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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存取证研究中，现存的用户地址空间遍历方法只适用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 和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 的 ３２ 位

系统，而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已经被个人用户广泛使用，是网络攻击者的主要目标。 提出了一种基

于虚拟地址描述符（ｖｉｒｔｕ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ＶＡＤ）树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用户地址空间遍历方法。 方法对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内存内核和用户地址空间元数据进行定位，解析内存映射文件、共享内存、堆栈

缓冲区和保留系统结构等相关元数据，与 ＶＡＤ 树中的节点信息相匹配，最后描述每一段内存区域的

分配起止地址、占用大小、分配保护、内存类型和详细信息。 测试结果表明，方法能够兼容目前所有版

本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在应对不同复杂程度的进程时能有效遍历常见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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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取证是网络安全应急响应的基本步骤，
主要包括磁盘取证［１］、实时分析［２］ 和内存取证［３］。
恶意软件在计算机系统中执行的异常或未授权操

作，可通过分析系统的磁盘驱动器或内存进行检测。
近年来，一些恶意软件不会将关键的数据写入磁盘，
这使得磁盘取证无法取得有效的数字证据，而内存

取证技术针对易失性存储器进行分析，弥补了磁盘

取证的不足，逐渐在数字取证领域中发挥出不可替

代的作用［４］。
以往的内存取证研究专注于内存内核地址空间

的结构和内容，对用户地址空间的结构和内容研究

较少［５⁃６］。 内存注入攻击是一种针对进程用户地址

空间注入恶意代码的攻击技术，如 Ｓｈｅｌｌｃｏｄｅ 注

入［７］、ＤＬＬ 注入［８］、Ａｔｏｍ Ｂｏｍｂｉｎｇ 注入和 Ｈ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注入等，通常对目标进程用户地址空间的堆栈缓冲

区、动态链接库、共享内存和其他内存区域注入并执

行恶意代码。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作为目前主流

的操作系统，是网络攻击者的主要目标。 对于 ６４ 位

操作系统，在高达 １２８ ＴＢ 的地址空间中检测恶意代

码加重了取证分析人员的工作量，增加了安全事件

响应所需的时间。 在保证不流失有效数字证据的前

提下筛选出可访问的内存区域，并明确其详细信息，
能够减少取证分析人员检测、定位和提取恶意代码

的工作量，减少安全事件响应所需的时间。
Ｇａｖｉｔｔ［９］最早从内存取证的角度分析内存 ＶＡＤ

树，并明确了用户地址空间中映射文件和共享内存

的遍历方法，但是只适用于旧版本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
３２ 位系统，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的 ＶＡＤ 树结构与

旧版本的不同，这使得映射文件、共享内存的遍历方

法也不同。 Ｗｈｉｔｅ 等［１０］提出了一种用户地址空间遍

历方法，并通过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插件实现了该方法，但是

只适用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 和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 的 ３２ 位操作系

统。 与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之前的版本相比，用于描述用户

地址空间的元数据变动较大，这使得针对旧版本系

统的用户地址空间遍历方法不再适用于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系统。 翟继强等［１１］ 详细地阐述了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系统

中段堆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但是涉及的数据结构只

适用于低版本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系统，并且方法尚未应

用到 内 存 取 证 领 域。 Ｏｔｓｕｋｉ 等［１２］ 提 出 了 一 种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６４ 位系统的栈追踪方法，方法中明确 ６４ 位

系统运行的 ＷＯＷ６４（Ｗｉｎｄｏｗｓ ｏｎ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６４）进程

分为 ＷＯＷ６４ 层和 ３２ 位应用层，每个线程维护 ２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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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但没有明确 ＷＯＷ６４ 栈的遍历方法。
针对以上用户地址空间遍历方法中完整度低和

不兼容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的问题，提出了一种

基于 ＶＡＤ 树遍历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用户地址空

间的方法。 经测试，本文方法能够完整地展示 Ｗｉｎ⁃
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进程的用户地址空间布局，相比

于传统的遍历方法，提高了遍历的完整度，并适用于

目前所有版本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

１　 遍历用户地址空间

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每个进程都拥有自己的虚拟地址

空间，根据地址高地，可将虚拟地址空间划分为内核

和用户地址空间两部分。 对于 ３２ 位进程，用户地址

空间为低于 ０ｘ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地址部分，６４ 位进程用户

地 址 空 间 为 低 于 ０ｘ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地 址 部 分。
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以连续的虚拟地址范围管理用户地址

空间，这些连续的地址范围称为用户分配。 在每个

进程的内核空间中维护着 １ 个自平衡二叉树，称之

为 ＶＡＤ 树，树中每一个节点存储 １ 个用户分配的基

本信息（如起始地址、结束地址、分配保护和内存类

型等），但是 ＶＡＤ 节点并不存储详细的描述信息。
通过解析相关元数据能够补充用户分配的描述信

息，弥补 ＶＡＤ 树中描述信息不足的缺陷。
本文 中 所 有 涉 及 的 相 关 元 数 据 是 基 于

ＷｉｎＤｂｇ［１３］调试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各个版本的操作

系统所确定的。 表 １ 中列出了现存用户分配研究与

本文的不同侧重点。
表 １　 现存研究与本文研究的侧重点

现存研究 本文研究

ＶＡＤ 树（ＷｉｎＸＰｘ８６） ＶＡＤ 树（Ｗｉｎ１０ｘ６４）
映射文件（Ｗｉｎ７ｘ８６） 映射文件（Ｗｉｎ１０ｘ６４）
共享内存（Ｗｉｎ７ｘ８６） 共享内存（Ｗｉｎ１０ｘ６４）

ＰＥＢ（Ｗｉｎ７、Ｗｉｎ１０ 通用） ＴＥＢ３２（ＷＯＷ６４）
ＴＥＢ（Ｗｉｎ７、Ｗｉｎ１０ 通用） 段堆（Ｗｉｎ１０ｘ６４）
ＮＴ 堆（Ｗｉｎ７、Ｗｉｎ１０ 通用） 后端分配（Ｗｉｎ１０ｘ６４）
栈（Ｗｉｎ７、Ｗｉｎ１０ 通用） 大块分配（Ｗｉｎ１０ｘ６４）

ＷＯＷ６４ 栈（ＷＯＷ６４）

１．１　 基于 ＶＡＤ 树定义用户分配

ＶＡＤ 树的每个节点由＿ＭＭＶＡＤ 结构维护，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下使用ＷｉｎＤｂｇ 调试其结构如

图 １ 所示。 结构中 Ｃｏｒｅ 成员是－ＭＭＶＡＤ－ＳＨＯＲＴ 结

构，它的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Ｖｐｎ 成员和 ＥｎｄｉｎｇＶｐｎ 成员记录了

每个用户分配的起止虚拟地址；ｕ 成员记录了内存

分配的权限。
ｌｋｄ＞ｄｔ－ＭＭＶＡＤ
ｎｔ！－ＭＭＶＡＤ
　 　 ＋０ｘ０００ Ｃｏｒｅ　 　 　 　 　 　 ：－ＭＭＶＡＤ－ＳＨＯＲＴ
　 　 　 ＋０ｘ０００ ＮｅｘｔＶａｄ　 　 　 　 　 ：Ｐｔｒ６４－ＭＭＶＡＤ－ＳＨＯＲＴ
　 　 　 ＋０ｘ００８ ＥｘｔｒａＣｒｅａｔｅＩｎｆｏ　 　 ：Ｐｔｒ６４ Ｖｏｉｄ
　 　 　 ＋０ｘ０００ ＶａｄＮｏｄｅ　 　 　 　 ：－ＲＴＬ－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ＮＯＤＥ
　 　 　 ＋０ｘ０１８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Ｖｐｎ　 　 ：Ｕｉｎｔ４Ｂ
　 　 　 ＋０ｘ０１ｃ ＥｎｄｉｎｇＶｐｎ　 　 ：Ｕｉｎｔ４Ｂ
　 　 　 ︙
　 　 　 ＋０ｘ０３０ ｕ　 　 　 　 　 　 　 ：＜ｕｎｎａｍｅｄ⁃ｔａｇ＞
　 　 　 ︙
　 ＋０ｘ０４０ ｕ２　 　 　 　 ：＜ｕｎｎａｍｅｄ⁃ｔａｇ＞
　 ＋０ｘ０４８ 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ｔｒ６４－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
　 ︙
　 ＋０ｘ０８０ ＦｉｌｅＯｂｊｅｃｔ　 　 ： Ｐｔｒ６４－ＦＩＬＥ－ＯＢＪＥＣＴ

图 １　 －ＭＭＶＡＤ 结构

定义用户分配算法的伪代码如算法 １ 所示，由
于 ＶＡＤ 树是自平衡二叉树，通过递归所有左子树和

右子树的方法即可遍历全部节点。 分配的起始地址

和终止地址来源于 ＶＡＤ 节点的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Ｖｐｎ 和 Ｅｎｄ⁃
ｉｎｇＶｐｎ 成员。 结构体的 ｕ 成员以索引值的形式标

记每个用户分配的保护，每个索引值对应不同的分

配保护，这些在 ＷｉｎＮＴ．ｈ 中定义。 当 ＶＡＤ 树节点

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ｅａ 字段为有效指针时，对应分配的内存

类型为共享类型，其余为私有类型。
算法 １　 定义用户分配算法

输入：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进程对象 Ｅ；
输出：初始化的用户分配集合 Ｕ．
１： Ｖ← ＴｒａｖｅｒｓｅＶａｄＴｒｅｅ（Ｅ．ＶａｄＲｏｏｔ）； ／ ∗从 ＶＡＤ 树

根节点遍历全部节点∗／
２： Ｕ←Ø；
３： ｆｏｒ ｖ∈Ｖ ｄｏ
４：　 ｕ．ｖａｄ← ｖ； ／ ∗用户分配对应的 ＶＡＤ 节点∗／
５：　 ｕ．ｓｔａｒｔ← ｖ．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Ｖｐｎ； ／ ∗定义起始地址∗／
６：　 ｕ．ｅｎｄ← ｖ．ＥｎｄｉｎｇＶｐｎ； ／ ∗定义终止地址∗／
７：　 ｕ．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ｖ．ｕ）； ／ ∗根据索引值

确定保护∗／
８：　 ｕ．ｔｙｐ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 ∗确定内存类型∗／
９：　 ｉｆ ｖ．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ｅａ≠Ｎｏｎｅ ｔｈｅｎ
１０：　 　 ｕ．ｔｙｐｅ← ‘ｓｈａｒｅｄ’；
１１：　 ｅｎｄ ｉｆ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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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ｅｎｄ ｆｏｒ
１．２　 映射文件与共享内存

传统的遍历映射文件方法采用解析进程句柄表

的方式获取内核文件对象，但是这种方法很容易受

到 Ｒｏｏｔｋｉｔ 隐遁攻击的影响［５］，使得方法无法获取被

隐藏的文件对象。 本文通过解析 ＶＡＤ 树发现，ＶＡＤ
树节点的 ＦｉｌｅＯｂｊｅｃｔ 成员同样指向了文件对象结构

体，通过遍历全部 ＶＡＤ 节点能够获取进程维护的全

部文件对象。 此外，进程 ＶＡＤ 树结构在系统中很不

稳定，如果恶意软件企图通过非法方式访问或修改

ＶＡＤ 树中的数据，很容易造成系统崩溃，因此 ＶＡＤ
树中的数据具有可靠性。

每个进程对象结构都包含 １ 个指向其进程句柄

表的指针，句柄表包含进程正在使用的句柄。 通过

解析句柄表可获取维护共享内存的－ ＳＥＣＴＩＯＮ 结

构。 通过 ＷｉｎＤｂｇ 调试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内存

数据结构发现，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结构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ｅａ 成

员与部分 ＶＡＤ 节点中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ｅａ 成员指向相同

的地址，说明 ＶＡＤ 树与－ＳＥＣＴＩＯＮ 结构描述的是同

一用户分配，结构之间具体关系示意图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共享内存结构示意图

遍历映射文件和共享内存的算法伪代码如算法

２ 所示。 首先从－ ＭＭＶＡＤ 结构中获取文件对象结

构，将 ＦｌｉｅＮａｍｅ 成员作为映射文件的描述信息。 通

过解析进程句柄表获取－ＳＥＣＴＩＯＮ 对象，当 ＶＡＤ 节

点 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ｅａ 成 员 与－ ＳＥＣＴＩＯＮ 对 象 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ｅａ 成员指向相同的地址时，以－ ＳＥＣＴＩＯＮ
对象中存储的信息描述用户分配，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对

象中的信息为空字符串或不可打印的字符串时，则
以共享内存描述该区域。
算法 ２　 遍历映射文件和共享内存算法

输入：用户分配集合 Ｕ；
输出：包含映射文件与共享内存信息的用户分配集

合 Ｕ．

１： ｆｏｒ ｖ∈Ｖ ｄｏ
２： 　 ｉｆ ｖ．ＦｉｌｅＯｂｊｅｃｔ≠Ｎｏｎｅ ｔｈｅｎ　 ／ ∗判断该 ＶＡＤ 节

点描述的区域是否包含映射文件∗／
３：　 　 ｕ．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ｖ．ＦｉｌｅＯｂｊｅｃｔ．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４：　 ｅｎｄ ｉｆ
５：　 Ｓ← Ｈａｎｄｌｅ （ ）； 　 ／ ∗通过进程句柄表获取

ｓｅｃｔｉｏｎ 对象集合∗／
６：　 ｆｏｒ ｓ ∈ Ｓ ｄｏ
７：　 　 ｉｆ ｖ．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ｅａ ＝

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ｅａ ｔｈｅｎ
８：　 　 ｕ．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Ｎａｍｅ ｏｒ ‘Ｓｈａｒｅｄ’； ／ ∗描述

共享内存∗／
９：　 　 ｅｎｄ ｉｆ
１０：　 ｅｎｄ ｆｏｒ
１１： ａｄｄ ｕ ｔｏ Ｕ；
１２： ｅｎｄ ｆｏｒ
１３： ｒｅｔｕｒｎ Ｕ
１．３　 段堆

从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系统开始，在原有 ＮＴ 堆的基础

上新增了段堆机制， Ｗｈｉｔｅ 等［１０］ 详细地阐述了 ＮＴ
堆的遍历方法，本文重点研究段堆的遍历方法。

本文通过调试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进程堆相

关的元数据时发现，段堆堆块的起始地址与部分

ＶＡＤ 树节点中记录的起始地址相同，这说明段堆堆

块也分布在用户地址空间中。 遍历段堆算法伪代码

如算法 ３ 所示。 首先通过进程环境块（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ｌｏｃｋ，ＰＥＢ）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Ｈｅａｐｓ 成员获取全部

指向进程堆结构的指针。 解析进程堆首先要根据堆

签名将这些进程堆分为 ＮＴ 堆和段堆，堆签名为

０ｘｆｆｅｅｆｆｅｅ 表示 ＮＴ 堆，堆签名为 ０ｘｄｄｅｅｄｄｅｅ 表示段

堆。 在遍历段堆的后端分配前需要对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系统版本进行判断，当系统内部版本号低于或等于

１５０６３ 时，通过 ＳｅｇｍｅｎｔＬｉｓｔＨｅａｄ 成员遍历链表，能够

获取所有后端分配的基址；当内部版本号高于

１５０６３ 时， 将 ＳｅｇＣｏｎｔｅｘｔ 成 员 解 析 为 ２ 个 指 向

－ＨＥＡＰ －ＳＥＧ－ＣＯＮＴＥＸＴ结构的指针，通过这个结构

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ＬｉｓｔＨｅａｄ 成员遍历链表，获取所有后端分

配的基址。 对于大块分配，则从根节点遍历所有

－ＨＥＡＰ －ＬＡＲＧＥ－ＡＬＬＯＣ－ＤＡＴＡ结构，当用户分配的

起始地址与段堆分配的起始地址相匹配时将段堆分

配信息写入用户分配的描述中。
算法 ３　 遍历段堆算法

输入：用户分配集合 Ｕ；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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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包含段堆信息的用户分配集合 Ｕ．
１： Ｐ＝Ｅ．Ｐｅｂ
２： Ｓ←Ø；　 ／ ∗初始化段堆集合∗／
３： Ｂ←Ø；　 ／ ∗初始化后端分配集合∗／
４： Ｌ←Ø； 　 ／ ∗初始化大块分配集合∗／
５： Ｈ← Ｐ．ＰｒｏｃｅｓｓＨｅａｐｓ； ／ ∗遍历进程全部 ＮＴ 堆和

段堆∗／
６： ｆｏｒ ｈ∈Ｈ ｄｏ
７：　 ｉｆ ｈ．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 ０ｘｄｄｅｅｄｄｅｅ ｔｈｅｎ ／ ∗根据签名判

断堆类型∗／
８：　 　 ａｄｄ ｈ ｔｏ Ｓ；
９：　 ｅｎｄ ｉｆ
１０： ｅｎｄ ｆｏｒ
１１： ｆｏｒ ｓ∈Ｓ ｄｏ
１２：　 ｆｏｒ ｕ∈Ｕ ｄｏ
１３：　 　 ｉｆ ｕ．ｓｔａｒｔ ＝ ｓ．ａｄｄｒ ｔｈｅｎ
１４：　 　 　 ｕ．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Ｈｅａｐ’； ／ ∗描述

段堆∗／
１５：　 　 　 ｉ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ｖｅｒｓｉｏｎ ＜ １５０６３ ｔｈｅｎ ／ ∗判断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系统版本∗／
１６：　 　 　 Ｂ← Ｆｏｌｌｏｗｌｉｓｔ（ ｓ．ＳｅｇｍｅｎｔＬｉｓｔＨｅａｄ）； ／ ∗遍

历后端分配∗／
１７：　 　 　 ｅｌｓｅ ／ ∗若系统版本高于 １５０６３ 则采用另

一种方法遍历后端分配∗／
１８：　 　 　 Ｂ← Ｆｏｌｌｏｗｌｉｓｔ（ ｓ． ＳｅｇＣｏｎｔｅｘｔ［０］．Ｓｅｇｍｅｎｔ⁃

ＬｉｓｔＨｅａｄ） ＋ Ｆｏｌｌｏｗｌｉｓｔ （ ｓ． ＳｅｇＣｏｎｔｅｘｔ ［ １］．
ＳｅｇｍｅｎｔＬｉｓｔＨｅａｄ）；

１９：　 　 　 ｅｎｄ ｉｆ
２０：　 　 　 Ｌ← ＴｒａｖｅｒｓｅＡＶＬＴｒｅｅ（ ｓ．ＬａｒｇｅＡｌｌｏｃＭｅｔａｄａ⁃

ｔａ）； ／ ∗遍历大块分配∗／
２１：　 　 ｅｎｄ ｉｆ
２２：　 　 ｆｏｒ ｂ∈Ｂ ｄｏ
２３：　 　 　 ｉｆ ｕ．ｓｔａｒｔ← ｂ．ａｄｄｒ ｔｈｅｎ
２４：　 　 　 ｕ．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Ｂａｃｋｅｎｄ Ａｌｌｏｃ’； ／ ∗描述

后端分配∗／
２５：　 　 　 ｅｎｄ ｉｆ
２６：　 　 ｅｎｄ ｆｏｒ
２７：　 　 ｆｏｒ ｌ∈Ｌ ｄｏ
２８：　 　 　 ｉｆ ｕ．ｓｔａｒｔ← ｌ．Ｖｉｒｔｕａｌ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ｎ
２９：　 　 　 ｕ．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Ｌａｒｇｅ ｂｌｏｃｋ Ａｌｌｏｃ’； ／ ∗

描述大块分配∗／
３０：　 　 　 ｅｎｄ ｉｆ
３１：　 　 ｅｎｄ ｆｏｒ

３２：　 ｅｎｄ ｆｏｒ
３３： ｅｎｄ ｆｏｒ
３４： ｒｅｔｕｒｎ Ｕ
１．４　 线程栈

在 ６４ 位系统中既运行 ６４ 位进程，也运行 ３２ 位

进程，后者这种情况称为 ＷＯＷ６４ 进程。 ＷＯＷ６４ 进

程的每个线程拥有 ２ 个执行上下文，分别由－ ＴＥＢ
和－ＴＥＢ３２ 线程环境块结构维护。－ ＴＥＢ 结构中的

Ｄ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ｃｋ 成员指向了内存中线程栈的起始

地址。 通过 ＷｉｎＤｂｇ 调试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发

现，－ＴＥＢ３２ 结构位于－ＴＥＢ 结构的＋０ｘ２０００ 偏移处，
其 Ｄ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ｃｋ 成 员 指 向 用 户 地 址 空 间 的

ＷＯＷ６４ 栈。
遍历线程栈算法伪代码如算法 ４ 所示。 首先遍

历线程链表获取进程所有的线程对象，通过 Ｔｅｂ 成

员获取－ＴＥＢ 结构，如果结构的起始地址在某个用户

分配的地址范围内，那么将－ＴＥＢ 添加到相应用户分

配的描述信息中。 从－ ＴＥＢ 结构＋０ｘ２０００ 的偏移量

处获取－ ＴＥＢ３２ 结构，这个结构也包含 Ｄｅ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ｃｋ 成员，并且与－ＴＥＢ 结构中同名成员指向不同

的地址，当分配地址与用户分配的基地址相匹配时，
将 ＷＯＷ６４ 栈分配信息写入用户分配的描述中。
算法 ４　 遍历线程栈算法

输入：用户分配集合 Ｕ；
输出：包含段堆信息的用户分配集合 Ｕ．
１： Ｔ← Ｆｏｌｌｏｗｌｉｓｔ（Ｅ． Ｐｃｂ． ＴｈｒｅａｄＬｉｓｔＥｎｔｒｙ）； ／ ∗遍历

线程链表获取所有线程对象∗／
２： ｆｏｒ ｕ∈Ｕ ｄｏ
３：　 ｆｏｒ ｔ∈Ｔ ｄｏ
４：　 　 ｔｅｂ← ｔ．Ｔｅｂ；　 ／ ∗获取 ＴＥＢ∗／
５： 　 　 ｉｆ Ｅ． Ｗｏｗ６４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ｎ ／ ∗ 判 断 是 否 为

ＷＯＷ６４ 进程∗／
６：　 　 　 ｔｅｂ３２← ｔｅｂ＋０ｘ２０００； ／ ∗获取－ＴＥＢ３２∗ ／
７：　 　 　 ｓｔａｃｋ３２← ｔｅｂ３２．Ｄ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ｃｋ； ／ ∗获取

ＷＯＷ６４ 栈∗／
８：　 　 　 ｉｆ ｓｔａｃｋ３２．ａｄｄｒ ＝ｕ．Ｓｔａｒｔ ｔｈｅｎ
９：　 　 　 ｕ．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ｗｏｗ６４ ｓｔａｃｋ’； ／ ∗描述

ＷＯＷ６４ 栈∗／
１０：　 　 　 ｅｎｄ ｉｆ
１１：　 　 ｅｎｄ ｉｆ
１２：　 ｅｎｄ ｆｏｒ
１３： ｅｎｄ ｆｏｒ
１４： ｒｅｔｕｒｎ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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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和 Ｒｅｋａｌｌ 实现插件

本文基于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和 Ｒｅｋａｌｌ 这 ２ 款开源内存取

证框架提供的基础功能［１４⁃１５］，实现了 ２ 款取证框架

下的遍历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用户地址空间插件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具体执行步骤如下：
步骤 １　 读取系统版本，确定配置文件；
步骤 ２　 根据配置文件导入内核符号；
步骤 ３　 解析 ＶＡＤ 树定义用户分配；
步骤 ４　 解析进程句柄表以遍历映射文件和共

享内存，将映射文件所在的磁盘路径和共享内存信

息添加到输出结果中；
步骤 ５　 通过 ＰＥＢ 结构遍历 ＮＴ 堆和段堆，将

ＮＴ 堆、块分配、虚拟分配、段堆、后端分配和大块分

配信息添加到输出结果中；
步骤 ６　 通过 ＰＣＢ 遍历线程栈，若此时解析的

进程为 ＷＯＷ６４ 进程，还需遍历 ＷＯＷ６４ 栈。
步骤 ７　 输出所有用户分配信息。
插件在 Ｒｅｋａｌｌ 和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下运行后结果如图 ３

～４ 所示。

图 ３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Ｒｅｋａｌｌ 运行结果

图 ４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运行结果

３　 测试与分析

３．１　 插件有效性测试

本文选择使用微软官方提供的 调 试 工 具

ＷｉｎＤｂｇ 作为基准，以 ＷｉｎＤｂｇ 获取的用户分配数计

为总数。 如果 ＷｉｎＤｂｇ 获取的用户分配起始地址与

插件获取的起始地址相同，则计为有效遍历数。 评

价指标为遍历比，其计算方式为有效遍历数占总数

的百分比，遍历比越高，说明方法对用户地址空间遍

历得越完整。
作为测试进程，选取开启段堆机制的 Ｃａｃｕｌａｔｏｒ．

ｅｘｅ ６４ 位进程，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进行测试，
系统版本号为 １６０７，所有实验分别进行 １０ 次，取平

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３．１．１　 基于内存转储测试

本文基于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实现的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插件

与 Ｗｈｉｔｅ［１０］的 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插件进行对比，测试实验结

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基于内存转储测试结果对比

分配项 总数
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遍历比 ／ ％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遍历比 ／ ％

ＰＥＢ 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ＴＥＢ ２４．５ １００ １００

映射文件 １０１．３ ０ ９９．９
共享内存 ２．１ ０ １００
ＮＴ 堆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堆块分配 ４．１ ０ ９５．１
虚拟分配 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段堆 ３．２ １００ １００
后端分配 ９．４ ０ １００
大块分配 １．０ ０ １００
线程栈 ２４．５ ９８．７ ９９．２
总和 １７７．１ ３３．７ ９９．７

结果表明，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

仍能够遍历部分用户分配，说明 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插件的部

分遍历方法能够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 和 Ｗｉｎ⁃
ｄｏｗｓ １０ 系统中通用，而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的遍历方法

来源于对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用户分配相关的元

数据进行解析，因此对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更具

针对性。 映射文件、段堆和线程栈分配项没有完全

与总数相同，这是由于表中各个分配项的总数是使

用 ＷｉｎＤｂｇ 实时调试得出的，而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中

各个分配项计数是分析内存转储得出的，在实时调

·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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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过程中内存随着时间动态变化，使得实时调试与

分析内存转储的结果存在微小的不同。
３．１．２　 基于实时响应测试

Ｇａｖｉｔｔ［９］ 提出的方法在 Ｒｅｋａｌｌ 中编写了名为

Ｖａｄ 的插件，微软官方提供了用户地址空间遍历工

具 Ｖｍｍａｐ［１６］，本文选取以上 ２ 个方法作为对比，测
试实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基于实时响应测试结果对比

分配项 总数
Ｖａｄ

遍历比 ／ ％
Ｖｍｍａｐ

遍历比 ／ ％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遍历比 ／ ％
ＰＥＢ １．０ ０ ０ １００
ＴＥＢ ２３．７ ０ ９３．７ ９５．９

映射文件 １２８．８ ９９．４ ９９．４ ９９．４
共享内存 ２．０ ０ ０ １００
ＮＴ 堆 ２．１ 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堆块分配 ２．１ ０ ０ １００
虚拟分配 １．０ ０ ０ １００

段堆 １．０ ０ ０ １００
后端分配 ３．３ ０ ０ １００
大块分配 １．０ ０ ０ １００
线程栈 ２３．７ 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总和 １８９．７ ６７．５ ９１．７ ９９．０

结果表明，Ｖａｄ 只能够获取内存映射文件，微软

官方软件 Ｖｍｍａｐ 能够有效遍历常见分配项，但是对

于共享内存、堆块分配、虚拟分配、段堆分配、后端分

配和大块分配没有实现有效遍历，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能够有效遍历表中所有用户分配项。 虽然 Ｖｍｍａｐ
也具有较高的百分比，但是微软官方没有公开

Ｖｍｍａｐ 工具的源码，无法得知工具运行的内部原

理， 这 增 加 了 对 其 研 究 和 扩 展 的 难 度。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基于开源的 Ｒｅｋａｌｌ 框架，便于开发

者和研究人员对插件分析和优化。
３．２　 ＷＯＷ６４ 进程测试

Ｗｉｎｄｏｗｓ 平台大部分恶意软件都是 ３２ 位程序，
原因之一是 ３２ 位程序具有更好的兼容性，因此，评
估插件能否有效遍历 ＷＯＷ６４ 进程的用户地址空间

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取常见的 ３２ 位程序，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进行测试，系统版本号为

１６０７，所有实验分别进行 １０ 次，取平均值作为最终

结果。 由于插件有效性在 ３．１ 节得到验证，下文实

验结果不再详细列出各分配项的具体计数。
３．２．１　 基于内存转储测试

基于转储测试 ＷＯＷ６４ 进程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基于内存转储测试结果对比

进程
ｕｓｅｒｓａｐｃｅ
遍历比 ／ ％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遍历比 ／ ％

Ｃｈｒｏｍｅ．ｅｘｅ １５．３ ９７．３
ＦｉｒｅＦｏｘ．ｅｘｅ １０．２ ９５．２
ＷｉｎＲＡＲ．ｅｘｅ ２１．０ ９７．２

７ｚｉｐ．ｅｘｅ ３２．４ ９３．４
Ｗｏｒｄ．ｅｘｅ ２５．４ ９１．７
Ｅｘｃｅｌ．ｅｘｅ １５．３ ９４．９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ｅｘｅ ２１．９ ９２．４
ＡｄｏｂｅＲｅａｄｅｒ．ｅｘｅ ２４．３ ９２．７

Ｔｈｕｎｄｅｒ．ｅｘｅ １６．５ ９５．８
Ｎｏｔｅｐａｄ３．ｅｘｅ ２１．２ ９４．２

实验结果表明，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能够有效遍历

ＷＯＷ６４ 进程的用户地址空间，有效遍历的百分比

都保持在 ９０％以上。 而 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的运行结果表明，
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插件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
３．２．２　 基于实时响应测试

表 ５ 为基于实时响应测试 ＷＯＷ６４ 进程结果。
表 ５　 基于实时响应测试结果对比

分配项 总数
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遍历比％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遍历比 ／ ％

Ｃｈｒｏｍｅ．ｅｘｅ ４３．６ ７５．１ ９８．６
ＦｉｒｅＦｏｘ．ｅｘｅ ３６．８ ６６．０ ９４．７
ＷｉｎＲＡＲ．ｅｘｅ ４５．２ ５６．８ ９４．５

７ｚｉｐ．ｅｘｅ ５９．０ ８４．５ ９８．２
Ｗｏｒｄ．ｅｘｅ ４２．５ ７５．６ ９２．９
Ｅｘｃｅｌ．ｅｘｅ ３２．２ ７１．２ ９４．０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ｅｘｅ ４２．４ ６２．６ ９４．５
ＡｄｏｂｅＲｅａｄｅｒ．ｅｘｅ ５９．６ ７６．３ ９６．５

Ｔｈｕｎｄｅｒ．ｅｘｅ ３９．５ ７７．１ ９０．２
Ｎｏｔｅｐａｄ３．ｅｘｅ ４２．２ ８５．２ ９７．９

实验结果表明，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在实时响应的

情况下能够有效遍历常见 ＷＯＷ６４ 进程的用户地址

空间，有效遍历百分比高于 ｖａｄ 和 Ｖｍｍａｐ。
３．３　 不同版本操作系统兼容性测试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系统更新频繁，因此版本数量众

多，用户地址空间布局随着版本更新发生变化。 为

了验证插件在不同版本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操作系统

下的兼容性，本文对目前所有版本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

系统进行测试，测试进程为 Ｃｈｒｏｍｅ． ｅｘｅ 的 ６４ 位和

３２ 位程序，所有实验分别进行 １０ 次，取平均值作为

最终结果。 测试实验结果如表 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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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不同版本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下插件兼容性测试结果

系统版本号 进程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遍历比 ／ ％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Ｒｅｋａｌｌ 遍历比 ／ ％

１６０７
Ｃｈｒｏｍｅ

Ｃｈｒｏｍｅ（ｘ８６）
９７．３
９８．６

９５．５
９２．９

１７０３
Ｃｈｒｏｍｅ

Ｃｈｒｏｍｅ（ｘ８６）
９０．８
８９．１

９５．３
９１．６

１７０９
Ｃｈｒｏｍｅ

Ｃｈｒｏｍｅ（ｘ８６）
９７．４
９１．３

９６．５
９３．７

１８０３
Ｃｈｒｏｍｅ

Ｃｈｒｏｍｅ（ｘ８６）
９４．１
８９．０

９１．０
９０．６

１８０９
Ｃｈｒｏｍｅ

Ｃｈｒｏｍｅ（ｘ８６）
９４．０
８６．４

９２．２
８６．２

１９０３
Ｃｈｒｏｍｅ

Ｃｈｒｏｍｅ（ｘ８６）
９７．３
９２．８

９４．９
９１．８

１９０９
Ｃｈｒｏｍｅ

Ｃｈｒｏｍｅ（ｘ８６）
９５．６
９１．９

９４．５
９２．６

　 　 实验结果表明，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能够兼容表中

所有版本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结果与前文的

有效性测试结果相符合。 从表中还发现同一版本下

ＷＯＷ６４ 进程的有效遍历百分比略低于 ６４ 位进程，
说明 ＷＯＷ６４ 进程地址空间相对于 ６４ 位进程更为

复杂，存在部分插件无法遍历的分配项或结构。
３．４　 应用实例测试

本文选取 ７ 个近 ３ 年使用内存注入攻击技术的

恶意软件，使用逆向技术分析其内存注入攻击原理，
恶意软件的详细信息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恶意软件样本信息

恶意软件样本 内存注入区域 内存注入方式

Ｄｒｉｄｅｘ 进程堆 在目标进程中创建 ＥＸＥＣＵＴＥ－ＲＥＡＤＷＲＩＴＥ 权限的内存

Ｒｉｇ Ｅｘｐｌｏｉｔ Ｋｉｔ 映射文件 创建新的进程，以 ＥＸＥＣＵＴＥ－ＲＥＡＤＷＲＩＴＥ 权限分配内存

Ｆｏｒｍｂｏｏｋ 共享内存 创建新的进程，以 ＥＸＥＣＵＴＥ－ＲＥＡＤＷＲＩＴＥ 权限分配内存

Ｆｏｒｍ Ｇｒａｂｂｅｒ 进程堆 在目标进程中创建 ＥＸＥＣＵＴＥ－ＲＥＡＤＷＲＩＴＥ 权限的内存

Ｇｈｏｓｔｍｉｎｅｒ 进程堆 创建新的进程，以 ＥＸＥＣＵＴＥ－ＲＥＡＤＷＲＩＴＥ 权限分配内存

Ｋｒｏｎｏｓ 映射文件 创建新的进程，以 ＥＸＥＣＵＴＥ－ＲＥＡＤＷＲＩＴＥ 权限分配内存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ｒ 进程堆 创建新的进程，以 ＲＥＡＤＷＲＩＴＥ 权限分配内存后将权限修改为 ＥＸＥＣＵＴＥ－ＲＥＡＤＷＲＩＴＥ

　 　 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下运行这些恶意软件

样本，系统版本号为 １６０７。 运行后分别基于内存转

储和实时响应使用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插件分析目标进

程的用户地址空间，运行结果如表 ８ 所示。
表 ８　 恶意软件样本测试结果

恶意

软件样本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遍历比 ／ ％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Ｒｅｋａｌｌ

遍历比 ／ ％

可疑用户

分配数

Ｄｒｉｄｅｘ ９５．１ ９６．３ ３．０
Ｒｉｇ Ｅｘｐｌｏｉｔ Ｋｉｔ ９４．５ ９４．７ １．０

Ｆｏｒｍｂｏｏｋ ９２．９ ９３．１ ３．０
Ｆｏｒｍ Ｇｒａｂｂｅｒ ９５．８ ９６．２ １．０
Ｇｈｏｓｔｍｉｎｅｒ ９７．２ ９５．５ ２．０
Ｋｒｏｎｏｓ ９２．６ ９４．５ １．０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ｒ ９５．５ ９２．２ ０

　 　 表中可疑用户分配数表示在进程用户地址空间

中可能包含恶意代码的用户分配数，可疑用户分配

的判定条件需同时满足以下两点：
１）用户分配具有可执行权限。
２）用户分配的描述信息为空或不是映射文件。
Ｂｌｏｃｋ 等［１７］研究表明，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良性

进程中只有映射文件具有可执行权限。 若出现了同

时满足以上 ２ 点条件的用户分配，那么这个用户分

配会被判定为可疑用户分配。
测试结果表明，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能够有效遍历

目标进程的用户地址空间，遍历百分比能够保持在

９０％以上。 除了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ｒ 样本外，其余的

目标进程中都出现了可疑用户分配。 通过逆向分析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ｒ 样本，发现该恶意软件首先会在

·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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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进程中以 ＲＥＡＤＷＲＩＴＥ 权限分配内存，随后使

用 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函数将用户分配内的页面修改为

ＥＸＥＣＵＴＥ－ＲＥＡＤＷＲＩＴＥ。 修改权限这一过程不会

改变 ＶＡＤ 树中记录的权限值，因此 Ｗｉｎ１０ｕｓｅｒｓｐａｃｅ
没有输出修改后的权限。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当前内存取证领域的用户地址空间遍

历方法无法兼容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系统，提出了一种基于

ＶＡＤ 树的用户地址空间遍历方法，满足了目前对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用户地址空间遍历的取证需

求。 经过测试与分析，本文方法能够有效获取 Ｗｉｎ⁃
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中 ６４ 位进程和 ＷＯＷ６４ 进程用户

分配的详细信息，遍历的完整度优于现有方法；此
外，本文针对不同版本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测试

了插件的兼容性，结果表明插件能够适用于目前所

有版本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 ６４ 位系统。 经过应用实例测

试证明，插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能够重现进程用户

地址空间详细布局，辅助取证分析人员快速找出被

注入恶意代码的内存区域。
由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的不完全开源性，用户地址

空间中仍存在部分无法描述的区域，针对此问题，未
来的研究可专注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内存元数据的调试

和解析以提高遍历用户地址空间中可描述分配的百

分比。 此外，常见的内存注入攻击针对用户进程堆

栈缓冲区和映射文件区域注入恶意代码，本文方法

能够在保证不流失有效数字证据的前提下有效遍历

这些易受到注入的用户分配，因此未来的研究也可

基于本文的方法进一步研究如何自动化检测和提取

用户地址空间中被注入恶意代码的区域，以提高取

证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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