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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i事件回顾 
Understanding DDOS/BOTNET 

来源：www.freebu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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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 

Understanding DDOS/BOTNET 

dlr:   肉鸡上运行的引导程序, 编译生成各种平台的二进制文件,如 
         dlr.arm,dlr.ppc等。 主要功能类似grub，下载mirai主程序 

loader: 加载器，运行在黑客电脑上,登陆爆破的肉鸡设备,使其感染 

bot: 真正的病毒,编译生成各种平台的二进制文件,如mirai.arm,mirai.ppc等 
         主要功能为telnet弱密码扫描、DDoS攻击 

cnc: Go语言开发的肉鸡控制程序, 运行在黑客电脑上。 
        主要功能为接受黑客指令、控制肉鸡发起DDoS 

tools:  几个单独的工具，黑客自己使用。包括wget、禁止mirai被gdb、数
据加解密、接受爆破的telnet用户名密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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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流程 

CC控制服务器 

cnc.changeme.com 

Hacker 

(黑客) 

配置服务器 

1. Loader程序telnet方式登陆有弱密码的设备， 
        触发其下载mirai程序.  

运行loader程序 
Listenscan程序 

运行cnc程序 

Mirai的文件服务器 

(100.200.100.100) 

提供mirai程序下载 

2. 肉鸡执行mirai程序, 
随机对公网IP进行telnet爆破 

3. 上传成功爆破的用户名密码  

4. Loader程序继续感染其他肉鸡 

5. telnet到cnc服务器,下发攻击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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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分析: dlr 
Understanding DDOS/BOTNET 

通过loader加载到肉鸡运行; 
 
原理:  通过socket从文件服务器以http方式获取mirai文件, 本地以drvHelper文件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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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分析: loader 

1. 每个处理器启动一个网络事件后台线程; 
2. 从stdin读取成功爆破的肉鸡信息,格式为: 10.1.1.1:80   root:123456; 
3. 尝试telnet连接肉鸡, 注册网络事件, 并负载均衡方式丢给后台线程处理; 
4. 后台线程实现了完整的telnet过程; 
5. 登陆成功后获取肉鸡的平台类型,并尝试在肉鸡上下载平台对应的mirai程序; 

根据肉鸡的运行环境, 尝试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下载： 
 从文件服务器wget (/bin/busybox wget) 
 从文件服务器tftp (/bin/busybox tftp) 
 将dlr引导程序echo到肉鸡运行,在引导程序中http get 

下载并运行成功后, 删除文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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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分析: loader-加载流程 

telnet连接 

发送 
用户名/密码 

执行ps命令 

从mount中 
获取可写的 
目录 

在可写目录下 
创建空文件 
dvrHelper 

从echo文件中 
获取硬件架构 

探测是否支持 
Wget和tftp 

Wget获取mirai 
命令为dvrHelper 

tftp获取mirai 
命令为dvrHelper 

Echo dlr文件到肉鸡 
命令为upnp 

执行dlr程序, 
获取mirai 
命令为drvHelper 

执行mirai程序 

清除文件 在可写目录下 
创建空文件up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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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分析: cnc 
监听2个端口,  接受处理3个角色的数据: 
 
端口23:    
  1) 肉鸡:  肉鸡启动时连接cnc,  上传信息包括: 版本信息、平台类型 
  2) 管理员:  添加可以发起攻击的用户、设置用户最大肉鸡数量、或者自己发起攻击 
端口101:  3) 攻击用户:  用户向此端口发送攻击指令 

 所有用户保存在mysql数据中,发起攻击必须提供密码, 并且是最近24小时付过费的用户,使用
的肉鸡数量不能超出预设的。 

 肉鸡与控制中心之间每隔1分钟保活一次， 
 控制中心与肉鸡通信失败则认为肉鸡掉线。 
 肉鸡会定时尝试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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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分析: bot 

1. 获取本地源IP:   
        对于多IP的肉鸡有效,如果ddos时使用的外网不可达的源IP，攻击会失效。 
        主动连接8.8.8.8   dns服务器，从合法连接中获取。 

一些编码小技巧： 

2. 保证单实例运行:   
       不同肉鸡可能扫出同一个IP，因此单实例运行很有必要。 
 
       监听127.0.0.1的48101端口，启动时bind，如果失败则认为已经有实例运行，kill掉老的； 
       对于已经运行的实例，发现有人连接自己，主动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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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分析: bot 

3. 隐藏自己 
        将自己的进程名称设置成随机的字符串 

4. 关闭watchdog 
 

5. 杀掉开放端口 
 

6. 加密常量字符串 
 

7. 反gdb调试 
 

8. 扫描时过滤掉不必要或敏感IP 
 

9. 快速的原始套接字实现的telnet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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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分析 

bot：  
 子进程单线程死循环发包, 攻击时间到后, 直接kill掉发包进程 
 可指定目的IP范围，在IP范围内随机选择攻击对象 
 大部分攻击可指定多种攻击参数的组合 

 syn flood 
 ack flood 
 http flood 
 udp flood 
 dns flood 
 gre flood 

支持的攻击类型: 



WWW.NSFOCUS.COM 

DDoS分析 

1. synflood  

 带options字段,可过syn 64算法 
 原始套接字发包,伪造源IP,不支持协议栈,过不了3秒重传和cookie 

防护方法 

3秒重传和syn c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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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分析 

2. ackflood  

1)  带负载的简单ack攻击 

 负载可随机 
 原始套接字发包,伪造源IP,不支持协议栈,过不了3秒重传 

2) 能过防火墙的ack攻击 

  攻击之前先正常连接一次,获取到合法的5元组信息 
  不关闭连接，利用得到的5元组循环发包，仍然是原始套接字 
  seq序列号自增(但每次只自增1,而不是payload长度) 

 
对于旁路的ADS，由于攻击之前的正常连接不经过ADS，因此后续的
ACK攻击和第一种简单ACK攻击没有区别，仍然过不了算法 

防护方法 

3秒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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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分析 

3. httpflood  

1)    流量性post攻击 

2) 高级cc攻击 

支持完整的tcp/ip协议栈,  每个肉鸡最多256个连接 

 负载随机 
  每个请求post 80M数据 
 完成后断开重新开始连接并攻击 

 完整的http解析, 类浏览器行为, 并且可以从body中解析cookie 
 支持chunk解码, 从头部解析重定向、cookie等信息 
 代码中有明确的过cloudfare和ddosarrest公司的算法 
         ddosarrest: 从body中提取cookie 
 cloudfare可能的还没完成 

防护方法 
url重定向 

防护方法 

图片验证,js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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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分析 

4. udpflood  

1)  普通udp攻击 

 负载随机,长度可达1460 
 原始套接字发包,伪造源IP 

2) 固定负载的udp攻击(TSource Engine Query,游戏引擎攻击) 

 负载固定, 最长100个字节,内容预先内置在mirai中 
 原始套接字发包,伪造源IP 

3)  支持IP分片的udp攻击 

 真实源ip, 完整的协议栈发包 
 每个包64K长度，依靠协议栈分片 

防护方法 

限速,分片包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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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分析 

5. dnsflood  

 攻击对象为肉鸡自己的dns服务器(从/etc/resolve中获取),或一些常用dns服务器(如下图) 
 原始套接字, 真实源IP 
 完整的dns请求报文，循环发包, 不解析响应 

防护方法 

TC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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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S分析 

6. greflood  

 支持封装IP+UDP+应用层数据 
 支持NVGRE(虚拟二层网络), 封装以太+IP+UDP+应用层数据 
 可指定源IP攻击 
 可设置封装报文中的目的地址与外层目的地址一致 

 

防护方法 

默认丢弃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