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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系统编程与网站脚本

虽然黑客可以借助越来越多的工具实现某种目的的入侵，然而要想成为一名高级的黑客，
是不会仅仅满足于使用别人所编制出来的工具的。本章简单介绍一些通过编程实现攻击的原理
和方法，希望可以给读者一些进行黑客防御有用的启示。

本章要点：
• 了解并掌握黑客常用的编程语言以及黑客与编程之间的联系。
• Windows 系统编程，分别对网络通信编程、文件操作编程、注册表编程以及进程和线
程编程等进行介绍。
• 了解 Web 脚本攻击的特点、常见的攻击方式，以及脚本漏洞的根源。
当一个网站创建完成以后，如果服务器与用户有大量的交互程序，而编程者又没有足够
的安全意识，网站的漏洞就会很多，这直接影响着网站的安全。通过对本章的学习，可以使大
家对黑客编程和各种 Web 攻击有个大概的了解。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相应的措施
来防御网站的攻击，从而保护数据安全。另外，还可以尝试通过编程来实现特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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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黑客与编程

编程是每一个黑客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技能，但黑客与程序员又是不同的。黑客往往
掌握着许多种程序语言的精髓（或说是弱点与漏洞），并且黑客们都是以独立于任何程序语言
之上的概括性观念来思考程序设计上的问题的。

3.1.1

黑客常用的 4 种编程语言

黑客要编程至少要先学会一种编程语言。黑客们培养这种能力的方法也与常人有所不同，
他们也看各种书籍，但更多的是阅读别人的源代码，这些源代码大多数是黑客前辈的“作品”。
同时他们也不停地写程序。下面是黑客们常用的几种语言。

1. 脚本语言
脚本语言或扩建的语言，又叫动态语言，是一种编程语言控制软件应用程序。脚本语言
有以下几个特点：
1）脚本语言（JavaScript、VBscript 等）介于 HTML 和 C、C++、Java、C# 等编程语言之间。
HTML 通常用于格式化和链接文本，而编程语言通常用于向机器发出一系列复杂指令。
2）脚本语言与编程语言也有很多相似地方，其函数与编程语言比较相像一些，也涉及变
量。与编程语言之间最大的区别是编程语言的语法和规则更为严格和复杂一些。
3）脚本也是一种语言，同样由程序代码组成。脚本语言一般都有相应的脚本引擎来解释
执行，一般需要解释器才能运行。JavaScript、ASP、PHP 等都是脚本语言。
4）脚本语言是一种解释性的语言，如 VBScript、JavaScript、ActionScript 等，它不像 C
或 C++ 等可以编译成二进制代码，以可执行文件的形式存在。脚本语言不需要编译，可以直
接由解释器来负责解释。
5）脚本语言一般都以文本形式存在，似于一种命令。

2. 解释性语言
解释性语言的程序不需要编译，解释性语言在运行程序的时候才翻译。解释性语言的特
点是：效率比较低、依赖解释器、跨平台性好。典型代表语言有 Pasic 语言，专门有一个解释
器能够直接执行 Basic 程序，每个语句都是在执行时翻译。所以解释性语言每执行一次就要翻
译一次，效率比较低。

3. 编译性语言
编译性语言写的程序在执行之前，需要一个专门的编译过程，把程序编译成为机器语言
的文件，以后要运行的话就不用重复翻译了，直接使用编译的结果。其特点是程序执行效率
高、依赖编译器、跨平台性差。典型代码语言有 C、C++、Delph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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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汇编语言
汇编语言（Assembly Language）是一种面向机器的程序设计语言，也是利用计算机所有硬
件特性并能直接控制硬件的语言。汇编语言比机器语言易于读写、调试和修改，同时具有机器
语言的全部优点。但在编写复杂程序时，相对高级语言代码量较大，而且汇编语言依赖于具体
的处理器体系结构，不能通用，因此不能直接在不同处理器体系结构之间移植。
在 Windows 时代，大部分黑客软件都是基于 Windows 平台的，在 Windows 平台的编程语
言有 JAVA、VC++、Delphi、VB 等。由于 VC++ 的代码执行效率高而且系统兼容好，对系统
底层的操作比较强大，而且编写的程序体积小。因此，VC++ 是最适合用来编写黑客工具和木
马后门的。而汇编语言作为一种低级的语言，可能已经被很多用户抛弃，但是如果想成为真正
的高手，在学完一门高级语言后，还需要学习汇编语言。

3.1.2

黑客与编程的关系

在媒体报道中，黑客一词往往指那些“软件骇客”（Software Cracker）。黑客一词，原指热
心于计算机技术、水平高超的计算机专家，尤其是程序设计人员。
黑客一词一般有如下 4 种意义：
1）一个对（某领域内）编程语言有足够的了解，可不经长时间思考就创造出有用软件
的人。
2）一个通过知识或猜测而对某段程序做出修改，并改变（或增强）该程序用途的人。
3）一个恶意（一般是非法地）试图破解或破坏某个程序、系统及网络安全的人。这个意
义常常对那些符合条件的黑客造成严重困扰，建议媒体将这群人称为“骇客”（Cracker）。有时
这群人也被叫做“黑帽黑客”。
4）试图破解某系统或网络以提醒该系统所有者的系统安全漏洞。这群人往往被称为“白
帽黑客”或“匿名客”
（sneaker）或红客。这些人多是计算机安全公司的雇员，并在完全合法的
情况下攻击某系统。
其中有 3 条都提到编程或程序，可见编程和黑客是密不可分的。对一个黑客来说：学会入
侵和破解是必要的，但最主要的还是编程，毕竟使用工具是体现别人的思路，而编程则是实现
自己的想法。在从刚刚接触黑客技术到逐渐入门的过程中，很多人又会发现：其实不会编程也
可以轻易得到一个服务器权限，再利用一些专门的工具来控制该目标主机，但有时很难让目标
主机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工作。初学者往往在这个过程中浪费了大量精力在大多的入侵上，因
为在这个过程中的进步是非常慢的。在其中可以看出，编程在黑客技术中的重要性，所以早学
编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同时黑客在入侵时使用的工具、控制服务器、木马等都是通过编程来实现的。黑客在入
侵中应该通过编程来解决遇到的问题或编写需要实现特定的工具，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工具。
在黑客技术中与编程相关的技术如图 3-1 所示。可见要掌握高级黑客技术，编程是基础也是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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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

脚本漏洞的
发现和入侵

各种黑客工具的开
发， 如 木 马、 后 门、
注入工具

图 3-1

软件的破解

溢出漏洞的
发现和入侵

与编程相关的黑客技术

如果黑客对 Windows 系统了解比较深入的话，就可以通过编程来实现对 Windows 系统
进行攻击，所以是有必要学习 Windows 系统编程的相关知识的。Windows 本身并不是编程语
言，它所用的应用软件是各种编程语言编写出来之后生成安装文件，再安装在系统上使用。目
前 Windows 系统编程有很多编程语言，最简单实用的是 Visual Basic6.0，功能较强大一些的有
Visual C++，所以在本节所有代码都是基于 C++ 的。

3.2 网络通信编程
网络对于黑客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网络是黑客存在的平台。正是因为网络的
出现，才有黑客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所以网络通信编程也是黑客非常热爱的技术之一。

3.2.1

网络通信简介

就像大家说话用某种语言一样，在网络上的各台计算机之间也有一种语言，这就是网络
协议，不同的计算机之间必须使用相同的网络协议才能进行通信。
网络协议是网络上所有设备（网络服务器、计算机及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等）之间通
信规则的集合，它规定了通信时信息必须采用的格式以及这些格式的意义。大多数网络都采用
分层的体系结构，每一层都建立在它的下层之上，向它的上一层提供一定的服务，而把如何实
现这一服务的细节对上一层加以屏蔽。一台设备上的第 n 层与另一台设备上的第 n 层进行通信
的规则就是第 n 层协议。
在网络的各层中存在着许多协议，接收方和发送方同层的协议必须一致，否则一方将无
法识别另一方发出的信息。网络协议使网络上各种设备能够相互交换信息。网络协议也有很多
种，具体选择哪一种协议则要看情况而定。互联网上的计算机使用的是 TCP/IP 协议。
为 了 帮 助 不 同 厂 商 标 准 化 其 网 络 软 件， 在 1974 年 国 际 化 标 准 化 组 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为在计算机之间传递数据定义了一个软件模型，即 OSI
参考模型，其结构如图 3-2 所示。OSI 参考模型只是提供一个理想方案，几乎没有系统可以完
成实现它，其作用就是给人们一个设计网络体系的框架。TCP/IP 协议是在 OSI 的基础上建立
起来的，但它只实现 OSI 模型中的 5 层，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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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层协议

应用层

应用层

表示层协议

表示层

表示层

会话层协议

会话层

会话层

传输层协议

传输层

传输层

内部子网协议
网络层

网络

网络

网络层

数据链路层

数据链接

数据链接

数据链路层

物理层

物理

物理

物理层

主机 A

主机 B

图 3-2

OSI 参考模型

TCP/IP 通信协议采用了 5 层的层级结构，每一层都依靠其下一层所提供的网络功能来完
成自己的需求。物理层协议在 TCP/IP 协议中并没有定义，其他 4
层协议的具体作用如下：
（1）应用层
该层主要负责处理特定的应用程序，如简单电子邮件传输
（SMTP）、文件传输协议（FTP）、网络远程访问协议（Telnet），定义
网络通信和数据传输的用户接口等。

图 3-3

5

应用层

4

传输层

3

网络层

2

链路层

1

物理层

TCP/IP 协议模型

（2）传输层
在此层中提供了节点间的数据传送及应用程序之间的通信服务，主要功能是数据格式化、
数据确认和丢失重传等。如传输控制协议（TCP）、用户数据报协议（UDP）等，TCP 和 UDP
给数据包加入传输数据并把它传输到下一层中。这一层负责传送数据，并且确定数据已被送达
并接收。
（3）网络层
负责提供基本的数据封包传送功能，让每一块数据包都能够到达目的主机（但不检查是否
被正确接收）。网络层协议包括网际协议（IP）、ICMP 协议（互联网控制报文协议）以及 IGMP
协议（互联网组管理协议）等。
（4）链路层
有时也被称作数据链路层或网络接口层，通常包括操作系统中的设备驱动程序和计算机
中的网络接口卡。其作用是接收 IP 数据报并进行传输，从网络上接收物理帧，抽取 IP 数据报
转交给下一层，对实际的网络媒体的管理，定义如何使用实际网络（如 Ethernet、Serial Lin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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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传送数据。
在 TCP/IP 协议的通信中，基本的传输单位是数据包。数据包是指在 TCP/IP 协议下要发
送数据，事先必须对数据进行封装，加上各种必需的数据结构，封装完的数据叫数据包。在
TCP/IP 协议中，数据被封装成数据包的具体过程如图 3-4 所示。

App1 首部

以太网首部

用户数据

应用层

应用程序

用户数据

传输层

TCP

TCP 首部

应用数据

网络层

IP

IP 首部

TCP 首部

应用数据

数据链路层

以太网驱动程序

IP 首部

TCP 首部

应用数据

以太网尾部

以太网

以太网

图 3-4

将数据封装成数据包的过程

上图是以 TCP 数据包为例，从用户数据开始，每经过一层就要给数据加上一个协议的首
部。其中 IP 首部是用来实现路由寻址工作的，而 TCP 首部是为了确保数据的可到传输。这
样封装好的数据包就可以从一台主机发送到另一台主机，当另一台主机的网卡收到数据包后，
由下到上，依次经过链路层（以太网驱动
程序）、网络层（IP）、传输层（TCP）以
及应用层（应用程序），每经过一层就把

主机 1

主机 2

发送或接收数据

发送或接收数据

封装数据或去掉协议头部

封装数据或去掉协议头部

该层的协议首部从数据包上去掉，等到
应用层时就只剩用户数据了，即平常使
用网络程序时接收到的数据。整个通信

图 3-5

网络通信过程

过程如图 3-5 所示。

3.2.2

Winsock 编程基础

Winsock 是 Windows 下得到广泛应用的、开放的、支持多种协议的网络编程接口。这是
一个真正和协议无关的编程接口，并不需要考虑数据包封装的问题。其实 Winsock 编程接口是
微软提供的一系列 API 函数，在调用函数之前需要包含其头文件 Winsock2.h。由于 VC++6.0
默认没有连接这些函数的导入库文件，还需要添加带 WS2_32.lib 的连接，其命令格式如下：
#include <Winsock2.h>
#pragma comment(lib,"ws2_32.lib")

下面通过一个经典的服务器和客户端用 Winsock 实现 TCP 通信的例子，来介绍 Winsock
实现网络通信的具体过程，其流程图如图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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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端
调用 WSASstartup 函数初始化 WSA
调用 socket 函数建立套接字，返回套接字句柄
客户端

调用 bind 函数，关联本地地址到套接字句柄

调用 WSASstartup 函数初始化 WSA
调用 listen 函数进入监听端口状态
调用 socket 函数建立套接字，返回套接字句柄
调用 accept 函数，等待接受客户端连接
调用 connect 函数与服务器建立连接
客户端连接，accept 函数返回有效套接字句柄
调用 cecv 或 send 函数接收或发送数据
调用 recv 或 send 函数接收或发送数据
调用 closesocket 函数关闭客户端套接字，结束通信
调用 closesocket 函数关闭客户端套接字
调用 WSACleanup 函数释放 winsock 库
调用 closesocket 函数关闭服务器端套接字
调用 WSACle anup 函数释放 winsock 库

图 3-6

服务器和客户端用 Winsock 实现 TCP 通信

1. 服务端的操作
（1）在初始化阶段调用 WSAStartup()
此函数的作用是在应用程序中初始化 Windows Sockets DLL，只有此函数调用成功后，应
用程序才可以再调用其他 Windows Sockets DLL 中的 API 函数。
在程式中调用该函数的形式如下：
Int WSAStartup(

WORD wVersionRequested，
LPWSADATA lpWSAData)

其中包含的参数的含义如下。
wVersionRequested：该参数用于指定想要加载的 Winsock 库的版本。
LPWSADATA：该参数指向一个 LPWSADATA 结构指针，其作用是保存 WSAStartup 函数
返回的 Winsock 库的版本信息。
（2）建立 Socket
在初始化 Winsock 的动态连接库后，需在服务器端建立一个监听的 Socket，为此可调用
Socket() 函数来建立这个监听的 Socket，并定义此 Socket 所使用的通信协议。此函数调用成功
返回 Socket 对象，失败则返回 INVALID_SOCKET（调用 WSAGetLastError() 可得知原因，所
有 WinSocket 的函数都可以使用这个函数来获取失败的原因）。Socket 函数的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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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af,
int type,
int protocol)

其中各个参数的含义如下。
af：指定套接字使用的地址格式，目前只提供 PF_INET(AF_INET)。
type ：指定套接字的类型，主要有 SOCK_STREAM、SOCK_DGRAM 以及 SOCK_RAM 这
3 种类型。SOCK_STREAM 是流套接字，使用 TCP 提供有连接的可靠传输；SOCK_DGRAM 是
数据报套接字，使用 UDP 提供无连接的不可靠的传输；SOCK_RAM 是原始套接字，Winsock 接
口是由程序自行处理数据包和协议首部。
注意
应用层通过传输层进行数据通信时，TCP 和 UDP 会遇到同时为多个应用程序进程提
供并发服务的问题。多个 TCP 连接或多个应用程序进程可能需要通过同一个 TCP 协议
端口传输数据。为区别不同的应用程序进程和连接，许多计算机操作系统为应用程序与
TCP / IP 协议交互提供了称为套接字 (Socket) 的接口。
protocol ：是配合 type 使用用来指定协议类型。如要建立遵从 TCP/IP 协议的 socket，第二
个参数 type 应为 SOCK_STREAM；如果为 UDP（数据报）的 socket，应为 SOCK_DGRAM。
（3）绑定端口
要为服务器端定义的这个监听的 Socket 指定一个地址及端口（Port），这样客户端才知道
待会要连接哪一个地址的哪个端口，为此要调用 bind() 函数，该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否则返
回 SOCKET_ERROR。其函数的具体格式如下：
int bind(
SOCKET s,
const struct sockaddr FAR *name,
int namelen);

其中各个参数的含义如下。
s：Socket 对象名。
name：Socket 的地址值，这个地址必须是执行这个程序所在机器的 IP 地址。
namelen：name 的长度。
如果使用者不在意地址或端口的值，可设定地址为 INADDR_ANY，及 Port 为 0，Windows
Sockets 会自动将其设定适当的地址及 Port（1024 ～ 5000）。此后可调用 getsockname() 函数来获
知其被设定的值。
（4）监听
当服务器端的 Socket 对象绑定完成之后，服务器端必须建立一个监听的队列来接收客户
端的连接请求。listen() 函数使服务器端的 Socket 进入监听状态，并设定可建立的最大连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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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大值限制为 5，最小值为 1）。该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否则返回 SOCKET_ERROR。
该函数的具体格式如下：
int listen(

SOCKET s,
int backlog );

其中各个参数的含义如下。
s：需要建立监听的 Socket。
backlog：监听队列中允许保持的尚未处理的最大连接数量。
注意
Listen 函数只支持连接的套接字，如 SOCK_STREAM 类型套接字，也是基于 TCP 连
接的套接字。而像 SOCK_DGRAM 类型套接字就不能调用 listen 函数。
在设置套接字进入监听状态后，如果此时客户端调用 connect() 函数提出连接申请，Server
端必须调用 accept() 函数，这样服务器端和客户端才算正式完成通信程序的连接动作。
Accept 函数的格式如下：
Socket accept(

Socket s，
Struct sockaddr* addr
Int* addrlen);

其中各个参数的含义如下。
S：指向一个套接字句柄，由 socket 函数返回。
addr：指向一个 sockaddr 结构指针，用来存放客户端的地址信息。
addrlen：指向一个 sockaddr 结构长度的指针，可以通过 sizeof 函数取得。
（5）服务器端接受客户端的连接请求
在调用 accept 函数后，如果在阻塞模式下 accept 会一直等待下去，直到接到客户端连接
后才会往下执行。当有连接后，accept 函数就会返回一个新的标识客户端的套接字句柄。在
得到套接字句柄后就可以利用它来接收和发送数据。此时用到 send 和 recv 这两个函数，其中
recv 函数用于接收数据，而 send 函数用于发送数据。其具体格式如下：
Int recv(
Socket s,
Char far *buff
Intl len,
Int ﬂags);
Int send(
Socket s,
Char far *buf,
Intl len,
Int ﬂ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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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个参数具体含义如下。
s：该参数指向一个套接字句柄，由 accpt 函数返回。
buff：指向发送或接收数据的缓冲区。
len：指向发送或接收数据的缓冲区长度。
ﬂags：调用方式，一般设置为 0。
recv 函数调用成功时返回收到的字节数，失败时返回 SOCKET_ERROP。
（6）结束 Socket 连接
结束服务器和客户端的通信连接很简单，这一过程可由服务器或客户机的任一端启动，
只要调用 closesocket() 函数就可以了，而要关闭 Server 端监听状态的 Socket，同样也利用此
函数。
该函数的具体格式如下：
int PASCAL FAR closesocket(SOCKET s);

其中 s 参数是 Socket 的识别码。
另外，与程序启动时调用 WSAStartup() 函数相对应，程序结束前，需要调用 WSACleanup()
来通知 Winsock Stack 释放 Socket 所占用的资源。WSAStartup 函数没有参数，具体格式如下：
int PASCAL FAR WSACleanup(void);

这两个函数都是调用成功返回 0，否则返回 SOCKET_ERROR。

2. 客户端的操作
（1）建立客户端的 Socket
客户端应用程序也是调用 WSAStartup() 函数来与 Winsock 的动态连接库建立关系，同
样调用 socket() 来建立一个 TCP 或 UDP Socket（相同协定的 Socket 才能相通，TCP 对 TCP，
UDP 对 UDP）。与服务器端的 Socket 区别是，客户端的 Socket 可调用 bind() 函数，由自己来
指定 IP 地址及 port 号码；但也可不调用 bind()，而由 Winsock 自动设定 IP 地址及 port 号码。
（2）提出连接申请
客户端的 Socket 使用 connect() 函数来提出与服务器端的 Socket 建立连接的申请。函数调
用成功返回 0，否则返回 SOCKET_ERROR。其函数的具体格式如下：
int PASCAL FAR connect(
SOCKET s,
const struct sockaddr FAR *name,
int namelen );

其中各个参数的含义如下。
s：该参数指向一个套接字句柄，由 Socket 函数创建。
name：该参数指向一个 sockaddr 结构指针，包含服务器端的地址信息。
namelen：指向一个 sockaddr 结构的长度，可以由 sizeof 函数取得。
当该函数成功调用时返回 0，否则将返回 SOCKET_ERROR。在服务端程序中调用 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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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recv 函数的一个套接字句柄参数是由 accept 函数返回的，但在客户端中这个句柄参数是由
socket 函数返回的。
下面简单了解一下 UDP 通信编程。UDP 客户端在调用 bind 函数前的操作和 TCP 服务端
的相似，只是需要创建 UDP 套接字，即 Socket 函数的第三个参数传递给 IPPROTO_UDP。在
调用完 bind 函数后并不需要像 TCP 服务端那样调用 listen 函数监听套接字，直接就可以收发
数据了。但在发送数据时调用的是 sendto 函数，而在接收数据时调用的函数是 recvfrom。
sendto 函数的具体格式如下：
Int sendto(

SOCKET s,
const char FAR* buf,
int len,
int ﬂags,
const struct sockaddr FAR* to,
int tolen);

其中包含的各个参数的具体含义如下。
s：指定要发送数据的套接字。
buf：设置要发送数据的缓冲区。
len：设置要发送数据的长度。
ﬂags：指定调用的方式，一般设置为 0。
to：该参数指向包含目标地址和端口的 sockaddr_in 结构。
tolen：指定 sockaddr_in 结构的大小。
如果该函数执行成功，则返回发送数据的大小。下面介绍 recvfrom 函数，具体格式如下：
Int recvfrom (

SOCKET s,
const char FAR* buf,
int len,
int ﬂags,
const struct sockaddr FAR* from,
int fromlen);

与 sendto 函数相比，只有最后的两个参数不同。from 参数的作用是指向包含发送者信息
的 sockaddr_in，而 formlen 参数指定返回的 sockaddr_in 结构的大小。如果该函数被调用成功，
则返回接收到的数据大小。UDP 客户端比 TCP 的客户端还要简单，在调用 socket 函数建立套
接字后，就可以调用 sendto 和 recvfrom 函数发送和接收数据了。

3.3 文件操作编程
很多黑客工具都需要对文件进行操作，如清除日志工具就需要对文件进行删除操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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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指令的程序就文件进行读写操作，木马后门对自身文件进行复制等操作，所以文件操作编程
是编写黑客工具必须掌握的编程技术。

3.3.1

文件读写编程

微软提供了强大的文件读写（文件 I/O）操作的编程接
口，所以可以通过调用 API 函数可以实现文件的读写操作。
在一般情况下，文件的读写过程如图 3-7 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如果要对文件进行读写操作，首先要

调用 CreateFile 函数打开或创建文
件，返回文件句柄
利 用 文 件 句 柄 调 用 WriteFile 或
ReadFile 函数写入或读取文件

调用 CreateFile 函数打开或者创建文件。
该函数的具体格式如下：

调用 closeHandle 函数关闭文件句柄

图 3-7

HANDLE CreateFile(

文件读写操作一般流程

LPCTSTR lpFileName,
// 指向文件名的指针
DWORD dwDesiredAccess, // 访问模式 ( 写 / 读 )
DWORD dwShareMode,
// 共享模式
LPSECURITY_ATTRIBUTES lpSecurityAttributes,
DWORD dwCreationDisposition,
DWORD dwFlagsAndAttributes,
HANDLE hTemplateFile
);

// 指向安全属性的指针
// 如何创建
// 文件属性
// 用于复制文件句柄

其中各个参数的具体含义如下。
lpFileName：要打开的文件名。
dwDesiredAccess ： 如 果 为 GENERIC_READ 表 示 允 许 对 设 备 进 行 读 访 问； 如 果 为
GENERIC_WRITE 表示允许对设备进行写访问（可组合使用）；如果为 0，表示只允许获取与
一个设备有关的信息。
dwShareMode ：该参数的作用是定义共享模式。其值为 0 表示不共享；而为 FILE_SHA
RE_READ 和 / 或 FILE_SHARE_WRITE 表示允许对文件进行共享访问。
lpSecurityAttributes：指向一个 SECURITY_ATTRIBUTES 结构的指针，定义了文件的安全
特性（如果操作系统支持）。
dwCreationDisposition：指定当文件存在或不存在时的操作，常见操作有如下 5 种。
● CREATE_NEW：创建文件，如文件存在则会出错。
● CREATE_ALWAYS：创建文件，会改写前一个文件。
● OPEN_EXISTING：文件必须已经存在。由设备提出要求。
● OPEN_ALWAYS：如文件不存在则创建它。
● TRUNCATE_EXISTING：将现有文件缩短为零长度。
dwFlagsAndAttributes：表示新创建文件的属性。文件常见的属性有如下 5 种。
● FILE_ATTRIBUTE_ARCHIVE 标记归档属性。
● FILE_ATTRIBUTE_NORMAL 默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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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_ATTRIBUTE_HIDDEN 隐藏文件或目录。
● FILE_ATTRIBUTE_READONLY 文件为只读。
● FILE_ATTRIBUTE_SYSTEM 文件为系统文件。
hTemplateFile ：该参数指向用于存储的文件句柄；如果不为 0，则指定一个文件句柄，新
文件将从这个文件中复制扩展属性。
如果该函数调用成功，则返回文件句柄；否则返回 INVALID_HANDLE_VALUE。该函数
的具体调用方式如下。
（1）以只读的形式打开已存在的文件
hFile=CreateFile("c:\\biancheng1.txt",GENERIC_READ,FILE_SHARE_READ,NULL,OPEN_
EXISTING,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2）已只写的形式打开已存在的文件
hFile=CreateFile(argv[1],GENERIC_WRITE,FILE_SHARE_READ,NULL,OPEN_EXISTING,FILE_
ATTRIBUTE_NORMAL,NULL);

（3）创建一个新文件
hFile=CreateFile("c:\\biancheng1.txt",GENERIC_WRITE,0,NULL,CREATE_ALWAYS,FILE_
ATTRIBUTE_NORMAL,NULL);

在 成 功 调 用 Create 函 数 之 后， 返 回 所 打 开 或 创 建 的 文 件 的 句 柄， 可 调 用 WriteFile 或
ReadFile 函数来读写文件。这两个函数的具体格式如下：
BOOL WriteFile(

BOOL ReadFile(

HANDLE hFile, // 文件句柄
LPCVOID lpBuffer, // 数据缓存区指针
DWORD nNumberOfBytesToWrite, // 所要写的字节数
LPDWORD lpNumberOfBytesWritten, // 用于保存实际写入字节数的存储区域的指针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 // OVERLAPPED 结构体指针
);
HANDLE hFile, // 文件的句柄
LPVOID lpBuffer, // 用于保存读入数据的一个缓冲区
DWORD nNumberOfBytesToRead, // 要读入的字符数
LPDWORD lpNumberOfBytesRead, // 指向实际读取字节数的指针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
);

其中各个参数的具体含义如下。
hFile：该参数指向要读写的文件的句柄，一般由 CreateFile 函数返回。
lpBuffer：指向一个缓冲区，用于存储读写的数据。
nNumberOfBytesToWrite/Read：这两个参数是表示要求写入或读取的字节数。
lpNumberOfBytesWritten/Read：这两个参数是表示返回实际写入或读取的字节数。
lpOverlapped：是指向 OVERLAPPED 结构的指针，设置为 NULL 即可。
如果读取或写入成功，函数就会返回 TRUE。在完成文件的读取操作后还需调用 Close
Handle 函数关闭文件的句柄，以便于其他程序对文件进行操作。现在很多木马后门都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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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功能，如反向连接域名、开机自启动等。要实现这些功能可以在文本末尾写入数据，在木
马运行后就会读取这些数据，从而实现相应的功能。
下面的代码介绍了在文件末尾写入数据的过程，其具体内容如下：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调用 CreateFile 函数以只写方式打开一个文件
HANDLE hFile=CreateFile(argv[1],GENERIC_WRITE,FILE_SHARE_READ,NULL,OPEN_
EXISTING,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if(hFile==INVALID_HANDLE_VALUE)
{
printf("CreateFile error\n");
return 0;
}
// 调用 SetFilePointer 函数调整文件指针位置，移动到文件末尾
if(SetFilePointer(hFile,0,NULL,FILE_END)==-1)
{
printf("SetFilePointer error \n");
return 0;
}
char buff[256]=" 配置信息 ";
DWORD dwWrite;
// 把 buff 中的内容写入文件末尾
if(!WriteFile(hFile,&buff,strlen(buff),&dwWrite,NULL))
{
printf("WriteFile error \n");
return 0;
}
printf(" 往 %s 中写入数据成功 \n",argv[1]);
CloseHandle(hFile);
return 0;
}

其中 SetFilePointer 函数的作用是设置文件指针位置。当一个文件被打开时，系统就会为
其维护一个文件指针，指向文件的下一
个读写操作的位置，所以随着文件的读
写，文件指针也会移动。另外，还用到
了 main 函 数 中 的 一 个 参 数 argv[]， 该
参数的作用是接收文件运行时的参数，
argv[0] 表示自身文件名，argv[1] 表示第
一个参数，所以上面文件在“命令提示
符”窗口中运行的格式是：writeﬁle.exe
文件名，如图 3-8 所示。

图 3-8

在文件未尾写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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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文件的复制、移动和删除编程

除读写文件外，还可以对文件进行复制、删除以及移动等操作。先介绍复制文件的
CopyFile 函数，该函数的格式如下：
BOOL CopyFile(

LPCTSTR lpExistingFileName,
LPCTSTR lpNewFileName,
BOOL bFailIfExists );

其中各个参数的含义如下。
lpExistingFileName：要进行复制操作的文件名。
lpNewFileName：复制到目标位置的新文件名及其路径。
bFailIfExists ：目标位置存在同文件名的文件时的操作，TURE 表示调用失败，FALSE 则
表示覆盖存在的文件。
如果想对目标文件进行移动操作，则可通过 MoveFile 函数来实现。其具体格式如下：
BOOL CopyFile(LPCTSTR lpExistingFileName,
LPCTSTR lpNewFileName,);

如果要实现删除目标文件，就要用到 DeleteFile 函数。该函数的具体格式如下：
BOOL DeleteFile（LPCTSTR lpFileName）

不难看出，该函数只有一个参数，它是一个指向文件名字符串的指针，字符串中存储的
是包含了具体路径的文件名。

3.4 注册表编程
注册表对于 Windows 系统至关重要，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注册表中包含了有
关计算机运行方式的配置信息，其中包括

调用 RegCreaateKeyE.X
函数打开注册表

Windows 操 作 系 统 配 置 信 息、 硬 件 配 置
信息、软件配置信息、用户环境配置信息
等。当然，在黑客编程中注册表编程也是

利用句柄调用 RegSet
Value Ex 和 RegQuery EX
设置和读取键值

利用子键句柄调用
RegDelete 删除键值

调用 RegCloseKey 函数
关闭子键句柄

调用 RegCloseKey 函数
关闭子键句柄

至关重要的，可以更改很多系统的配置，
如开启远程终端、把某些程序密码存放在
注册表中、修改注册表以实现自启动等。
注册表编程的具体流程如图 3-9 所示。

图 3-9

注册表编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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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注册表编辑器”窗口中，左边类似文件夹的东西就是注册表中的键，键值就是
右边窗口中显示的文件，如图 3-10 所示。根键就是最顶层的键，可以将其看做盘符。

图 3-10

注册表中的键、主键以及键值

不难看出，在进行所有操作前必须先调用 RegCreateKeyEx 函数或 RegOpen KeyEx 函数
创建或打开注册表子键，在返回子键句柄后利用该句柄才可进行一系列操作。由于 RegCreate
KeyEx 函数既可以打开注册表子键，也可以创建注册表子键，而 RegOpenKeyEx 函数只能打开
注册表子键，所以这里只介绍 RegCreateKeyEx 函数。其具体格式如下：
Long RegCreateKeyEx(

HKEY hkey,
LPCTSTR IpSubKey,
DWORD Reserved,
LPTSTR IpClass,
DWORD dwOptions,
REGSAM samDesired,
LPSECURITY_ATTRIBUTES IpSecurityAttributes,
PHKEY phkResult,
LPDWORD IpdwDisposition);

其中各个参数的具体含义如下。
hkey：该参数指向一个打开键的句柄，可以由 RegCreateEx 函数或 RegOpenKeyEx 函数返
回，也可以是注册表的根键。
IpSubKey：该参数指向要打开子键的名称。
Reserved：该参数保留未使用，设置为 0 即可。
IpClass：指向一个类名，一般设置为 0。
dwOptions ：表示创建子键选项，REG_OPTION_NON_VOLATLE 表示信息被保存在文件
中，重启计算机后保留设置；而 REG_OPTION _VOLATLE 表示信息被保存在内存中，重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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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后失效。
samDesired ：该参数用于表示子键的打开方式，子键的打开方式有很多种，可以组合
使用。
IpSecurityAttributes：指定键句柄的继承性。
phkResult：该参数用于返回创建或打开的子键的句柄。
IpdwDisposition ：该参数作用是指定当子键不存在时是否要创建子键。其值为 REG_
CREATED_NEW_KEY 表示当子键不存在时创建子键，如果存在则打开子键；而为 REG_
OPE NED_EXISTING_KEY 时，则表示子键存在时打开它，不存在时不创建子键。
该函数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ERROR_SUCCESS，且在 IpSubKey 参数中存储子键的有效句
柄，否则返回一个非 0 值。
注意
与 RegCreateKeyEx 函数所对应的是 RegDeleteKey 函数，其作用是实现删除注册表子
键。它有两个参数，与 RegCreateKeyEx 前两个参数相同。如果该函数调用程序则会返回
ERROR_SUCCESS，否则返回一个非 0 值。
在创建或打开键值后，需要通过 RegQueryValueEx 和 RegSetValueEx 函数来读取和设置键
值。这两个函数的具体格式如下：
LONG RegQueryValueEx(

LONG RegSetValueEx(

HKEY hKey,
LPCTSTR lpValueName,
LPDWORD lpReserved,
LPDWORD lpType,
LPBYTE lpData,
LPDWORD lpcbData);
HKEY hKey, // 注册键句柄
LPCTSTR lpValueName,
DWORD Reserved,
DWORD dwType,
CONST BYTE *lpData,
DWORD cbData);

其中各个参数的具体含义如下。
hKey：该参数指向一个有效的子键的句柄，由 RegCreateKeyEx 函数的 phkResult 参数返回。
lpValueName：要读取和设置键值的名称。
IpServered：保留参数，一般设置为 0。
lpType：要读取和设置的键值的数据类型。
lpData：要读取和写入数据的缓冲区。
lpcbData/cbdata：缓冲区的长度。
如果这两个函数调用成功，则会返回 ERROR_SUCCESS，否则就会返回一个非 0 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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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结束时，需要调用 RegCloseKey 函数来关闭子键句柄。该函数只有一个参数 Hkey，它指
向一个子键的句柄，由 RegCreateEx 函数的 phkResult 参数返回。
现在就可以对注册表进行读写操作了（下面是两个设置注册表键值的函数）。具体内容
如下：
void CreateStringReg(HKEY hRoot,char *szSubKey,char* ValueName,char *Data) // 用于
修改字符串类型键值
{
HKEY hKey;
long lRet=RegCreateKeyEx(hRoot,szSubKey,0,NULL,REG_OPTION_NON_VOLATILE,KEY_ALL_
ACCESS,NULL,&hKey,NULL); // 打开注册表键，不存在则创建它
if (lRet!=ERROR_SUCCESS)
{
printf("error no RegCreateKeyEx %s\n", szSubKey);
return ;
}
lRet=RegSetValueEx(hKey,ValueName,0,REG_SZ,(BYTE*)Data,strlen(Data)); // 修 改 注
册表键值，没有则创建它
if (lRet!=ERROR_SUCCESS)
{
printf("error no RegSetValueEx %s\n", ValueName);
return ;
}
RegCloseKey(hKey);
}

其中 hRoot 参数指向一项打开键的句柄或根键；szSubKey 参数表示要打开子键的名称；
ValueName 是要设置的键值名称；data 参数指向要写入数据的缓冲区。如果要实现删除注册表
键值的功能，可以使用 RegDeleteValue 函数来实现。该函数的具体格式如下：
Long RegDeleteValue(

HKEY hkey,
LPCTSTR IpValueName,)

其中包含 hkey 和 IpValueName 两个参数，其具体作用如下。
hKey：该参数指向一个有效的子键的句柄，由 RegCreateKeyEx 函数的 phkResult 参数返回。
IpValueName：要删除键值的名称。
下面介绍如何通过注册表编程来实现修改 IE 主页。由于 IE 主页的 URL 是保存在注册表
中的，其具体路径是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Start
Page，所以只要是修改了注册表就可以修改掉 IE 主页。其具体内容如下：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tdio.h>
void CreateStringReg(HKEY hRoot,char *szSubKey,char* ValueName,char *Data) // 用于
修改字符串类型键值
{
HKEY hKey;
long lRet=RegCreateKeyEx(hRoot,szSubKey,0,NULL,REG_OPTION_NON_VOLATILE,KEY_AL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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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NULL,&hKey,NULL);
// 打开注册表键，不存在则创建它
if (lRet!=ERROR_SUCCESS)
{
printf("error no RegCreateKeyEx %s\n", szSubKey);
return ;
}
lRet=RegSetValueEx(hKey,ValueName,0,REG_SZ,(BYTE*)Data,strlen(Data)); // 修改注册
表键值，没有则创建它
if (lRet!=ERROR_SUCCESS)
{
printf("error no RegSetValueEx %s\n", ValueName);
return ;
}
RegCloseKey(hKey);
}
int APIENTRY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char StartPage[255]="http://www.sina.com/"; // 要修改成的网址
CreateStringReg(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Start Page",StartPage); // 调用修改字符串类型键值的函数
return 0;
}

运行上述程序，即可将本地计算机的 IE 主页设置为 http://www.sina.com/。

3.5 进程和线程编程
进程是程序在计算机上的一次执行活动。当运行一个程序，就启动了一个进程。在
Windows 系统下，进程又被细化为线程，也就是一个进程下有多个能独立运行的更小的单位。
进程和线程是操作系统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

3.5.1

进程编程

对进程常见的操作有列举进程、结束程序的进程，通过编程实现这两个功能的具体流程
如图 3-11 所示。通过编程来实现对进程进行操作，先需要使用 main 函数接收不同的参数，该
函数在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里不赘述。
如果想实现列举进程的功能，则需要调用 CreateToolHelp32napshot 函数先得到系统进程
快照的句柄，在调用该函数前必须先包括头文件 tlhelp32.h。该函数的具体格式如下：
HANDLE_WINAPI CreateToolhelp32napshot(

DWORD dwFlags,
DWORD th32Proces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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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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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个参数的具体作用如下。
dwFlags：该参数指定了获取系统进程快照的类型。
th32ProcessIP ：该参数指向要获取进程快照的进程的 ID，获取系统内所有进程快照时其
值为 0。
该函数调用的方法如下：
HANDLE hProcessSnap=CreateToolhelp32Snapshot(TH32CS_SNAPPROCESS,0);
if(hProcessSnap==INVALID_HANDLE_VALUE)
{
printf("CreateToolhelp32Snapshot error");
return 0;
}

如果该函数调用成功则返回快照句柄，否则返回 INVALID_HANDLE_VALUE。在得到系

统进程快照句柄之后，就需要调用 Process32First 函数查找出系统进程快照中的第一个进程。
该函数的格式如下：
BOOT Process32First(

HANDLE hSnapshot,
LPROCESSENTRY32 lppe);

再调用 Process32First 函数列出系统中其他进程，其具体格式如下：
BOOT Process32next(

HANDLE hSnapshot,
LPROCESSENTRY32 lppe);

不难看出这两个函数包含的参数是一样的，其中 hSnapshot 参数是由 CreateToolHelp32
napshot 函数返回的系统进程快照的句柄；而 lppe 参数是指向一个 PROCESSENTRY 的结构指
针，进程信息会被返回这个结构中。
PROCESSENTRY32 结构可对进程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描述，其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PROCESSENTRY32 {

DWORD
DWORD
DWORD
DWORD
DWORD

dwSize; // 结构大小
cntUsage; // 此进程的引用计数
th32ProcessID; // 进程 ID
th32DefaultHeapID; // 进程默认堆 ID
th32ModuleID; // 进程模块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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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ORD cntThreads; // 此进程开启的线程计数
DWORD th32ParentProcessID; // 父进程 ID
LONG pcPriClassBase; // 线程优先权
DWORD dwFlags; // 保留
char szExeFile[MAX_PATH]; // 进程全名
} PROCESSENTRY32;

当上述两个函数列举到进程时则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当列举到一个进程时
lppe 参数就会返回进程详细信息，所以用户就可以读取这些进程的信息，然后将其输出。
其实现代码如下：
PROCESSENTRY32 pe32;
pe32.dwSize=sizeof(pe32);
HANDLE hProcessSnap=CreateToolhelp32Snapshot(TH32CS_SNAPPROCESS,0); // 获得系统内所
有进程快照
if(hProcessSnap==INVALID_HANDLE_VALUE)
{
printf("CreateToolhelp32Snapshot error");
return 0;
}
BOOL bProcess=Process32First(hProcessSnap,&pe32); // 列举列表中的第一个进程
while(bProcess)
{
wsprintf(buff,"%s---------------%d\r\n",pe32.szExeFile,pe32.th32ProcessID);
// 格式化进程名和进程 ID
printf(buff); // 输出进程名和进程 ID
memset(buff,0x00,1024);
bProcess=Process32Next(hProcessSnap,&pe32); // 继续列举进程
}

在列举进程完毕后，还需要调用 CloseHandle 函数关闭由 CreateToolhelp32Snapshot 函数返
回的系统进程句柄，就可以实现列出系统进程功能。
通过编程也可实现结束系统中某个进程，先调用 OpenProcess 函数打开进程。利用得到的
进程句柄进行结束进程操作。
OpenProcess 函数的格式如下：
HANDLE OpenProcess(

DWORD dwDesiredAccess,
BOOL bInheritHandle,
DWORD dwProcessId);

其中各个参数的作用如下。
dwDesiredAccess ：进程对象的访问权限，其值为 PROCESS_ALL_ACCESS 表示所有权
限；而 PROCESS_QUERY_INFORMATION 表示访问该进程信息的权限。
bInheritHandle：该参数的作用是返回进程句柄，true 表示可继承，false 表示不可继承。
dwProcessId：表示要打开进程对应的 ID 编号。
该函数的具体调用方法如下：
HANDLE hProcess=OpenProcess(PROCESS_ALL_ACCESS,FALSE,Pid); // 打开进程得到进程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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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hProcess==NULL)
{
printf("OpenProcess error\n");
return 0;
}

如果该函数调用成功则返回所有打开进程的句柄，否则返回 NULL。在得到句柄后就可以
通过 TerminateProcess 函数来结束指定的进程。该函数的具体格式如下：
BOOT TerminateProcess(

HANDLE hProcess,
UNIT uExitCode);

其中各个参数的具体含义如下。
hProcess：要结束进程的句柄，由 OpenProcess 函数返回。
uExitCode：该参数的作用是指定进程退出时的代码，一般设置为 0。
如果该函数操作顺利完成，则返回非 0 值，如果操作失败则返回 0 值。在操作结束后还
需要调用 CloseHandle 函数关闭由 OpenProcess 函数返回的进程句柄。到此就可以对进程实现
列举和停止操作了。下面是列举本机中所有进程的实现代码：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lhelp32.h>
int KillProcess(DWORD Pid)
{
HANDLE hProcess=OpenProcess(PROCESS_ALL_ACCESS,FALSE,Pid); // 打开进程得到进程句柄
if(hProcess==NULL)
{
printf("OpenProcess error\n");
return 0;
}
if (TerminateProcess(hProcess,0))// 结束进程
{
printf(" 结束进程成功 \n");
return 0;
}
else
{
printf(" 结束进程失败 \n");
return 0;
}
}
int GetProcess()
{
char buff[1024]={0};
PROCESSENTRY32 pe32;
pe32.dwSize=sizeof(pe32);
HANDLE hProcessSnap=CreateToolhelp32Snapshot(TH32CS_SNAPPROCESS,0); // 获得系统内所
有进程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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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hProcessSnap==INVALID_HANDLE_VALUE)
{
printf("CreateToolhelp32Snapshot error");
return 0;
}
BOOL bProcess=Process32First(hProcessSnap,&pe32); // 枚举列表中的第一个进程
while(bProcess)
{
wsprintf(buff,"%s---------------%d\r\n",pe32.szExeFile,pe32.th32ProcessID);
// 格式化进程名和进程 ID
printf(buff); // 输出进程名和进程 ID
memset(buff,0x00,1024);
bProcess=Process32Next(hProcessSnap,&pe32); // 继续列举进程
}
CloseHandle(hProcessSnap);
return 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f(argc==2&&strcmp(argv[1],"list")==0)
{
GetProcess();
}
if(argc==3&&strcmp(argv[1],"kill")==0)
{
KillProcess(atoi(argv[2]));
}
return 0;
}

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将目录切换到上面文件所在的目录中，输入 process.exe list 命令，
即可查看本机中所有进程以及对应的进程号，如图 3-12 所示。如果想结束其中的“QQ 进程”，
则运行 process.exe kill 464 命令，即可结束 QQ 进程，如图 3-13 所示。

图 3-12

查看本机中所有的进程

图 3-13

结束 QQ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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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程编程

线程是进程中的一个实体，是被系统独立调度和分派的基本单位。一个进程可以拥有多
个线程，一个线程必须有一个父进程。线程自己不拥有系统资源，只有运行所必需的一些数据
结构，但它可与同属一个进程的其他线程共享进程所拥有的全部资源。一个线程可以创建和撤
销另一个线程，同一进程中的多个线程之间可以并发执行。
由于线程之间的相互制约，致使线程在运行中呈现间断性。线程有就绪、阻塞和运行 3
种基本状态。所以在一个进程中可以创建几个线程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并且有些程序还通
过采用多线程技术来同时执行多个不同的代码模块。
可以通过编程的方法来实现创建线程，在 C++ 中可以通过 CreateThead 函数在进程中创建
一个新线程，该函数的具体格式如下：
HANDLE CreateThread (LPSECURITY_ATTRIBUTES lpThreadAttributes,
DWORD
dwStackSize,
LPTHREAD_START_ROUTINE
lpStartAddress,
LPVOID
lpParameter,
DWORD
dwCreationFlags,
LPDWORD
lpThreadId);

其中各个参数的具体含义如下。
lpThreadAttributes ：指向 SECURITY_ATTRIBUTES 的指针，用于定义新线程的安全属
性，一般设置为 NULL。
dwStackSize：该参数作用是分配以字节数表示的线程堆栈的大小，其默认值为 NULL。
lpStartAddress ：指向一个线程函数地址。每个线程都有自己的线程函数，而线程函数是
线程具体执行的代码。
lpParameter：传递给线程函数的参数。
dwCreationFlags ：表示创建线程的运行状态，其中 CREATE_SUSPEND 表示挂起当前创
建的线程，而 0 表示立即执行当前创建的线程。
lpThreadId：返回新创建线程对应的 ID 编号。
如果该函数调用成功，则返回新线程的句柄，调用 WaitForSingleObject 函数等待所创建线
程的运行结束。该函数的具体格式如下：
DWORD WaitForSingleObject(

HANDLE hHandle,
DWORD dwMilliseconds);

其各个参数的作用如下。
hHandle：指定对象或事件的句柄。
dwMilliseconds ：等待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当超过等待时间时，此函数将返回。如果该
参数设置为 0，则该函数立即返回；如果设置为 INFINITE，则该函数直到有信号才返回。
该函数的调用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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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ORD ThreadId;
HANDLE hThread=CreateThread(NULL,NULL,Thread,NULL,0,&ThreadId);
If(hThread ！ =NULL)
WaitForSingleObject(hSemaphore,INFINITE)；

如果返回值为 WAIT_OBJECT_0，则表示指定的对象已经处于信号状态；如果返回值为
WAIT_TIMEOUT，则表示在超时范围内，期望的事件没有发生。如果该函数调用失败，则返
回 WAIT_FAILED。
在一般情况下，创建一个线程是不能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的，所以要创建多个线程。但
是多个线程同时运行的时候可能调用线程函数，在多个线程同时对同一个内存地址进行写入，
由于 CPU 时间调度上的问题，写入的数据会被多次覆盖，所以就要使线程同步。
即当有一个线程在对内存进行操作时，其他线程都不可以对这个内存地址进行操作，直
到该完成操作其他线程才能对该内存地址进行操作，而其他线程又处于等待状态。目前实现线
程同步的方法很多，临界区对象就是其中一种。
临界区对象是定义在数据段中的一个 CRITICAL_SECTION 结构，Windows 内部使用这个
结构记录一些信息，确保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线程访问该数据段中的数据。
临界区的使用步骤如下：
1） 初 始 化 一 个 CRITICAL_SECTION 结 构。 在 使 用 临 界 区 对 象 之 前， 需 要 定 义 全 局
CRITICAL_SECTION 结构变量，在调用 CreateThread 函数前调用 InitializeCriticalSection(LPC
RITICAL_SECTION lpCriticalSection) 函数初始化临界区对象。
2）申请进入一个临界区。在线程函数中要对保护的数据进行操作前，可以通过调用
EnterCriticalSection(LPCRITICAL_SECTION lpCriticalSection) 函数申请进入临界区。由于在同
一时间内，只允许一个线程进入临界区，所以在申请的时候如果有一个线程已经进入临界区，
则该函数就会一直等到那个线程执行完临界区代码。
3）离开临界区。当执行完临界区代码后，需要调用 LeaveCriticalSection(LPCRI TICAL_
SECTION lpCriticalSection) 函数把临界区交还给系统。
4）删除临界区。当不需要临界区时可调用 DeleteCriticalSection(LPCRITICAL_SEC TION
lpCriticalSection) 函数将临界区对象删除。
下面是一个多线程与线程同步的具体实现代码：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stdio.h>
HANDLE hFile;
CRITICAL_SECTION cs; // 定义临界区对象
DWORD WINAPI Thread(LPVOID lpParam) // 写文件线程函数
{
int n=(int)lpParam; // 得到是哪个线程
DWORD dwWrite;
for (int i=0;i<10000;i++)
{ // 进入临界区
EnterCriticalSection(&cs);
char Data[512]="------- by 新起点 ------- \r\n---------------http://www.netop01.

第3章

Windows系统编程与网站脚本

89

cn---------";
WriteFile(hFile,&Data,strlen(Data),&dwWrite,NULL); // 写入文件
LeaveCriticalSection(&cs); // 出临界区
}
printf(" 第 %d 号线程结束运行 \n",n); // 输出哪个线程运行结束
return 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hFile=CreateFile("c:\\hack.txt",GENERIC_WRITE,0,NULL,CREATE_ALWAYS,FILE_
ATTRIBUTE_NORMAL,NULL); // 创建文件
if(hFile==INVALID_HANDLE_VALUE)
{
printf("CreateFile Error\n");
return 0;
}
DWORD ThreadId;
HANDLE hThread[5];
InitializeCriticalSection(&cs); // 初始化临界区对象
for(int i=0;i<5;i++) // 创建 5 个线程
{
hThread[i]=CreateThread(NULL,NULL,Thread,LPVOID(i+1),0,&ThreadId);
printf(" 第 %d 号线程创建成功 \n",i+1);
}
WaitForMultipleObjects(5,hThread,true,INFINITE); // 等待 5 个线程运行结束
DeleteCriticalSection(&cs); // 删除临界区对象
CloseHandle(hFile); // 关闭文件句柄
return 0;
}

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运行该程序即可同步创建多个线程，其运行结果如图 3-14 所示。

图 3-14

同步创建多个线程

3.6 网站脚本入侵与防范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网站，目前网站已经成为交流沟通、展示个性、
商业宣传等不可缺少的手段。同时黑客也把网站作为自己的攻击目标，虽然许多网站都做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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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安全防范工作，如安装防火墙、给系统打上补丁、安装安全检测系统，但还是不能有效地阻
止黑客的攻击，其原因在于网站上各种 Web 应用程序的不安全性。

3.6.1

Web 脚本攻击的特点

许多黑客可以突破 SSL 加密和各种防火墙，攻击 Web 网站的内部，从而获得 Web 网站的
客户保密资料，甚至控制整个网站的服务器。Web 站点的默认服务端口是 80，针对该端口的
Web 服务进行各种攻击的行为就是 Web 脚本攻击。
Web 脚本攻击入侵在网络上非常常见，其原因在于其特殊性。Web 脚本攻击与其他攻击
方式相比，其特殊性表现在如下 5 个方面。

1. 攻击目标众多
由于现在网络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网站，所以给 Web 脚本攻击者提供了众多的攻击目标。
通过 Web 攻击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司或政府等大型网站，还有众多个人网站。Web 攻击可以存
在于常见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中，还可以存在于 UNIX 等其他类型操作系统的服务器上。可
以说只要有网站存在，就可能存在 Web 脚本攻击。正是由于 Web 脚本攻击的目标众多，也导
致了 Web 脚本攻击事件的频繁发生。

2. 危害严重
使用 Web 脚本攻击轻者更改目标主页信息，导致网站服务无法正常进行；重者盗取网站
用户的重要数据，造成整个网站瘫痪，从而控制整个网站服务器。由于网站服务器一般都是目
标网络系统中比较重要的主机，所以在攻击整个网络时，Web 攻击危害是很严重的。Web 脚本
攻击的严重性还体现在 Web 脚本攻击的简单性上。因为 Web 脚本攻击采用的手段往往比较简
单，甚至一行简单的代码就可以让网站服务器被黑客攻击。如果网站管理员忽略 Web 程序的
安全漏洞，就会使 Web 攻击比一般的工具更易进行。

3. 攻击方式多
由于使用不同的 Web 网站服务器、不同的开发语言，使网站存在不同的漏洞，所以使用
Web 脚本攻击方式也有很多种。如黑客可以从网站的文件系统、下载系统、留言板等部分进行
攻击；也可以针对网站后台数据库进行攻击；也可以在网页中写入具有攻击性的代码；甚至可
以通过图片进行攻击。

4. 难于防范
由于每个网站采用不同的 Web 程序，不同的网站存在的漏洞也不相同，所以很难采用统
一的方式对网站进行修复漏洞、打补丁。与传统的入侵方式不同，Web 脚本攻击不会在防火墙
和系统日志中留下任何入侵痕迹，即使经验丰富的网络管理员也很难从网站日志中找到入侵者
的踪迹。

5. 不易检测
传统的攻击方式往往会由于目标主机安装防火墙而失效，但 Web 脚本攻击不受防火墙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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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原因在于：Web 脚本攻击的所有操作都是通过 80 端口进行的，而通过该端口的数据都
是防火墙允许的，所以防火墙不会拦截 Web 脚本攻击。
同时黑客在 Web 脚本攻击后，往往会在网站中放置 ASP 或脚本木马作为后门，这些文件
是很难被查毒软件进行查杀的。黑客甚至在合法网页中插入一段隐蔽的代码，导致杀毒软件完
全无法识别这些后门的存在。有的黑客直接修改网页源代码，取消某些密码验证等功能，使其
可以自由地进入网站服务器。

3.6.2

Web 脚本攻击常见的方式

随着 Web 站点各种安全问题的不断出现，甚至一些攻击者还可以利用漏洞获得管理员的
权限进入站点内部，许多攻击者还可以通过 SSL 加密和各种防火墙攻入 Web 站点的内部，从
而窃取信息。针对网站服务器 80 端口的 Web 服务进行的各种攻击行为就是 Web 攻击。Web 攻
击的方式很多，但最常见的 Web 攻击主要有如下几种。

1. 注入攻击
注入攻击是攻击者通过 Web 应用传播恶意的代码到其他的系统上。这些攻击包括系统调
用（通过 shell 命令调用外部程序）和后台数据库调用（通过 SQL 注入）一些设计上有缺陷的
Web 应用中的 Perl、Python 和其他语言写的脚本（script）可能被恶意代码注入和执行。任何使
用解释执行的 Web 应用都有被攻击的可能。
SQL 注入漏洞的入侵是一种 ASP+Access 的网站入侵方式，通过注入点列出数据库里面管
理员的账号和密码信息，猜解出网站的后台地址，再用账号和密码登录进去找到文件上传的地
方，把 ASP 木马上传上去，获得一个网站的 WebSHELL。

2. 上传漏洞攻击
网站的上传漏洞是由于网页代码中的文件上传路径变量过滤不严格造成的，利用这个上
传漏洞可以随意加上网页木马，连接上传的网页即可控制该网站系统。上传漏洞分为动力型和
动网型两种。编程人员在编写网页时未对文件上传路径变量进行任何过滤，所以用户可以任意
修改该变量值。针对文件上传路径变量未过滤进行上传就是动网型上传漏洞。动网型上传漏洞
因为最先出现在动网论坛而得名，其危害性极大，很多网站都遭受过攻击。而动力型上传漏洞
是因为网站系统没有对上传变量进行初始化，在处理多个文件上传时，可以将 ASP 文件上传
到网站目录中。所以上传漏洞攻击方式对网站安全危险很多，黑客可以直接上传 ASP 木马而
得到一个 WebSHELL，从而控制整个网站的服务器。

3. 跨站攻击
跨站攻击是指入侵者在远程 Web 页面的 HTML 代码中插入具有恶意目的的数据，用户认
为该页面是可信赖的，但当浏览器下载该页面，嵌入其中的脚本将被解释执行。由于 HTML
语言允许使用脚本进行简单交互，入侵者便通过技术手段在某个页面里插入一个恶意 HTML
代码，例如记录论坛保存的用户信息（cookie），由于 cookie 保存了完整的用户名和密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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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就会遭受安全损失。
跨站攻击最常见的方式是通过窃取 cookie 或欺骗打开木马网页等，取得重要的资料。也
可以直接在存在跨站漏洞的网站中写入脚本代码，在网站挂上木马网页等。

4. 数据库入侵
数据库入侵是利用默认数据库下载和暴库下载或在数据库中插入代码等通过网站程序进
行的攻击。默认数据库下载漏洞是指许多网站在使用一些公开源代码的网站程序时，由于没有
对数据库路径以及数据库文件名进行修改，使黑客可以直接下载或操作默认的数据库文件进行
的攻击。暴库是指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或者程序漏洞得到数据库的地址，并将数据非法下载到本
地。黑客非常乐于这种工作，为什么呢？因为黑客在得到网站数据库后，就能得到网站管理员
账号，就可对网站进行破坏与管理。黑客也能通过数据库得到网站用户的隐私信息，甚至得到
服务器的最高权限。

5. 其他脚本攻击
网站服务器的漏洞主要集中在各种网页中，由于网页程序的编写得不严谨，所以出现了
各种脚本漏洞，如动网文件上传漏洞、cookie 欺骗漏洞等都是输入脚本漏洞攻击中的某种类型。
除这几类常见的脚本漏洞外，还有一些专门针对某些网站程序出现的脚本程序漏洞，最常见的
有用户对输入的数据过滤不严、网站源代码保留等。这些漏洞的利用需要有一定的编程基础，
但现在网络上随时都有最新的脚本漏洞发布，也有专门的工具，使得黑客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完
成攻击。

3.6.3

脚本漏洞的根源与防范

随着脚本漏洞的挖掘，黑客越来越猖狂。各种 Web 应用程序之所以会出现攻击漏洞，其
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

1. 程序语言自身的缺陷
由于用于网页设计的 HTML 语言已远远不能满足各种交互式网页程序需要，所以 ASP、
ASPX、JSP、PHP 等各种功能强大的网页语言相继出现。目前交互式网站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但存在的安全漏洞也越来越多。

2. 安全意识的缺乏
人们对 Web 脚本攻击的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安全意识，是造成各种 Web 脚本攻击不断
出现的原因之一。由于许多网页设计者追求美工创意以及相关功能的实现，而忽略网站的安全
性，造成设计出来的网站存在安全漏洞的情况。
由于程序员的水平及经验也参差不齐，相当大一部分程序员在编写代码时，没有对用户
输入数据的合法性进行判断，使应用程序存在安全隐患。网页程序源代码开放也可以带来安全
问题。由于源代码开放，许多网页设计者会在已有程序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或在自己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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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借用某个网站的部分功能。如果被借用的程序本身存在安全漏洞，创建借鉴这些代码的网页
就会继承源程序的漏洞，从而导致网页程序漏洞普遍存在。另外，在网页程序代码被公开后，
一些黑客会有针对性地阅读这些代码，从中找到程序的漏洞。
安全意识的缺乏，不仅是网页程序设计者的问题，还包括网页程序应用者以及服务商等。
现在很多用户在浏览网站时，由于设置不周全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会造成应用中的漏洞。同时
许多网站服务商对服务器的设置就存在问题，也可能引发网页程序的漏洞而被黑客攻击。
因此，Web 网页脚本安全问题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无论是网页程序员、网站管理
员、还是网页浏览者都需要深入学习各种 Web 网页脚本攻击技术以及原因，采取相应的防御
措施，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和技术水平。

3.7 常见问题与解答
问题 1：在网络通信过程中，为什么要使用套接字接口？
解答：应用层在通过传输层进行数据通信时，由于多个 TCP 连接或多个应用程序进程可
能需要通过同一个 TCP 协议端口传输数据。为了区别不同的应用程序进程和连接，许多计算
机操作系统为应用程序与 TCP ／ IP 协议交互提供了套接字的接口。
问题 2：要确保 Web 站点的安全，通常要采取哪些措施？
解答：Web 攻击相对于其他网络攻击方式显得更隐蔽，也更难防范。有时问题并不出在
用户身上，而是由于网站的问题。即使装了防火墙，也对跨站攻击无能为力，因此防范跨站攻
击需要从网站和用户两方面入手。此外，用户应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密码，即使黑客通过
攻击获取 cookie 并破解出了密码原文，这样遭受损失的也只是一个账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