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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門鐵克報告-Trojan.Taidoor: Targeting Think T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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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政摘要

過去三年來 Trojan.Taidoor 普遍使用在具有針對性的攻擊上面，尤其是在 2011 年
5 月過後，其攻擊活動大幅增加，其目前的主要目標為與美國和台灣國家安全事
務上有關的私人企業和具有影響力的國際智囊團，在這些組織中的服務部門的設
施也有可能成為目標之一，也就是作為攻擊主要對象的攻擊傳播媒介。
Trojan.Taidoor 的歷史可追溯到 2008 年 3 月與其使用的電子郵件攻擊手法則是在
2009 年 5 月，目前已經確認的主要有 14 個版本與 3 個獨立的 families，此威脅
正不斷因應攻擊者的需求不斷發展中。
二、

序論

自從 2009 年開始，許多政府組織與私人企業成為 Taidoor 的攻擊目標，但在 2011
年之後，其攻擊重點逐漸轉向與台灣利益一致的國際智囊團、製造業和國防供應
商，圖一說明過去三年來 Taidoor 對於各企業的攻擊目標轉移過程。

圖一、2009~2011 各行業被 Taidoor 攻擊的目標數
美國在 2011 年曾參與有關台灣空軍武力升級的會議，同一時間 Taidoor 開始針對
那些在南亞和東南亞政策與軍事策略上具有專長的個人、團體或是有影響力的智
囊團進行攻擊，雖然這並不是第一次對智囊團進行攻擊，但是這些持續且大量的
攻擊使其更加顯著。從圖二來看的話，可以發現在 2011 年這一年當中，5 月~10
月的攻擊特別顯著，而台灣在 2011 年 9 月 18~20 日所舉辦的美台國防工業會議
正剛好處於其攻擊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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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Trojan.Taidoor 目標電子郵件攻擊數量圖
雖然這些年來 Taidoor 的攻擊目標一直在轉變，但是其手法卻仍保持一致，目前
已知的攻擊媒介主要都是透過電子郵件並附加惡意程式，而這些惡意程式主要都
是針對一些已公開的系統或軟體漏洞，這也就是說並沒有像是 Zero-day 或是 RSA
等高度精密的攻擊方式出現。因此其攻擊手法主要偏向於持續對那些使用過期或
未更新補丁的使用者寄發大量與重複的電子郵件，藉此來破壞目標組織的網路。
此檔其它的部分將會更詳細地介紹這些攻擊，從 Taidoor 的攻擊階段一一做說
明。從製作具有針對性的電子郵件開始，到其附檔與附檔的組成要素：Taidoor
的 dropper 和負責與 C&C 伺服器溝通的內嵌和加密的後門木馬程式，在這還會
將 C&C 伺服器的功能揭示出來，包含觀察到的那些受害的第三方伺服器轉變為
攻擊者通訊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和分析過程中所捕捉到的攻擊者與受害電腦之間
的互動。
三、
1.

技術說明
電子郵件

這主要是 Taidoor 進行攻擊的主要關
鍵要素，根據圖三可得知目前寄發這
些具有針對性攻擊電子郵件的電子
郵件伺服器絕大部分來自台灣和美
國，但是其原產國還是取決於攻擊的
目標，像是來自法國的郵件中就會包
含有關巴黎 G20 的資訊，而來自土耳
其的電子郵件就會出現與目標同為
主耳其電子郵件的地址。
圖三、Taidoor 電子郵件原始的郵件伺服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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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具有針對性攻擊的電子郵件其內容是專門製作出來以誘騙目標點擊的，
主要會將這些電子郵件寄發給目標或是目標組織中的其他人員，寄發給其他
人員主要是目前最近的攻擊手法之一，主要是因為目標在難以誘騙的情況
下，如果透過其他價值的低的目標藉此在組織當中當作立足點的話，就有機
會向真正的目標進行攻擊。
目前 Taidoor 主要有兩種內容型態，第一種是比較簡單的，對於目標的研究背
景只需要少數或甚至不用瞭解，其內容通常為一個引人注意的主題、有趣的
圖片、簡短的資訊或是一個熱門的話題，藉此誘騙使用者打開附檔，像是圖
4。

圖四、一般的 Taidoor 電子郵件
第二種型態則是需要對目標的研究主題做些研究，因此在這方面的準備是比
較多的，在電子郵件上需要包含與目標相關的內容，主題、內文和附檔資訊
都可能誘騙使用者閱讀，而這通常是與目標相關的政策或是會議，特別是寄
件人的電子郵件也將被改成讓目標錯認為來自某會議或是在其領域中有信譽
的來源、認可的名字或是同事。
這舉出一個在 2011 年 10 月 24 所寄發的具有針對性的攻擊電子郵件如圖五，
在這一天當中目標電子郵件主要寄發給分別在 3 個不同組織的 25 個個體，使
用的是相同的惡意附檔，但主題與內容卻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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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具有針對性的 Taidoor 電子郵件
在這 25 封電子郵件當中，有 22 封主要透過台灣的電子郵件伺服器所寄出，
其目標主要是美國一些對於國際有影響力的智囊團，這些目標主要都是對於
東南亞軍事策略和政策上專精的專家，而這就是典型的 Taidoor 攻擊手法，不
管是不是真正感興趣的攻擊目標，但是這些稍加有關聯的目標也可提供有用
的資訊或是作為攻擊真正目標的墊腳石。
對於真正感興趣的攻擊目標可從檢查電子郵件寄發的頻率來看，以下用 X 先
生舉例說明，我們可以從圖六發現到 X 先生從 2011 年 6 月開始往後推算的
幾個月內，其具有針對性攻擊的電子郵件數量明顯大幅增加，而這持久的
Taidoor 攻擊也顯示出此目標比較難以誘騙與具有較高利益的價值考量。

圖六、以 X 先生為攻擊目標所寄發的電子郵件數量

5

資料來源：賽門鐵克(TWCERT/CC 譯)

2.

附檔

上述所提到的案例附檔為惡意的 PDF 檔案，但是這並不表示 Taidoor 只會利
用 PDF 而已，所使用的附檔型態包含 Microsoft 的 PowerPoint、Word、Excel
和一些可執行檔與 DLL 如圖七。

圖七、附檔型態的普及程度
雖然在最近的攻擊中，主要是以 Word 和 PDF 為最流行的攻擊媒介，不過這
幾年來由於漏洞不斷增加，因此附檔的格式也越來越廣，這也表明了 Taidoor
會隨著這些漏洞持續更新，且不是害怕嘗試新的攻擊而是透過這些已知漏洞
進行攻擊效果較為顯著。





Microsoft PowerPoint Malformed Record Remote Code Execution
Vulnerability (BID 18382)
Microsoft Word Malformed Data Structures Code Execution Vulnerability
(BID 21518)
Adobe Acrobat and Reader Multiple Arbitrary Code Execution and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BID 27641)



Microsoft PowerPoint Sound Data (CVE-2009-1129) Remote Code
Execution Vulnerability (BID 34839)
Adobe Reader and Acrobat ‘newplayer()’ JavaScript Method Remote Code
Execution Vulnerability (BID 37331)
Microsoft Excel ‘FEATHEADER’ Record Remote Code Execution
Vulnerability (BID 36945)
Adobe Flash Player CVE-2011-0611 ‘SWF’ File Remote Memory
Corruption Vulnerability (BID 47314)
Multiple Microsoft Products DLL Loading Arbitrary Code Execution



Vulnerability (BID 47741)
Adobe Acrobat and Reader CVE-2011-2100 DLL Loading Arbitrary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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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on Vulnerability (BID 48252)
特別注意到的是 Taidoor 都不是使用 Zero-day 進行攻擊，都是利用公開的系
統和軟體漏洞，因此著重於系統或軟體尚未進行補丁修補的目標。
圖八主要顯示了攻擊者在 2011 年所選擇的電子郵件附檔類型，從這我們可以
看到 2011 年 9 月所舉辦的美台國防工業會議這段時間內，附檔為 Word 的使
用頻率增加，這表示著在此期間使用 Word 來誘騙目標的機率是較為顯著的，
而像是上述所提到的漏洞 BID 47741，雖然這是比較新的漏洞，但與之前的
漏洞相較起來較為不顯著，因此還是會被替換成比較舊的。

圖八、2011 年電子郵件附檔型態的分析
此電子郵件的目的為誘騙目標打開惡意的附檔，此附檔的目標為暗中複製木
馬到目標的電腦並啟動它，而這之間並不會提醒目標已受害的事實。
針對前面所提到的 PDF 附檔，我們來檢驗一下將此檔案打開會發生甚麼事
情，此針對的是在 Adobe Reader 中漏洞也就是 BID 47314 這邊，可讓使用者
選擇要攻擊的程式碼，當此程式碼被解密之後，Dropper 便會將後門程式植入
目標的電腦，並將此惡意 PDF 轉變為正常的 PDF，藉此不讓目標察覺其已受
害。
圖九所顯示的內容為美聯社在 2011 年 10 月 24 日所出現的文章，主要被使用
來當作誘騙目標點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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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Taidoor 的 PDF 附檔
3.

Dropper

一旦目標打開惡意的附檔之後，便會將感染程序啟動，再來 Dropper 如果在
系統中建立的話，便會將以下這些合法程序開啟直到惡意的後門程式取代這
些程序：



services.exe
svchost.exe

後門程式的組成要件通常是 dropper 程式部分之中的一個加密的資源通道，
或是一個加密的二元陣列，圖十主要描述了當惡意附檔啟動時，其每個檔案
的感染流程與組成要件。

圖十、Taidoor 檔案設計

4.

pay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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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與 C&C 伺服器溝通的後門程式要件，會將 C&C 伺服器的配置資訊儲存
在「.data」之中，而此配置資訊包含了三個 C&C 伺服器與其連結的 Port 和
預設的睡眠時間。
一旦成功的在系統上安裝後門程式的話，便會透過 HTTP 協定與 C&C 伺服
器進行通訊。
5.

C&C 伺服器
(1) 協定
Trojan.Taidoor 使用 HTTP 協定與其 C&C 伺服器進行通訊，表一為其請求
的格式與內容：
http://[C&C_SERVER]:[PORT]/[RANDOM].php?id=[RAND][ID][OPTIONAL]

表一、HTTP 通訊格式
當在請求或回應訊息時，主要都會透過 RC4 來進行加密，而 RC4 的鑰匙
主要是透過受害電腦的網卡位置以字串的型式組成，像是 01-27-89
AB-CD-EF，而這就表示能夠透過[ID]來獲得 RC4 的鑰匙，因為每一個[ID]
對於控制伺服器來說唯一的。
而當 Trojan.Taidoor 在產生此[ID]的時候，主要會利用一種演算法，首先
會將所獲得的網卡位置已字串型式表示，如果未獲得網卡位置的話，便會
以默認值「01-01-01-01-01-01」表示，然後再將每一個「-」去掉之後，將
每一個字元值遞增，如果遇到「9」的話，便會將其設為「0」，例如
「01-27-89-AB-CD-EF」會轉變為「123890BCDEFG」。
Trojan.Taidoor 會定期根據 C&C 所配置的資訊發送給 C&C 伺服器一個空
的 GET 請求，而其睡眠時間間格中最短為 2 秒、最長則為 600 秒，伺服
器的回應中其第一個 Byte 為命令 ID，再來則是可搭配的參數，表二列出
命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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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Taidoor 的 C&C 指令
(2) 實際捕捉到的互動程序
我們的 honeypot 捕捉到攻擊者透過後門在下達指令的情況，表三主要列
出其活動，為 UTC 2 點 23 分 06 秒開始之後的第一個 60 秒紀錄。

表三、攻擊者透過後門下達命令的活動紀錄
安全緊急應變中心在攻擊者開始此活動之前啟動了命令列模式，其中
Taidoor 主 要 根 據 指 示 將 其 睡 眠 時 間 間 格 設 置 為 1 秒 以 方 便 改 善
Trojan.Taidoor 的攻擊者在發送命令之後的回應時間，接下來的 60 秒內主
要是攻擊者在尋找有關受害電腦的以下資訊：







目前「Documents and Settings」資料夾的內容與系統有哪些使用
者？
「Recently Used Documents」項目中的內容
「Program Files」資料夾中的內容：安裝了哪些軟體？
桌面上的內容
目前開放的 TCP/IP 連結清單
可用的網路連結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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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攻擊者在受害電腦中搜尋資訊之後，如果此為不感興趣的目標的話，攻
擊者便可透過此電腦對其他價值更高的電腦透過下載額外工具等方式進
行網路感染以協助其在網路中潛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自動化的
流程，而是真正有攻擊者坐在另外一端輸入這些指令。
(3) 受害的第三方伺服器
許多基本的偵查都會透過 Trojan.Taidoor 所利用的 C&C 伺服器來進行，而
這些 C&C 伺服器有時後似乎好像是受害的第三方伺服器，而非租用的伺
服器，這些受害的伺服器主要是用來隱藏攻擊者的真實位置，根據圖十一
調查顯示 Trojan.Taidoor 的 C&C 伺服器最有可能的位置在美國和台灣。

圖十一、C&C 伺服器所在國家
圖十二所表示的為一個受害的第三方伺服器，通常會做這樣的汙損可能代
表著此電腦上的服務微不足道、沒有進行補丁修補貨是維護不良等等。

圖十二、先前受害的 C&C 伺服器
6.

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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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發現到至少有 14 個不同的 Trojan.Taidoor 變種，最早
發現的時間為 2008 年 3 月 11 日，隨著時間的推移，Trojan.Taidoor 本身的版
本資訊並不會跟著轉變，會轉變的主要為後門要件程式碼方面的修改，這就
表示著不同的 PE 執行檔擁有相同的程式碼區段，不同的在於 C&C 伺服器詳
細資訊攻擊中的 data 區段。
根據圖十三顯示有些版本已廣泛使用，但有些版本其存活時間非常短，而其
中還可以觀察到其後門版本之間很少有重疊部分，這表示其版本主要是由一
個單一的實體負責開發，因為如果是由多個實體共同開發的話，那麼將會有
很多版本存在且互相重疊。
其中最廣泛的版本為第 13 個版本，主要目標使用於智囊團。

圖十三、以 PE 程式碼區段相似度為基準的 Trojan.Taidoor 版本演進
圖十四主要為電子郵件時間的比較而不是編譯時間的比較，許多後門的版本
有某種程度上的重疊，但之後再使用的則是不同的版本，而這情形也鞏固了
上述所假設的其版本是為單一實體所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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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透過電子郵件散佈的 Trojan.Taidoor 版本演進
7.

活動模式

根據一些觀察可以發現這些伺服器會在某一個時間點醒來發出一個連結重置
或是回傳一個「HTTP 404」的訊息，而這時間通常發生在 UTC 1 點~8 點之
間。
8.

攻擊者概況

將這些 Taidoor 的攻擊歸屬於某一個團體是比較不可能的，由於 Taidoor 的攻
擊當中其版本會隨著後門的版本演進且比較一致，因此比較偏向於全職的個
體，然而這還需要有一些額外的 C&C 伺服器基礎設施，所以這也有可能是
由具有組織規模且其團員都具有某種程度的駭客攻擊能力的團體，藉此將此
工作妥善配置，對不同的攻擊階段給予特別的角色來進行攻擊。
雖然這些行動是由某些人所組成的，但根據其不使用 Zero-day 進行攻擊來
看，其資源是有限的，但其 C&C 伺服器大部分都是由受害的第三方伺服器
所組成，因此可以判定此組織並沒有一定的資金來源。
根據模式顯示與 C&C 伺服器進行溝通的時間主要發生在 UTC 1 點~8 點之
間，圖十四顯示了世界各地不同國家所代表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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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世界各地時區
除此之外，透過其所寄發的電子郵件可以發現到該組織對於使用英文與繁體
中文撰寫電子郵件上有一定的水準能力。
雖然其動機難以確定，但自從 2011 年之後，從其目標的轉變來看，可以發現
到其最初目標是分散的，之後則轉變為專注於特定類型的政策目標也就是智
囊團，且著重在「美台交易」這主題上。
因此這主要探討的主題在於這些駭客最感興趣的議題是什麼，對於相關議題
最有可能影響到的是哪些私人企業或智囊團等等。
四、

總結

Trojan.Taidoor 的基本攻擊手法為製作一個具有針對性目標的電子郵件並附加惡
意檔案，其主要特徵是此攻擊會持續且積極的進行攻擊，從 Taidoor 的版本變動
和目標的轉換，可以發現這些攻擊將會是持續與永無停止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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