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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恶意代码在运行时会采取多种方法探测沙箱环境，从而避免自身恶意行为暴露。通过对常见沙箱检
测方法的研究，在具有动态符号执行功能的开源二进制代码分析框架ａｎｇ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ｏ
ｂ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基础上，使用Ｗｉｎ３２ＡＰＩ函数挂钩、ＶＥＸ指令修补以及内存结构完善三种方法对抗沙箱检测机
制。原型系统上的测试表明，该方法能够绕过常见的沙箱检测机制，同时显著优于现有的恶意代码动态分析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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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远控木马、僵尸网络、蠕虫以及近些年爆发的勒索

软件、挖矿木马等各类恶意代码影响着用户对计算机

的正常使用。针对特定目标的 ＡＰＴ攻击，采用高度定
制化的恶意代码进行鱼叉攻击，成为了国家信息安全

面临的重大威胁。因而，恶意代码一直受到网络安全

从业人员以及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

十多年前，研究者就已经采用沙箱技术来分析恶

意代码。布谷鸟（Ｃｕｃｋｏｏ）是一款开源且使用广泛的
沙箱软件，利用虚拟化技术构造出与真实环境隔离且

拥有快速还原能力的系统，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代码在

沙箱中的所有行为，进而判断是否为恶意代码。因此，

针对恶意软件的分析沙箱被认为是防御 ＡＰＴ的最后
一道防线。病毒检测厂商比如 ＣｒｏｗｄＳｔｒｉｋｅ、Ｍａｌｗｒ以
及国内的微步科技都利用沙箱技术提供恶意代码在线

检测的服务。

恶意代码开发者为了逃避沙箱检测，防止自身暴

露，会在恶意代码中加入环境探测代码，当发现自身运

行于异常环境中时，就会停止恶意行为，运行无害代码

或者结束运行，达到逃避检测的目的。据ＭｃＡｆｅｅ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威胁报告》显示，反沙箱机制超过反调试、

反监视、代码混淆等方法，成为恶意代码使用最为广泛

的逃避检测手段［１］。此外，Ｌａｓｔｌｉｎｅ实验室在２０１５年
指出，具有逃避检测功能的恶意代码的比例从２０１４年
年初的３５％上升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的８０％，并且往往结
合数１０种方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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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 ａｎｇｒ对恶意代码进行动态分析。ａｎｇｒ
是一款基于Ｐｙｔｈｏｎ实现，可利用动态符号执行进行二
进制代码分析的调试器［３］。相比于现有的分析方法，

动态符号执行可以遍历程序不同的分支，获得恶意代

码更多的行为特征。这能有效避免外部环境比如

Ｃ＆Ｃ服务器的失效对分析恶意代码产生的影响［４］。

相对的，反沙箱机制却会导致符号执行面临路径爆炸

的难题，特别是当符号值作为循环语句的参数时，产生

大量无害分支，导致难以发现真正执行恶意行为的

分支［５］。

因而本文将首先对使用最为广泛的恶意代码沙箱

检测机制进行分析；接着说明我们为 ａｎｇｒ制定的拓展
程序，用于对抗不同类型的反沙箱机制以及原型系统

的实现方法；最后通过对沙箱检测软件 ａｌｋｈａｓｅｒ以及
ｐａｒａｎｏｉｄｆｉｓｈ的测试，证明我们开发的原型系统可以绕
过常见的反沙箱机制，有效防止符号执行的路径爆炸

问题。

１　沙箱检测常用技术

在恶意代码分析领域，Ｓａｎｄｂｏｘｉｅ、布谷鸟、Ａｎｕｂｉｓ
等是常见的沙箱软件。然而，沙箱与真实环境存在一

定的差别，沙箱为了监控恶意代码的行为、阻止恶意代

码从沙盒逃逸，部分采用进程注入、函数挂钩等机制监

控恶意代码的行为［６－８］。有些沙箱利用虚拟化技术构

建真实操作系统，但这些虚拟机存在特定的指纹信

息［９－１１］。因而，恶意代码反沙箱方法可以分为基于沙

箱的检测以及基于虚拟机的检测。

１．１　基于沙箱的检测
Ｓａｎｄｂｏｘｉｅ与被分析的恶意代码同处一个操作系

统内，为了避免恶意代码对真实系统产生影响，沙箱内

的程序对真实系统的文件、注册表、进程的访问都需要

获得Ｓａｎｄｂｏｘｉｅ的授权。Ｓａｎｄｂｏｘｉｅ通过在内核驱动上
挂载ＳｂｉｅＤｒｖ．ｓｙｓ实现对系统服务描述符表（ＳＳＤＴ）、
ＳｈａｄｏｗＳＳＤＴ表的挂钩。通过将 ＳｂｉｄｅＤｌｌ．ｄｌｌ注入到
进入沙盒的程序中，实现对所有用户态 ＡＰＩ函数的挂
钩。因而恶意代码通过检测程序自身是否被注入

ＳｂｉｄｅＤｌｌ．ｄｌｌ，即可成功绕过Ｓａｎｄｂｏｘｉｅ沙箱的检测。
布谷鸟沙盒是蜜网社区２０１０年谷歌编程之夏的

开源项目，经过数年的开发，其功能与性能不断升级，

成为了目前较为流行的沙箱系统。布谷鸟沙箱可分为

主从节点，主节点主要负责任务的分发以及对恶意代

码运行结果的分析展示。从节点为恶意代码的动态运

行提供真实的系统环境，为了能够实现系统的快速还

原，从节点一般为虚拟机。布谷鸟同样采取ｄｌｌ注入的
方式来监控 ＷｉｎｄｏｗｓＡＰＩ的调用。此外，布谷鸟还采
用ＡＰＩ挂钩的方法，因而 Ｄａｖｉｄ编写的 ａｎｔｉｃｕｃｋｏｏ通
过检测ｎｔｄｌｌ．ｄｌｌ中的某几个关键函数是否被篡改来探
测布谷鸟程序。此外，ａｎｔｉｃｕｃｋｏｏ通过检查进程的内
存空间中是否存在敏感词，比如 ｃｕｃｋｏｏｍｏｎ、ＨｏｏｋＨａｎ
ｄｌｅ、ｒｅｔａｄｄｒｃｈｅｃｋ等来探测是否运行于布谷鸟中。

１．２　基于虚拟机的检测
由于虚拟机具有快速还原的特点且与真实系统隔

离，不仅仅是上一节叙述的布谷鸟、Ａｎｕｂｉｓ等沙箱使用
虚拟机作为恶意代码分析的宿主机，反病毒研究员在

日常分析恶意代码行为时，也大都使用虚拟机作为分

析系统。常用的虚拟机有 ＶｉｒｔｕａｌＢｏｘ、Ｖｍｗａｒｅ、ＫＶＭ、
Ｘｅｎ等。恶意代码针对虚拟机的检测如图１所示。

图１　针对虚拟机检测方法的分类

根据虚拟机操作系统的属性进行探测是恶意代码

检测虚拟机的各类方法中手段最为丰富的一种方法。

在虚拟机操作系统内，注册表、文件系统、进程、服务中

存在各种虚拟机指纹特征。据统计，安装在 Ｖｍｗａｒｅ
上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虚拟机有超过 ５０个与“Ｖｍｗａｒｅ”、
“ｖｍｘ”有关的文件，在注册表中有超过５００项键或键
值与“Ｖｍｗａｒｅ”有关。此外，分析人员可能为用于恶意
代码分析的虚拟机设定特别的用户名或重新命名恶意

代码程序，因而恶意代码可以通过将这些敏感位置的名

称与自定义的黑名单列表匹配，来检测是否为虚拟机。

虚拟机的硬件并非真实的硬件，因而通过模拟出

的硬件信息也能够探测虚拟机。和操作系统一样，硬

件也存在多种多样的指纹信息，其指纹检测包括对

ＣＰＵ、ＢＩＯＳ、硬盘类型的判断以及对 ＣＰＵ名称、网卡地
址、网卡名称、可插拔硬件设备的检测。除此之外，考

虑到为虚拟机分配的硬件资源往往小于真实计算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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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资源，因而可以通过对ＣＰＵ核心数、内存大小、硬
盘容量的检测来判断是否为虚拟机。在虚拟机中，指

令运行的速度远远慢于真实系统，因而部分恶意代码

通过计算指令运行的时间来检测虚拟机。

基于进程的检测是恶意代码对自身运行时虚拟内

存空间的探测，常见的方法是检测中断描述符表

（ＩＤＴ）、全局描述符表（ＧＤＴ）以及局部描述符表
（ＬＤＴ）在内存中的地址。真实系统中，这些描述符表
的位置基本在确定的地址附近，且完全不同于虚拟机，

因而具有较高的检测正确率。

最后，是对特殊检测方法的汇总。反图灵测试是

主动探测人机交互的行为，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两次

获取当前鼠标在屏幕上的位置坐标，比较两次位置是

否发生变化，从而检测虚拟机。休眠是指在程序运行

后，休眠一段较长的时间，再执行恶意行为，往往虚拟

机在恶意代码真正运行前已停止工作，因而可以有效

地躲避分析。

２　对抗沙箱检测方法

２．１　ａｎｇｒ介绍
ａｎｇｒ是美国圣巴巴拉大学 ＳｈｅｌｌＰｈｉｓｈ团队研发的

一款二进制分析框架，其源代码由 Ｐｙｔｈｏｎ编写，在
２０１５年项目得到开源，目前项目已迭代至第七个版
本。ａｎｇｒ可以实现动静态符号执行、控制流平坦化、自
动化生成 ＲＯＰ链，应用于漏洞挖掘与软件破解，同时
也是ＣＴＦ比赛中逆向分析的常用工具之一［３，１２－１３］。

使用者通过导入 ａｎｇｒ库并编写 Ｐｙｔｈｏｎ脚本实现对二
进制代码的加载与分析。

ａｎｇｒ由以下几个子模块组成，每个子模块都可以
独立加载：

ＣＬＥ（ＣＬＥＬｏａｄｓ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将可执行程序加载进
内存空间。例如，对于ＥＸＥ程序，通过解析文件头，获
得加载地址、各段对应的文件与内存的映射关系，进而

将主文件加载至虚化的内存空间。接着，递归加载程

序需要的ｄｌｌ文件。
Ａｒｃｈｉｎｆｏ针对不同架构的指令集，如 ｘ８６、ＡＲＭ、

ＭＩＰＳ、ＰｏｗｅｒＰＣ等，提供专有的类。每个类中都涉及寄
存器类型、处理器位数、数据在内存中的存储方式以及

是否支持ＶＥＸ、Ｃａｐｓｔｏｎｅ、Ｕｎｉｃｏｒｎ、ＫｅｙＳｔｏｎｅ等特性。
ＰｙＶＥＸ可以将机器代码转化为Ｖａｌｇｒｉｎｄ使用的中

间语言ＶＥＸ。通过ＶＥＸ模拟执行程序的代码并修改
内存、寄存器的值。

Ｃｌａｒｉｐｙ是一个符号执行求解器，其后端为Ｚ３。

利用ａｎｇｒ编写Ｐｙｔｈｏｎ脚本，对二进制程序进行分
析的整体流程如图２所示。首先，通过 Ｐｒｏｊｅｃｔ方法，
加载程序至内存空间，并得到包含加载对象名称、各段

地址空间、导入函数地址空间等属性的 ｐｒｏｊｅｃｔ对象。
接着，利用Ｓｔａｔｅ方法初始化程序堆栈以及寄存器，得
到可以动态执行的对象 ＳｉｍＳｔａｔｅ。通过 ＳｉｍＳｔａｔｅ对象
可以查看、修改、符号化内存空间以及寄存器的值，并

且提供用于保存用户自定义属性的插件。由于动态符

号执行会产生分支，得到多个 Ｓｉｍｓｔａｔｅ对象，仿真管理
器（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ｒｓ）提供了对所有分支进行访问
以及管理的功能。此外，仿真管理器在程序运行到某

个地址或满足某种条件时，停止对应分支执行或者丢

弃分支。

图２　基于ａｎｇｒ的程序分析流程

２．２　ａｎｇｒ对抗沙箱检测方法的原理
具有沙箱检测功能的恶意代码，大部分结合了十

种以上的检测机制，基于符号执行的特点，会带来路径

爆炸的问题，淹没恶意行为的分支。由于ａｎｇｒ动态的
模拟程序运行，可以方便地对Ｗｉｎ３２ＡＰＩ函数挂钩、重
写ＶＥＸ指令、完善内存结构。因而，针对于各种恶意
代码对沙箱的探测，都可以采取措施进行对抗。

２．２．１　Ｗｉｎ３２ＡＰＩ挂钩
恶意代码与普通ＥＸＥ程序一样，在运行时动态链

接系统提供的库函数。ａｎｇｒ在模拟程序动态运行时，
提供了两种方法实现 Ｗｉｎ３２ＡＰＩ函数。由于 ＣＬＥ
Ｌｏａｄｅｒ已经加载主程序以及其导入的ｄｌｌ文件至相应的
地址空间，因而可以直接运行ＡＰＩ函数对应的代码。对
于大小写变换、字符串比较型的函数，比如 ｔｏｌｏｗｅｒ（）、
ｗｃｓｓｔｒ（）、ｌｓｔｒｃｍｐｉＡ（），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对于大多数需要系统信息或者进行内核函数调

用的函数，比如 ＣｒｅａｔｅＦｉｌｅＡ（）、ＧｅｔＭｏｄｕｌｅＨａｎｄｌｅＡ（），
往往会产生众多分支，导致路径爆炸甚至出现分支异

常终止。第二种方法是对 Ｗｉｎ３２ＡＰＩ函数挂钩。首
先，通过构建 Ｓｉｍ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类，并在类中定义与实际
ＡＰＩ函数具有相同参数数量以及类型的 ｒｕｎ函数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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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Ｉ的实现。在程序加载后，对ｐｒｏｊｅｃｔ对象使用ｈｏｏｋ＿
ｓｙｍｂｏｌ方法替换 Ｗｉｎ３２ＡＰＩ函数。在程序执行时，当
指令指针指向 Ｗｉｎ３２ＡＰＩ函数的首地址时，实际执行
的是ｒｕｎ函数中的Ｐｙｔｈｏｎ代码。

注册表、文件、进程、服务的指纹特征是恶意代码

检测沙箱最为常见的方法。表１展示了沙箱检测方法
对应的ＡＰＩ函数调用序列。挂钩这些函数并修改返回
参数以及返回值即可绕过沙箱检测。

表１　沙箱检测方法调用的ＡＰＩ函数序列

沙箱检测

方法
函数序列

注册表键 ＲｅｇＯｐｅｎＫｅｙＥｘ

注册表键值 ＲｅｇＯｐｅｎＫｅｙＥｘ－＞ＲｅｇＱｕｅｒｙＶａｌｕｅＥｘ

文件／
文件夹

［（Ｇｅｔ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ｒｉｖｅＳｔｒｉｎｇｓ／ＳＨＧｅｔＳｐｅｃｉａｌＦｏｌｄｅｒＰａｔｈ
（）－＞ＰａｔｈＣｏｍｂｉｎｅ］－＞ＧｅｔＦｉｌ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进程 １ ＣｒｅａｔｅＴｏｏｌｈｅｌｐ３２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３２Ｆｉｒｓ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３２Ｎｅｘｔ

进程 ２ Ｇｅ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ｄＦｒｏｍＮａｍｅ

服务 ＯｐｅｎＳＣＭａｎａｇｅｒ－＞Ｅｎｕ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ｔａｔｕｓＥｘ

以ＲｅｇＯｐｅｎＫｅｙＥｘＡ函数为例，查阅微软 Ｗｉｎ３２
ＡＰＩ手册，其参数分别为主键（ｈＫｅｙ）、子键（ｌｐＳｕｂ
Ｋｅｙ）、ｕｌＯｐｔｉｏｎｓ、访问权限（ｓａｍＤｅｓｉｒｅｄ）、注册表句柄
（ｐｈｋＲｅｓｕｌｔ）。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ＲｅｇＯｐｅｎＫｅｙＥｘＡ函数的挂钩流程

函数存在以下三种情况：

（１）首先定义敏感键列表，包括ｖｍ、ｖｍｗａｒｅ、ｖｉｒｔｕ
ａｌｂｏｘ、ｑｅｍｕ等对注册表检测的核心词语。接着，传入
的参数子键与敏感键列表匹配，如果匹配成功，则函数

返回值为２（ＥＲＲＯＲ＿ＦＩＬＥ＿ＮＯＴ＿ＦＯＵＮＤ），表示注册表
项不存在。这种方式，可以成功对抗恶意代码对注册表

特定键值的检测。如果匹配失败，则执行第二种情况。

（２）首先定义敏感键值字典，字典中的键表示注
册表的子键，值表示注册表的键名和键值，比如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ＤＥＶＩＣＥＭＡＰ＼ＳＣＳＩ＼ＳＣＳＩＰＯＲＴ０＼ＳＣＳＩ
ＢＵＳ０＼ＴＡＲＧＥＴＩＤ０＼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ＮＩＴＩＤ０′：｛′ＩＤＥＮ
ＴＩＦＩＥＲ′：′ＩＮＴＥＬ′｝”。接着，比较传入参数的子键是
否等于敏感键值字典中的键，如果相等，则随机产生注

册表句柄值并且函数返回值为０，表示注册表存在并
且成功打开。

（３）如果前两种情况都不满足，根据符号执行的
特点，将程序分支并符号化输出。对于 ＲｅｇＯｐｅｎ
ＫｅｙＥｘＡ函数，存在打开文件成功并写入注册表句柄以
及打开文件未能成功两种情况。前一种情况，符号化

句柄且函数返回值为０；对于后一种情况，无需对句柄
进行赋值，只需符号化返回值。

如表１所示，打开注册表键值需要两个函数，对于
后序的 ＲｅｇＱｕｅｒｙＶａｌｕｅＥｘ函数，其传入的注册表句柄
参数是一个随机化的数值。为了获得其对应的子键名

称，进而结合键名、键值两个参数与定义的敏感键值字

典进行匹配，需要在 ＲｅｇＯｐｅｎＫｅｙＥｘＡ函数中映射注册
表句柄与子键名称。利用 ａｎｇｒ提供的自定义插件功
能，可以为当前ＳｉｍＳｔａｔｅ增加属性，从而实现多个函数
之间的状态共享。

２．２．２　ＶＥＸ指令修补
ａｎｇｒ在模拟程序动态执行时依据中间语言 ＶＥＸ

完成各项操作。ＶＥＸ兼容大部分 ｘ８６指令，实现对寄
存器、内存的修改，但是对于某些特殊指令，如表所示，

当程序分支执行这些指令时，该分支的状态变为错误

并且停止运行。虽然ａｎｇｒ对极少部分ＶＥＸ指令，比如
ＣＰＵＩＤ进行了修补，但不能满足实际恶意代码分析的
需要，因而，我们对表２中的ＶＥＸ指令都进行修补。

表２　ｘ８６特殊指令与ＶＥＸ指令的对照表

ｘ８６指令 ＶＥＸ指令 指令功能

ＣＰＵＩＤ ｘ８６ｇ＿ｄｉｒｔｙｈｅｌｐｅｒ＿ＣＰＵＩＤ＿ｓｓｅ２ 获取ＣＰＵ的信息

ＲＤＴＳＣ ｘ８６ｇ＿ｄｉｒｔｙｈｅｌｐｅｒ＿ＲＤＴＳＣ 获取系统自启动

以来运行的周期

ＳＩＤＴ ｘ８６ｇ＿ｄｉｒｔｙｈｅｌｐｅｒ＿ＳｘＤＴ 获取中断描述符

表的地址

ＳＧＤＴ ｘ８６ｇ＿ｄｉｒｔｙｈｅｌｐｅｒ＿ＳｘＤＴ 获取全局描述符

表的地址

ＳＬＤＴ ＶＥＸ无法处理

以指令 ＣＰＵＩＤ为例，如图４所示。ｅａｘ寄存器是
指令的输入参数，ｅａｘ、ｅｂｘ、ｅｃｘ、ｅｄｘ寄存器保存指令执
行后返回信息，根据输入参数不同，可以获得 ＣＰＵ类
型、制造商、商标、序列号、缓存等一系列信息。在沙箱

检测中，当输入参数为０ｘ１时，往往是对返回值中 ｅｃｘ
寄存器的最高位：ｈｙ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ＣＰＵ位的检测，此时将 ｅｃ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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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为０，其他寄存器符号化。当输入参数为０ｘ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时，执行指令获得ＣＰＵ型号并保存在ｅｂｘ、ｅｃｘ、ｅｄｘ寄存
器中。每个寄存器代表４个字符，共同构成１２字符的
型号名称。通过与″ＫＶＭＫＶＭＫＶＭ″、″ＶＭｗａｒｅＶＭｗａｒｅ″、
″ＸｅｎＶＭＭＸｅｎＶＭＭ″等字符比较，进而判断是否为虚拟
机环境。当输入参数分别为０ｘ８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ｘ８００００００３、
０ｘ８００００００４且执行三次ＣＰＵＩＤ指令，可以获得共４８个
字符的 ＣＰＵ名称。通过赋值普通字符，比如″Ｉｎｔｅｌ（Ｒ）
Ｃｏｒｅ（ＴＭ）２ＣＰＵ６６００＠２．４ＧＨｚ″可以对抗检测。

图４　ＣＰＵＩＤ指令执行流程

２．２．３　内存结构完善
ａｎｇｒ利用ｓｔａｔｅ方法初始化程序，设定寄存器以及

内存空间的值，虽然可以实现代码执行，但不同于正常

操作系统，没有在内存中设置完整的 ＰＥＢ、ＴＥＢ、ＴＬＳ
等结构体。由于恶意代码通过读取结构体对应位置的

值获取硬件信息，比如 ＰＥＢ进程环境块的０ｘ６４字节
代表ＣＰＵ数量，进而判断是否运行在虚拟机中。因而
需要对ａｎｇｒ的初始化文件打补丁，完善程序内存中的
结构体。

２．２．４　ａｎｇｒ特性
ａｎｇｒ自身的特性同样能够对抗恶意代码对沙箱的

部分检测方法。对于 ｄｌｌ注入的检测，由于 ａｎｇｒ从外
部实现对恶意代码执行流程的监控，其内存空间中不

存在附加的ｄｌｌ函数。同时，ａｎｇｒ采用的Ｗｉｎ３２ＡＰＩ挂
钩并没有改变内存空间中 ＡＰＩ函数的内容，从而绕过
将ＡＰＩ函数第一个操作码与跳转指令对应的操作码比
较的检测方法。

通过上文所述的各种方法，可以对抗大多数恶意

代码对沙箱的检测。对于未知的检测手段，基于 ａｎｇｒ
动态符号执行的特点，需要做到在其所有分支路径中

包含恶意行为的分支并且尽可能减少产生的分支数

目。考虑到执行Ｗｉｎ３２ＡＰＩ函数内部的代码会造成路
径爆炸，因而挂钩所有Ｗｉｎ３２ＡＰＩ函数（除２．２．１节描
述的字符串变换、比较型的函数），且在函数体内不执

行任何操作，仅仅将函数的返回值设定为符号值。并

且由于ａｎｇｒ将未赋值的内存空间作为符号值代入动
态执行，虽然可能增加路径分支的数目，却可以确保恶

意行为分支不被遗漏。

２．３　ａｎｇｒ对抗沙箱检测方法的实现
基于 ａｎｇｒ对抗恶意代码沙箱检测的原型系统的

实现如图５所示。首先，在程序加载时，将 ａｕｔｏ＿ｌｏａｄ＿
ｌｉｂｓ以及 ｅｘｃｅｐｔ＿ｍｉｓｓｉｎｇ＿ｌｉｂｓ两个参数设置为真，并指
定加载ｄｌｌ文件的路径；其次，利用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对象中提
供的 ＣａｌｌｅｅＣｌｅａｎｕｐＦｉｎｄｅｒ方法，对所有导入的 ＡＰＩ函
数挂钩，挂钩的函数体内不执行任何操作；接着，将

Ｗｉｎ３２＿ＡＰＩ＿Ｈｏｏｋｉｎｇ．ｐｙ文件中定义的函数挂钩程序，
对于同一个 ＡＰＩ函数，这一步的挂钩将覆盖 Ｃａｌｌｅ
ｅＣｌｅａｎｕｐＦｉｎｄｅｒ中的挂钩；之后，利用 ａｎｇｒ提供的 Ｓｉｍ
ＳｔａｔｅＰｌｕｇｉｎ对象，注册可以增加 ＳｉｍＳｔａｔｅ属性的插件。
最后，使用动态符号执行模拟程序的运行。

图５　对抗恶意代码沙箱检测的原型系统

对于２．２节中提到的方法，在原型系统实现时，对
于Ｗｉｎ３２ＡＰＩ函数挂钩，只需要在 Ｗｉｎ３２＿ＡＰＩ＿Ｈｏｏ
ｋｉｎｇ．ｐｙ文件中创建与 ＡＰＩ函数名称一致的类并实现
函数执行的方法，就可以通过 ａｎｇｒ提供的接口函数
ｈｏｏｋ＿ｓｙｍｂｏｌ将ＡＰＩ函数挂钩。而对于 ＶＥＸ指令修补
以及内存结构完善两种方法，需要通过修改 ａｎｇｒ的源
代码，从而实现功能，对应修改的文件分别是 ａｎｇｒ／ｅｎ
ｇｉｎｅｓ／ｖｅｘ／ｄｉｒｔｙ．ｐｙ以及ａｎｇｒ／ｓｉｍｏｓ／ｗｉｎｄｏｗｓ．ｐｙ。

表３列举了原型系统对抗沙箱检测各类方法时采
取的应对措施。考虑到不同指令、函数功能上的差异，

相应的修补方式也不尽相同，修补代码的实现遵循这

两条原则：对于单指令、单函数的修补，首先判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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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数与沙箱检测时使用的参数是否一致，如果能够

匹配，使用对抗沙箱检测的方法，否则符号化函数的输

出参数以及返回值；对于序列化的函数，采用的修补方

式不仅需要满足单函数修补原则，并且利用插件功能

记录程序执行的状态，后序函数实现时需要考虑前序

函数及其参数是否已经满足沙箱检测的条件。

表３　对抗沙箱检测的方法

沙箱检测 对抗方法 具体实现

指令运行时间

１
ＶＥＸ指令
修补

ＲＤＴＳＣ指令：系统时间每次增加
５００　

ＣＰＵ ｈｙｐｅｒｖｉ
ｓｏｒ位

ＶＥＸ指令
修补

ＣＰＵＩＤ指令：ｅｃｘ寄存器最高位为
０　

ＣＰＵ商标 ＶＥＸ指令
修补

ＣＰＵＩＤ指令：执行 ３次，每次通用
寄存器组成１６个字符

ＩＤＴ／ＧＤＴ ＶＥＸ指令
修补

设定ＳＩＤＴ／ＳＧＤＴ指令得到的地址

ＣＰＵ数量１ 内存结构

完善
ＰＥＢ第０ｘ６４字节值大于等于２

ＴＬＳ 内存结构

完善
ｆｓ寄存器的第０ｘ４４字节

ＣＰＵ数量２ ＡＰＩ挂钩 Ｇｅ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ｆｏ

硬盘空间１ ＡＰＩ挂钩 ＣｒｅａｔｅＦｉｌｅ－＞ＤｅｖｉｃｅＩＯＣｏｎｔｒｏｌ

硬盘空间２ ＡＰＩ挂钩 ＧｅｔＤｉｓｋＦｒｅｅＳｐａｃｅＥｘＡ

硬盘驱动 ＡＰＩ挂钩
ＳｅｔｕｐＤｉＧｅｔＣｌａｓｓＤｅｖｓ－＞
ＳｅｔｕｐＤｉＥｎｕｍＤｅｖｉｃｅＩｎｆｏ－＞
ＳｅｔｕｐＤｉＧｅｔＤｅｖｉｃ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内存空间 ＡＰＩ挂钩 ＧｌｏｂａｌＭｅｍｏｒｙＳｔａｔｕｓＥｘ

硬盘属性 ＡＰＩ挂钩 ＩｓＮａｔｉｖｅＶｈｄＢｏｏｔ

ＳＭＢＩＯＳ属性 ＡＰＩ挂钩 Ｇｅ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ｒｍｗａｒｅＴａｂｌｅ

ＡＣＰＩ属性 ＡＰＩ挂钩 Ｅｎ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ｒｍｗａｒｅＴａｂｌｅｓ－＞
Ｇｅ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ｒｍｗａｒｅＴａｂｌｅ

电源属性 ＡＰＩ挂钩 ＧｅｔＰｗｒ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网卡地址／名
称

ＡＰＩ挂钩 ＧｅｔＡｄａｐｔｅ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ＧｅｔＡｄａｐｔｅｒｓ
Ｉｎｆｏ

调试器１ ＡＰＩ挂钩 ＩｓＤｅｂｕｇｇ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

调试器２ ＡＰＩ挂钩 ＳｅｔＬａｓｔＥｒｒｏｒ－＞ＯｕｔｐｕｔＤｅｂｕｇＳｔｒｉｎｇ
－＞ＧｅｔＬａｓｔＥｒｒｏｒ

人机交互

（鼠标位置）
ＡＰＩ挂钩 ＧｅｔＣｕｒｓｏｒＰｏｓ

系统用户名 ＡＰＩ挂钩 Ｇｅｔ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程序运行路径 ＡＰＩ挂钩 ＧｅｔＭｏｄｕｌｅ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共享文件夹 ＡＰＩ挂钩 ＷＮｅｔＧｅ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ＮａｍｅＡ

窗口 ＡＰＩ挂钩 ＦｉｎｄＷｉｎｄｏｗ

休眠检测／系
统运行时间

ＡＰＩ挂钩 ＧｅｔＴｉｃｋＣｏｕｎｔ－＞ｓｌｅｅｐ

程序等待时间

１ ＡＰＩ挂钩 ＣｒｅａｔｅＥｖｅｎｔ－＞Ｗａｉｔ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Ｏｂｊｅｃｔ

程序等待时间

２ ＡＰＩ挂钩 ＩｃｍｐＣｒｅａｔｅＦｉｌｅ－＞ＩｃｍｐＳｅｎｄＥｃｈｏ

续表３

沙箱检测 对抗方法 具体实现

ＷＭＩ ＡＰＩ挂钩

Ｃｏ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ｅＥｘ－＞Ｃｏ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Ｃｒｅａｔｅ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ＩＷｂｅｍＬｏｃａｔｏ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Ｓｅｒｖｅｒ－＞
ＣｏＳｅｔＰｒｏｘｙＢｌａｎｋｅｔ－＞
ＩＷｂｅ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ｘｅｃＱｕｅｒｙ－＞
ＩＥｎｕｍＷｂｅｍＣｌａｓｓＯｂｊｅｃｔ．Ｎｅｘｔ－＞
ＩＷｂｅｍＣｌａｓｓＯｂｊｅｃｔ．Ｇｅｔ

注：此表省略了表１中的内容

３　测试与分析

基于ａｎｇｒ对抗沙箱检测方法的原型系统使用最新
的ａｎｇｒ７，并且通过ＯＳＸＳｉｅｒｒａ系统下Ｐｙｔｈｏｎ２．７中的测
试。用于 ａｎｇｒ加载恶意代码的 ｄｌｌ文件拷贝于３２位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ＳＰ３系统中的 ｓｙｓｔｅｍ３２文件夹。ａｌｋｈａｓｅｒ
以及ｐａｒａｎｏｉｄｆｉｓｈ是两款用于对沙箱、虚拟机进行检测
的开源项目，均使用Ｃ＋＋编程实现，其搜集并总结了
１２２类恶意代码使用的方法，并且 ａｌｋｈａｓｅｒ仍处于不
断更新的状态。为了便于分析，我们使用３２位编译器
生成用于分析的ＥＸＥ文件。

微步科技提供的微步云沙箱，内核集成了人机交

互、反沙箱检测、内核级分析、网络模拟等多个高级分

析模块。ＣｒｏｗｄＳｔｒｉｋｅ公司的 ＶｘＳｔｒｅａｍ沙箱是基于机
器学习的下一代恶意软件扫描器。值得一提的是，可

以在其扫描配置中将反沙箱检测设为强等级。对于

ａｌｋｈａｓｅｒ以及 ｐａｒａｎｏｉｄｆｉｓｈ，我们分别使用布谷鸟沙箱
２．０．４版本、微步云沙箱以及强反沙箱检测等级的Ｖｘ
Ｓｔｒｅａｍ进行扫描，其分析环境均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与原型
系统分析比较的结果如表４所示，其中 Ｔ代表恶意代
码检测出沙箱环境、Ｆ代表未能检测出沙箱环境。为
了简化表格，表４中没有列出四款系统均能识别的沙
箱检测技巧以及 ｐａｒａｎｏｉｄｆｉｓｈ与 ａｌｋｈａｓｅｒ中重复的检
测技巧。

表４　针对ａｌｋｈａｓｅｒ以及ｐａｒａｎｏｉｄｆｉｓｈ的检测结果

检测函数名称
布谷

鸟
微步 ＶｘＳｔｒｅａｍ 原型

系统

ａｌ－＞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ｃ＿ｒｅｇ＿ｋｅｙｓ Ｔ Ｆ Ｆ Ｆ
ａｌ－＞ｖｂｏｘ＿ｒｅｇ＿ｋｅｙｓ Ｔ Ｆ Ｆ Ｆ
ａｌ－＞ｖｂｏｘ＿ｆｉｌｅｓ Ｔ Ｆ Ｆ Ｆ
ａｌ－＞ｖｂｏｘ＿ｃｈｅｃｋ＿ｍａｃ Ｔ Ｔ Ｆ Ｆ
ａｌ－＞ｖｂｏｘ＿ｄｅｖｉｃｅｓ Ｔ Ｆ Ｆ Ｆ
ａｌ－＞ｖｂｏｘ＿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 Ｆ Ｆ Ｆ
ａｌ－＞ｖｂｏｘ＿ｄｅｖｉｃｅｓ＿ｗｍｉ Ｔ Ｔ Ｆ Ｆ
ａｌ－＞ｖｂｏｘ＿ｍａｃ＿ｗｍｉ Ｔ Ｔ Ｆ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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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检测函数名称
布谷

鸟
微步 ＶｘＳｔｒｅａｍ 原型

系统

ａｌ－＞ｖｂｏｘ＿ｅｖｅｎｔｌｏｇｆｉｌｅ＿ｗｍｉ Ｔ Ｆ Ｆ Ｆ

ａｌ－＞ｖｂｏｘ＿ｆｉｒｍｗａｒｅ＿ＳＭＢＩＯＳ Ｔ Ｔ Ｆ Ｆ

ａｌ－＞ｖｂｏｘ＿ｆｉｒｍｗａｒｅ＿ＡＣＰＩ Ｔ Ｔ Ｔ Ｆ

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ｓ Ｔ Ｔ Ｆ Ｆ

ａｌ－＞ｌｄｔ＿ｔｒｉｃｋ Ｆ Ｆ Ｆ Ｔ

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ｃｏｒｅｓ＿ｗｍｉ Ｔ Ｔ Ｔ Ｆ

ａｌ－＞ｄｉｚｋ＿ｓｉｚｅ＿ｄｅｖｉｃｅｉｏ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 Ｔ Ｆ Ｆ

ａｌ－＞ｓｅｔｕｐｄｉ＿ｄｉｓｋｄｒｉｖｅ Ｔ Ｔ Ｆ Ｆ

ａｌ－＞ｄｉｓｋ＿ｓｉｚｅ＿ｇｅｔｄｉｓｋｆｒｅｅｓｐａｃｅ Ｆ Ｔ Ｆ Ｆ

ａｌ－＞ｃｐｕｉｄ＿ｉｓ＿ｈｙ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Ｔ Ｔ Ｆ Ｆ

ａｌ－＞ｃｐｕｉｄ＿ｈｙ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ｖｅｎｄｏｒ Ｔ Ｔ Ｔ Ｆ

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ｂｉｏｓ＿ｗｍｉ Ｔ Ｔ Ｆ Ｆ

ａｌ－＞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ｗｍｉ Ｔ Ｔ Ｆ Ｆ

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ｗｍｉ Ｔ Ｔ Ｆ Ｆ

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ｃｐｉ＿
ｗｍｉ Ｔ Ｔ Ｔ Ｆ

ａｌ－＞ＧｅｔＰｗｒ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 Ｔ Ｔ Ｆ

ｐａ－＞ｃｐｕ＿ｒｄｔｓｃ Ｔ Ｔ Ｔ Ｆ

ｐａ－＞ｃｐｕ＿ｒｄｔｓｃ＿ｆｏｒｃｅ＿ｖｍｅｘｉｔ Ｔ Ｔ Ｔ Ｆ

ｐａ－＞ｃｈｅｃｋ＿ｈｏｏｋ＿ＳｈｅｌｌＥｘｅｃｕｔｅ
＿ｍ１ Ｔ Ｆ Ｆ Ｆ

ｐａ－＞ｖｂｏｘ＿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ａｒｅ Ｔ Ｆ Ｆ Ｆ

检出率 ２５／１２２１９／１２２ ７／１２２ １／１２２

从表４的结果可知，相比于开源的布谷鸟平台，微
步云沙箱以及 ＶｘＳｔｒｅａｍ沙箱在对抗恶意代码检测沙
箱环境方面均有一定的提升，特别是设置了强反沙箱

等级的ＶｘＳｔｒｅａｍ检出率仅仅为７／１２２。但是对于由汇
编代码直接获取系统信息的检测方法，比如 ｃｐｕｉｄ、
ｒｄｔｓｃ，这几种沙箱都未能成功对抗。本文设计的原型
系统能够成功绕过大部分检测方法，因而显著优于现

有的在线沙箱检测平台。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 ａｎｇｒ提出了一种能够对抗恶意代码针
对沙箱环境进行探测的二进制代码分析方法。原型系

统采用Ｗｉｎ３２ＡＰＩ函数挂钩、ＶＥＸ指令修补以及内存
结构完善三种方法，针对常见的恶意代码反沙箱机制

采取相应的修补措施。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在

对抗恶意代码沙箱检测方面，优于其他传统的方法。

因此，在本文的基础上，利用 ａｎｇｒ动态符号执行的特

点，自动化地捕获恶意代码的行为特征是我们下一步

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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