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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aCry勒索軟體行為摘要 

 WanaCry 軟 體 ( 主 程 式 名 稱 mssecsvc.exe) 之 MD5 雜 湊 值 為

DB349B97C37D22F5EA1D1841E3C89EB4 ， 執 行 後 會 創 建 四 個 檔 案

tasksche.exe、Taskdl.exe、@WanaDecryptor@.exe、Taskse.exe。 

 主程式 mssecsvc.exe 於執行期間，具大量對外連線 445 網路埠行為，嘗

詴進行本體擴散。 

 tasksche.exe 程式會先針對檔案進行加密，再刪除原檔案，並新增原檔

同大小檔案企圖覆蓋原檔案位置(嘗詴對被刪檔案進行救援作為，可成功

救回部分遭刪檔案)。 

 @WanaDecryptor@.exe 程 式 會 執 行 機 碼 寫 入 作 業 ， 位 置 為

REGISTRY\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emxsssho787，旨提供該軟體可隨電腦系統重開機時自動執行之。 

 @WanaDecryptor@.exe 程式亦會對外連線，其中包含利用 Tor機制匿蹤來

源。 

分析環境 

如下圖一所示，整備 Windows 7 SP1 x64 虛擬環境 VM 三式，於區域網路進行此

勒索軟體行為分析作業。其中，WanaCry 軟體主程式於「攻擊發起 VM」執行，

於該環境安裝 system explorer 工具觀察其行程呼叫與檔案創建情形，與 wireshark

軟體觀察其對外網路行為。二式「受害端 VM」開啟網路芳鄰服務，並具網路芳

鄰服務使用紀錄，以供觀察此勒索軟體擴散行為。 

圖一、勒索軟體分析環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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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aCry 勒索軟體行為分析 

步驟一：以管理者權限於 Windows 7 x64 環境執行 mssecsvc.exe 程式，並以 system 

explorer 工具觀察其行程呼叫行為與檔案創建情形。母體程式

mssecsvc.exe 先創建 tasksche.exe 程式並呼叫執行之，再由 tasksche.exe

創建@WanaDecryptor@.exe、 Taskdl.exe 與 Taskse.exe 三程式並呼叫執

行之。且觀察程式 mssecsvc.exe 於執行期間，具大量對外連線 445 網路

埠行為。行程執行關聯如下圖二所示，mssecsvc.exe 對外連線 445 網路

埠行為如下圖三所示。 

 

圖二、mssecsvc.exe 等五行程執行關聯圖 

圖三、mssecsvc.exe 對外連線 445 網路埠行為側錄 

mssecsvc.exe tasksche.exe Taskdl.exe 

@WanaDecryptor@.exe 

Taskse.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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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於上述程式共犯架構下，觀察其於檔案系統中之行為，除\ProgramData, 

\Program Files, \Program Files  (x86), \Intel, \AppData\Local\Temp, \Local 

Settings\Temp, \WINDOWS 等資料目錄未受影響外，會先針對之下述副

檔名檔案案例逐一進行加密作業，並產生 wncry 副檔名之加密檔案於原

資料目錄，如圖四所示。 

.doc, .docx, .xls, .xlsx, .ppt, .pptx, .pst, .ost, .msg, .eml, .vsd, .vsdx, .txt, 

.csv, .rtf, .123, .wks , .wk1, .pdf, .dwg, .onetoc2, .snt, .jpeg, .jpg, .docb, .

docm, .dot, .dotm, .dotx, .xlsm, .xlsb, .xlw, .xlt, .xlm, .xlc, .xltx, .xltm, .

pptm, .pot, .pps, .ppsm, .ppsx, .ppam, .potx, .potm, .edb, .hwp, .602, .sxi

, .sti, .sldx, .sldm, .sldm, .vdi, .vmdk, .vmx, .gpg, .aes, .ARC, .PAQ, .bz

2, .tbk, .bak, .tar, .tgz, .gz, .7z , .rar, .zip, .backup, .iso, .vcd, .bmp, .png, 

.gif, .raw, .cgm, .tif, .tiff, .nef, .psd, .ai, .svg, .djvu, .m4u, .m3u, .mid, .w

ma, .flv, .3g2, .mkv, .3gp, .mp4, .mov, .avi, .asf, .mpeg, .vob, .mpg, .wm

v, .fla, .swf, .wav, .mp3, .sh, .class, .jar, .java, .rb, .asp, .php, .jsp, .brd, .s

ch, .dch, .dip, .pl , .vb, .vbs, .ps1, .bat, .cmd, .js, .asm, .h, .pas, .cpp, .c, .

cs, .suo, .sln, .ldf, .mdf, .ibd, .myi, .myd, .frm, .odb, .dbf, .db, .mdb, .acc

db, .sql, .sqlitedb, .sqlite3, .asc, .lay6, .lay, .mml, .sxm, .otg, .odg, .uop, .

std, .sxd, .otp, .odp, .wb2, .slk, .dif, .stc, .sxc, .ots, .ods, .3dm, .max, .3ds

, .uot, .stw, .sxw, .ott, .odt, .pem, .p12, .csr, .crt, .key, .pfx , .der 

完成後再將原檔案刪除，如圖五所示。 

圖四、勒索軟體對檔案加密行為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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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勒索軟體刪除檔案行為觀察記錄 

並於原檔案刪除完成後，出現如下圖六所示之勒索軟體提示畫面，

告知受害者電腦狀況與恢復文檔的方法。 

圖六、勒索軟體提示畫面 

步驟三：將 tasksche.exe 程式置於 Windows 7 沙箱環境執行，觀察程式與其創建

子程式之動態行為，其中各程式行為如下： 

1. tasksche.exe 程式：執行檔案加密、檔案刪除及新增(覆蓋用)檔案作

業。 

2. Taskdl.exe 程式：執行暫存檔案清除作業。 

3. @WanaDecryptor@.exe 程式：執行機碼寫入於 

REGISTRY\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

URRENTVERSION\RUN\emxsssho787(如圖七) ，旨提供該軟體

可隨電腦系統重開機時自動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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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WanaDecryptor@.exe 程式寫入機碼位置 

 

並創建 taskhsvc.exe程式開啟 9050埠，且以隨機方式對外連線，並透過 IP Location 

Finder 查詢其 IP 位置所在國境，與查詢 whatismyipaddress.com 資料

列舉 Tor 主機資訊如下。 

 

尚存活主機： 

154.35.175.225:443(位於美國境內) 

86.59.21.38:443(位於奧地利境內，Tor 主機) 

51.254.101.242:9001(位於法國境內) 

81.7.10.93:31337(位於德國境內，Tor 主機) 

171.25.193.77:443(位於瑞典境內，Tor 主機) 

199.254.238.52:443(位於美國境內) 

212.47.230.49:9001(位於法國境內，Tor 主機) 

37.187.22.87:9001(位於法國境內) 

193.23.244.244:443(位於德國境內) 

51.254.246.203:9001(位於法國境內) 

85.235.250.88: 443(位於丹麥境內，Tor 主機) 

 

已離線主機： 

171.25.193.9:80(位於瑞典境內) 

 



 

7 

 

TWCERTCC-MIFR-2017001 

下圖八為 tasksche.exe 等程式共犯架構於 Windows 7 沙箱環境下，執行之程式行

為呼叫圖。 

圖八、tasksche.exe 等程式行為呼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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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防範措施 

經觀察主程式 mssecsvc.exe 於執行期初期，嘗詴對外發出 DNS 名稱解析請求，

網域名稱為：www.iuqerfsodp9ifjaposdfjhgosurijfaewrwergwea.com，如圖九[註]。 

 

圖九、DNS 請求網域名稱觀察資料 

若成功對其連線，則該程式即停止運作。 

研判為該勒索軟體反制沙箱作為。經反向分析 mssecsvc.exe 程式，可知會檢查

http://www.iuqerfsodp9ifjaposdfjhgosurijfaewrwergweao 網址(kill-switch domain)是

否可連線，若無法連線，則進行後續程式行為，包含檔案加密、蠕蟲擴散行為等，

如圖十所示。 

 

註：變種病毒會更改 DNS 名稱解析請求之網域名稱，如

www.ifferfsodp9ifjaposdfjhgosurijfaewrwergwea.com，請參

http://www.freebuf.com/articles/system/1346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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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勒索軟體擴散 Kill Switch 佐證資訊 

然而，該網址已被資安人員發現後付費註冊，因此可暫緩目前版本之攻擊行為，

但攻擊者只要將網址稍加修改為另一個不存在之網址，即可輕易變型後重新發動

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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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救援 

根據章節三步驟二中，由 system explorer 工具觀察勒索軟體初步行為後，再由

Directory Monitor 工具紀錄此勒索軟體對檔案之行為。可得知此勒索軟體行為會

先對檔案進行加密(如圖十一)，再將原檔案進行刪除動作(如圖十二)，並立即於

C:\Windows\temp 資料夾下新增一個與遭刪除之檔案同大小之 WNCRYT 副檔名

檔案(推測其目的在覆蓋被刪除檔案所在之磁碟位置)。因此推測該勒索軟體工作

流程為先將原檔案讀取到記憶體中完成加密，然後產生一個加密檔案，再刪除原

檔案。是故，原先於電腦檔案系統中的檔案並未直接被加密，只是被刪除，而被

加密的檔案僅為原來副本。基此，有機會可藉由檔案救援軟體進行檔案復原。 

圖十一、勒索軟體對檔案加密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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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勒索軟體刪除檔案觀察紀錄 

 

經 Piriform Recuva 軟體實測檔案救援後，救回部分原遭加密後刪除之檔

案。下圖十三為檔案遭勒索軟體加密後狀況圖示，圖十四為遭刪除檔案

救援成功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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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檔案遭勒索軟體加密後 

圖十四、遭刪除檔案救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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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軟體應變作為 

1. 確認電腦無法連上網路，使用有線網路者拔除網路線，使用無線網路者亦須

確保無法連上網路（例如關閉 Wifi 分享器電源或拔除 3/4G 無線網卡）。 

2. 將電腦開機進到安全模式（大部份電腦在 Windows 畫面出現前長按 F8 即可

進入安全模式選單），或透過外接安全的系統進行開機。 

(1) 將重要資料複製到外接式硬碟（備份完請記得將外接硬碟拔除！）。 

(2) 若尚未安裝修補程式者，請依照作業系統版本安裝適合的修補程式，可

連上網路下載修補程式，或使用隨身碟把檔案移至電腦內。 

(3) 斷網並重新開機進到一般模式後安裝修補檔。 

3. 若電腦開機進入一般模式，出現疑似中勒索軟體現象(如桌面檔案出現異常無

法打開)，即刻拔除電源或關機(使用筆電者請亦將筆電電池移除)，並確認電

腦無法連上網路，使用有線網路者拔除網路線，使用無線網路者亦須確保無

法連上網路（例如關閉 Wifi 分享器電源或拔除 3/4G 無線網卡）。 

 後續處置作法： 

(1) 未被加密的重要資料備份：使用安全模式開機或透過外接安全的系統

進行開機，將還尚未被加密的重要資料複製到外接式硬碟（被加密的

檔案目前還尚未有任何解密方法）。 

(2) 系統恢復： 將受駭電腦硬碟格式化後重灌至最新版官方作業系統。 

4. 若無中勒索軟體現象，即刻將重要資料備份，備份資料離線保管。 

若要確認是否有感染，可搜尋磁碟中是否有.wncry 附檔名檔案，若有或疑似

已中 wanacrypt0r 2.0 病毒，續照步驟 3 方式處理；若沒有則可能尚未中毒 。 

5. 若電腦中原無安裝防毒軟體，可下載微軟官方所提供之防毒軟體 Windows 

Defender，可針對系統中的惡意程式 WannaCryptor 提供偵測並清除。Windows 

Defender 下載位置: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help/14210/security-essentials-download 

6. 隨時更新修補程式及防毒軟體至最新版本，使用防火牆並關閉不需要之通訊

埠及應用程式權限，以確保電腦安全無虞，不要因為一時方便開啟不必要的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help/14210/security-essentials-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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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而導致系統出現漏洞。另對防火牆及 IDS/IPS 等設定部份，建議設定

可阻擋 WannaCry 所使用 MS17-010 漏洞之特徵或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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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資訊 

免付費專線：0800-885-066  

電子郵件：twcert@cert.org.tw  

資安事件通報 03-4115387 或 02-23776418  

傳真 03-471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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