程式碼就會在瀏覽器中執行，它可以將路由器網頁的連線
階段 Cookie 發送給攻擊者，攻擊者在受害者不知情的情況下經由 Cookie 盜取
機敏資訊或更改路由器設定，流程如圖 4-1 所示。
(1) 建構 XSS 的 URL

攻擊者

受害者
(3) 取得路由器 cookie 內容

(4) 取得路由器存取權限

路由器
 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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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含有 XSS 的 URL 存取路由器

第一篇

 圖 4-3
第二篇

4.3.2

路由器基本認證漏洞

XSS 和 CSRF 攻擊的前提都是受害者已經登入路由器。如果受害者沒有登入
第三篇

路由器，那麼即使 XSS 和 CSRF 攻擊成立，也無法取得和修改路由器參數。
基本認證漏洞可以讓未登入瞬間變為已登入狀態，進而結合 XSS 和 CSRF 對
路由器發起進一步攻擊。

第四篇

大部分家用路由器都是採用基本認證的登入方式驗證路由器管理員帳號的。
利用這個特性，攻擊者可以建造一個網頁欺騙受害者點擊，受害者點擊後，
網頁腳本利用路由器基本認證漏洞進行登入作業，使受害者在不知情的情況

第五篇

下登入到路由器的管理頁面。
攻擊網頁隱藏有 XSS 和 CSRF 攻擊的腳本程式碼，以取得路由器機敏資訊和

路由器漏洞原理與利用

設定路由器參數，進而對路由器進行持續的監控，其執行效果如圖 4-4 所示。

(1) 利用基本認證漏洞搭配 XSS、CSRF

攻擊者

受害者
(2) 藉由基本認證登入
路由器
XSS

(4) 監控
(3) 取得機敏
資訊路由

CSRF

路由器
 圖 4-4

路由器 Web 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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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堆疊中的狀態如圖 6-5 所示。

第二篇
第三篇
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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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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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ore_arg() 函式分配堆疊空間以後，more_arg() 函式會先將 a0～a3 複製到
main() 函式堆疊框預留的呼叫參數空間中（圖 6-5 中 main 堆疊框的斜線陰影
部分）。當指令執行到 sprintf 函式時，sprintf 函式的呼叫需要 7 個參數，同
樣需要借助堆疊進行參數傳遞。此時，more_arg() 函式的操作仍然是將前 4
個參數分別存入 a0～a3，然後把剩餘的 3 個參數保存到 more_arg() 函式自己
的呼叫參數空間中（圖 6-5 中 more_arg 堆疊框的斜線陰影部分）。

6.1.3

利用緩衝區溢位的可行性

在 MIPS 系列架構中，函式分為兩種，即葉子函式和非葉子函式。MIPS 函式
的呼叫過程與 x86 不同。在 x86 系列架構下，函式 A 呼叫函式 B 時，是先將
函式 A 的位址壓入堆疊，在函式 B 執行完畢返回 A 函式時，再從堆疊中彈出
函式 A 的返回位址，然後返回函式 A 繼續執行。在 MIPS32 架構下的函式呼

路由器溢位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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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程式碼中可以看出，只要在「$sp+0x58-0x40」處精心設置堆疊命令字串，
$a1 便可指向命令字串。在「jr $ra」命令返回時，同樣在「$sp+0x58-0x4」位
址處讓流程跳轉到 do_system_0 函式（0x00400554）即可，如圖 6-31 所示。

第二篇
第三篇

 圖 6-31

第四篇

4、構建漏洞攻擊資料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整理出 ROP Chain，如圖 6-32 所示。

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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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32

完成分析過程作業，下一個重要的步驟就是測試。底下利用 Python 腳本將整
個利用過程分析的結果實作出來。
源碼

exploit.py

1

#!/usr/bin/env python

2

#exploit.py

路由器溢位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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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路由器韌體

路由器的韌體不是硬體，而是軟體，通常是燒錄在唯讀記憶體中的，所以稱
為韌體。
路由器與電腦一樣，隨著時間的演進，廠商可能需要對已經出售的路由器進
行漏洞修補或功能擴展與升級。在分析路由器漏洞時，也需要將存在漏洞的
韌體更新到路由器中，方便進行實際環境的漏洞測試。當需要對路由器的韌
體進行更新時，可以到路由器廠商的網站找到相對應版本，然後利用瀏覽器
登入路由器的管理界面進行更新。例如，筆者使用的是 D-Link DIR-645 路由
器，目前韌體版本為 1.3，在 D-Link 技術支援官網（http://support.dlink. com/）
找到的更新韌體版本為 1.4，連結為 ftp://ftp2.dlink.com/PRODUCTS/DIR-645
/REVA/DIR-645_FIRMWARE_1.04.B11.ZIP。
將下載的壓縮檔解壓縮，然後登入路由器，選擇下載的韌體進行升級，如圖
8-1 所示。

 圖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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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手動判斷檔案類型

如果沒有發現符合要求的檔案格式，就需要採用下面的方法進一步分析。
檔內容檢索步驟如下。
01

「strings|grep」檢索檔案系統 magic 簽章檔頭。

02

「hexdump|grep」檢索 magic 簽章偏移量。

03

「dd|file」確定 magic 簽章偏移處的檔案類型。

檔案系統 magic 簽章檔頭是指檔案中包含的一串可識別字元，這串字元可表
明該檔案可能的類型。當然，如果要確定此檔案類型，還需要利用其他條件
配合證明，也就是以上 02 和 03 兩步要做的。如圖 8-4 所示，Windows 應用
程式以字串「MZ」開頭，但不是所有具有此特徵的檔案都是可執行程式，它
也有可能只是一支恰巧以「MZ」開頭的文字檔。所以，只憑單一特徵就確定
一個檔案的類型會失之偏頗。

 圖 8-4

從 D-Link 技 術 支 援 官 網 下 載 韌 體 DIR-645 1.04 B11 ， 網 址 為
ftp://ftp2.dlink.com/PRODUCTS/DIR-645/REVA/DIR-645_FIRMWARE_1.04.
B11.ZIP，解壓縮後，將「DIR645A1_FW104B11.bin」更名為「firmware.bin」。
下面就根據檢索步驟對 firmware.bin 進行檔案系統檢索。

1、檢索檔案系統的 magic 簽章
檔案系統的檔頭特徵是根據每一種檔案系統開頭的幾位元組分離出來的。常
用的檔案系統檔頭特徵如下。


cramfs 檔案系統的特徵字元為「0x28cd3d45」。



squashfs 檔案系統的檔頭特徵格式較多，其中一些是標準的 squashfs 檔
頭，國外研究人員發現大致有 sqsh、hsqs、qshs、shsq、hsqt、tqsh、sqlz
等 7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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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nwalk 演算法的流程
Binwalk 演算法的流程如圖 8-14 所示。

 圖 8-14

8.3.2

Binwalk 的擷取與分析

下面介紹 Binwalk 的擷取與分析過程。
01

韌體掃描。對韌體進行自動掃描，程式碼如下。

$ binwalk firmware.bin

藉由掃描，Binwalk 能夠聰明地發現目的檔案中包含的所有可識別之檔案類
型，如圖 8-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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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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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時 ， 在 「 Strings 」 視 窗 任 意 選 按 其 中 一 列 ， 然 後 由 鍵 盤 輸 入
「HTTP_COOKIE」，即可以快速找到字串位置了，如圖 10-6 所示。

路由器漏洞實例分析與利用—軟體篇

 圖 10-6

D-Link DIR-815 路由器多重溢位漏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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