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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7 年 5 月 12 日，全球傳出大量遭 WannaCry 勒索軟體攻擊

之災情，並經多家資安公司與團體報導 [1-8]。ENDGAME 於 2017 

年 5 月 14 日公布了 WannaCry 之程式運作流程圖 [5]，本報告將

其翻譯調整後，如下圖所示。本報告以 IDA Pro逆向工程檢測工具 [9] 

對 WanaCry勒索軟體之主程式 mssecsvc.exe 進行逆向分析，驗證其

流程中各步驟之對應逆向程式碼，依序分別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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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naCry逆向工程分析 

 

 

圖 1、WannaCry 勒索軟體運作流程圖[9] 

1. 檢查特定不存在網域是否可連線 (kill-switch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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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些檢測惡意程式的沙箱會自動回覆所有網址之請求，因此

WanaCry 會嘗試連線此不存在之網域，若可成功連線，則代表此

時惡意程式運作於沙箱環境中，而不進行後續之加密行為，以避

免被偵測到。所分析樣本連線之網域為

www.iuqerfsodp9ifjaposdfjhgosurijfaewrwergwea.com。 

 

 

圖 2、 kill-switch 網域分析 

然而，該網域已被資安人員發現後付費註冊 [10]，因此可暫緩目

前版本之蠕蟲攻擊，但攻擊者只要稍加修改，將網域改為另一個不存

在之網域，即可輕易變型後重新發動攻擊。 

2a 釋出執行程式 tasksche.exe 

mssecsvc.exe 主程式為一 PE 型態之可執行檔案，為母體病毒程

式，其程式碼之 Resource 區段包含一 R 欄位，其中包含一編號為 

1831 之資源，如下圖所示。 

 

圖 3、 mssecsvc.exe 資源內容分析 

mssecsvc.exe 主程式會於運作過程中建立 tasksche.exe 檔案，並

將該編號 1831之資源內容寫入 tasksche.exe 檔案中。而 tasksche.exe 

http://www.iuqerfsodp9ifjaposdfjhgosurijfaewrwergw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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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負責進行檔案加密之主程式。 

 

圖 4、 mssecsvc.exe 釋出 tasksche.exe 程式分析 

2b. 透過網路芳鄰弱點攻擊進行擴散 

該程式利用 CVE-2017-0144 網芳遠端取得控制權弱點進行攻擊，

並嘗試對外網及內網 IP 進行擴散。 

(1) 啟動兩個執行緒，分別執行內網擴散與外網擴散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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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內外網擴散分析 

(2) 內網擴散函式中，針對目前電腦所屬網段中所有 IP 位址建立

攻擊目標列表，並對每個攻擊目標 IP 位址開啟一執行網芳弱

點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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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內網擴散分析 

 

圖 7、 目前電腦所屬網段中所有 IP 位址建立攻擊目標列表 

(3) 外網擴散函式中，隨機挑選多組 IP 位址，並對每一組 IP 位

址開啟一執行緒對其發動網芳弱點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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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外網擴散分析 

不論是內網或外網弱點攻擊，皆會先判斷被攻目標是否已經存在 

doublepulsar 後門程式，若存在則直接下指令安裝母體。若不存在，

則將網芳攻擊封包送出，其中包含一 doublepulsar 後門程式，這一

後門程式允許在系統上安裝和啟動惡意軟體等其他軟體 [1]。攻擊成

功後送出一 shellcode 惡意程式碼給後門程式，該 shellcode 惡意程

式碼中內含一 DLL 檔 (MD5: 

707282FC5832E4674A2B5904B4115202)，其中包含一名為 PlayGame 

之函式，而該 DLL 之 Resource 區段包含一 W 之欄位，其中包含

一編號為 101 之資源。shellcode 惡意程式碼執行時，會呼叫其中之 

PlayGame函式，於該資源中第 5 byte 開始取出母體 mssecsvc.exe 

程式內容，並於存檔後執行，以達到擴散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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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網芳弱點攻擊、安裝後門、與控制後門分析 

 

圖 10、 shellcode 內含 dll 之進入點函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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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dll 資源內容分析 

 

圖 12、 dll 運用資源程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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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釋出 mssecsvc.exe 程式分析 

2c. 將一加密壓縮檔進行解壓縮 

tasksche.exe 程式亦為一 PE 型態之可執行檔案，其程式碼之 

Resource 區段包含一 XIA 欄位，其中包含一編號為 2058 之資源，

如下圖所示。 

 

圖 14、 tasksche.exe 資源內容分析 

此資源內容為一加密之壓縮檔，tasksche.exe 會將此資源內容以 

WNcry@2ol7 之密碼進行解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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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解壓縮密碼 

 

圖 16、 解壓縮程式分析 

解壓縮後之檔案如下。 



 

12 

 

TWCERTCC-MIFR-2017003 

 

圖 17、 解壓縮後結果 

各檔案列表及用途如下表。 

表 1. 檔案列表及用途 

b.wnry 桌面背景圖片 

c.wnry 設定檔，包含洋蔥功能變數名稱、比特幣位址、Tor下載地址等 

r.wnry 提示檔，包含被勒索提示資訊 

s.wnry zip 檔，包含 Tor用戶端 

t.wnry 被加密之 AES 金鑰及被加密之 DLL 檔 

u.wnry 與受害者互動介面，包含通信路由和密碼驗證 

f.wnry 可免付贖金解密的文件列表 

3. 讀取設定檔 

其中之 c.wnry 為一設定檔，檔案中包含洋蔥匿名服務站點、比

特幣電子錢包位址、與 Tor客戶端程式下載地址等資訊。 洋蔥匿名

服務站點包括：gx7ekbenv2riucmf.onion、57g7spgrzlojinas.onion、

xxlvbrloxvriy2c5.onion 、 76jdd2ir2embyv47.onion 、 與 

cwwnhwhlz52maqm7.onion。 

圖 18、 Tor 服務站點地址 

Tor 客 戶 端 程 式 之 下 載 地 址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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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ist.torproject.org/torbrowser/6.5.1/tor-win32-0.2.9.10.zip。 

圖 19、 Tor 客戶端程式之下載地址 

除上網下載外，s.wnry 檔案中亦包含 Tor 之客戶端程式。 

圖 20、 s.wnry 中之 Tor 客戶端程式 

c.wnry設定檔中包含三個比特幣 (Bitcon) 電子錢包位址，並隨機

挑 選 其 中 之 一 作 為 交 付 贖 金 帳 號 ， 分 別 為 

115p7UMMngoj1pMvkpHijcRdfJNXj6LrLn、12t9YDPgwueZ9Ny 

Mgw519p7AA8isjr6SMw 、 及

13AM4VW2dhxYgXeQepoHkHSQuy6NgaEb94。 

 

圖 21、比特幣 (Bitcon) 電子錢包位址 

 

https://dist.torproject.org/torbrowser/6.5.1/tor-win32-0.2.9.10.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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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運用電子錢包位址之程式分析 

4. 隱藏資料夾 

為保護檔案不被輕易發現及不受權限控管限制，tasksche.exe 執行 

attrib +h .指令將資料夾隱藏，並執行 icacls . /greant Everyone:F /T 

/C /Q 指令，開放其權限給所有使用者。 

圖 23、 隱藏資料夾指令 

5. 載入一 RSA公鑰，並將一加密之 DLL 以 AES 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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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naCry 運作過程中運用了多把 RSA 與 AES 金鑰，整體運作

流程如下圖所示。首先，tasksche.exe 會將內嵌於其內一個命名為 

RSA2 之 RSA私鑰 (Pri1) 載入，之後，將 t.wnry 檔案中包含之

被加密 AES 金鑰，以 Pri1 解出，最後，便以所解出之 AES 金

鑰將 t.wnry 內之被加密 DLL 解密後執行之。解密後之 DLL 執

行時會先將內嵌於其內、命名為 RSA1 之 RSA公鑰 (Pub2) 載入，

此金鑰所對應之私鑰為勒索者所掌控，理論上若可取得 Pub2 對

應之私鑰，所有遭該版本勒索軟體加密之檔案皆可復原。接續，

此 DLL 動態產生一組每個受害者不同之 RSA 公鑰 (Pub3) 與

私鑰 (Pri3)，並將 Pub3 保存於 000000000.pky 檔案中，而 Pri3 

則以 Pub2 加密後保存於 00000000.eky 檔案中。若可於某受害者

電腦中找出 Pri3，則可將該電腦之所有被加密檔案復原。最後，

實際加密受害者檔案時，此 DLL 會對每個檔案動態產生一個 

AES 金鑰，將檔案以此 AES 金鑰加密後，以 Pub3 將此 AES 金

鑰加密，並刪除原始檔案。 

圖 24、 檔案加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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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載入 RSA2 之逆向分析如下兩圖所示。RSA2 之儲存位置

位為 tasksche.exe 程式中 data 區段之 0x40EBF8 位址，tasksche.exe 

會於此處將 RSA2 金鑰載入。 

圖 25、 RSA2 解密金鑰 

圖 26、 載入 RSA2 之程式分析 

tasksche.exe 會於 t.wnry 檔案中讀入被加密之 AES 金鑰，並以 

RSA2 將 其 解 密 ， 得 到 一  128 bit 之  AES 金 鑰 

896F1BB014E66A6DC5ED5DD687D305 



 

17 

 

TWCERTCC-MIFR-2017003 

A4。再於 t.wnry 檔案中讀入被加密之 DLL，並以解密後之 AES 

金鑰，以 CBC (Cipher-block chaining) 區塊加解密模式將 DLL 解

出。 

圖 27、 RSA2 與 AES 加密程式分析 

圖 28、 內含被加密之 AES 解密金鑰之 t.wnry 檔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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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 TaskStart 函式執行 DLL 內容 

tasksche.exe 會宣告一 TaskStart 函式，其中內容為 DLL 位址，

呼叫此函式後，便會開始執行 DLL 內之程式。 

 

 

圖 29、 呼叫 dll 中 TaskStart 進入點程式分析 

7. 動態產生一組 RSA 加解密金鑰，並將解密金鑰加密保存 

在 DLL 中內嵌一名為 RSA1 之公鑰 Pub2，儲存於 1000CF40 

之位址。此公鑰所對應之私鑰為勒索者所掌控。DLL 將其載入之

後，動態產生一組 RSA 加密金鑰 (Pub3) 與解密金鑰 (Pri3)。接

續，將 Pub3 保存於 000000000.pky檔案中，以供後續加密運用，

並使用  Pub2 對  Pri3 進行加密保護，將其結果儲存於 

00000000.eky 檔案中，以待交付贖金後，便可透過勒索者掌控之

私鑰解出 Pri3，進而解密所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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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RSA1 加密金鑰 

 

圖 31、 運用 RSA1 保護動態產生公鑰，並儲存於 00000000.eky 

之程式分析 

8. 建立一名為 Global\\MsWinZonesCacheCounterMutexW 之 

Mutex，避免多個執行緒同時使用相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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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建立 Mutex 程式分析 

9、10. 將受害者檔案加密為 .WNCRYT 檔案 

當 DLL 對受害者檔案加密時，會對每一個檔案動態產生一個 

AES 金鑰，並以該金鑰對檔案加密。而該 AES 金鑰則會以 Pub3 加

密後，一併與被加密之檔案，儲存於附檔名為 .WNCRYT 之檔案中。 

圖 33、 加密後害檔案程式分析 

表 2 .WNCRYT 之檔案格式 

位址 數值 

0x0000 WANACRY! 字串 

0x0008 以 Pub3 加密後之 AES 金鑰長度 

0x000C 以 Pub3 加密後之 AES 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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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10C 檔案類型 

0x0110 原始檔案大小 

0x0118 原始檔案經 AES 加密後結果 

11. 執行 taskdl.exe 清除暫存檔案 

加密過程中之暫存檔，會由 taskdl.exe 程式清除。 

圖 34、 taskdll.exe 程式分析 

12. 設置開機啟動 

執 行 指 令  cmd.exe /c reg add 

HKCU\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CurrentVersion\Run /v <rand> /t REG_SZ /d task.exe /f，於 Windows 機

碼中加入開機執行程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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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設置開機啟動程式分析 

13. 執行與受害者互動之介面程式 @WanaDecryptor@.exe 

開啟行程執行 @WanaDecryptor@.exe 程式，此程式為與受害者

互動之使用者介面程式，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 36、 @WanaDecryptor@.exe 使用者介面 

圖 37、 執行 @WanaDecryptor@.exe 程式分析 

14. 建立 @WanaDecryptor@.exe 捷徑 

產生一 m.vbs 檔案，檔案內容為使用 VBScript 程式語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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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aDecryptor@.exe 之捷徑 @WanaDecryptor@.exe.lnk，最後將 

m.vbs 檔案刪除。VBScript 內容為： 

@echo off 

echo SET ow = WScript.CreateObject(\"WScript.Shell\")> m.vbs 

echo SET om = ow.CreateShortcut(\"%s%s\")>> m.vbs 

echo om.TargetPath = \"%s%s\">> m.vbs 

echo om.Save>> m.vbs 

cscript.exe //nologo m.vbs\r\ndel m.vbs 

 

圖 38、 建立 @WanaDecryptor@.exe 捷徑程式分析 

15. 產生 @Please_Read_Me@.txt 檔案，內含付款資訊 

將付款金額與 Bitcon 位址寫入 @Please_Read_Me@.txt 檔案中，

告知受害者如何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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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Please_Read_Me@.txt 檔案內容 

圖 40、 產生 @Please_Read_Me@.txt 程式分析 

16. 停止本機之郵件與資料庫服務 

若受害電腦架設 Microsoft Exchange、Microsoft SQL、或 MySQL 

服務，則 WannaCry 亦會將相關檔案如 .sql 資料庫檔進行加密。然

而，倘若服務正在執行中，則會造成原始檔案無法被刪除，因此將相

關服務皆中止，使其檔案之加密流程順利。因此執行以下指令： 

taskkill.exe /f /im Microsoft.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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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kill.exe /f /im MSExchange* 

taskkill.exe /f /im sqlserver.exe 

taskkill.exe /f /im sqlwriter.exe 

taskkill.exe /f /im mysqld.exe 

 

圖 41、 停止本機郵件與資料庫服務程式分析 

 

結論 

WannaCry 所包含之 kill-switch domain 判斷機制可透過註冊該

網域而阻擋其檔案加密運作，惟未來只要 WannaCry 變形為不包含

此機制，此方式便無效用。此外，WannaCry 新增加密檔案後並未將

原始檔案進行低階刪除，因此有機會利用檔案復原軟體復原被刪除檔

案 [11]。然而，未來若 WannaCry 變形為可將檔案刪除乾淨，則無

法透過此方式復原檔案。本報告之逆向分析結果，可作為資安防護業

者制定適宜特徵碼之參考，以防範 WannaCry 未來可能之變形攻擊。 

  



 

26 

 

TWCERTCC-MIFR-2017003 

參考資料 

[1] Martin Lee, Warren Mercer, Paul Rascagneres, and Craig Williams, 

MAY 12, 2017, “Player 3 Has Entered the Game: Say Hello to 

'WannaCry'”, Retrieved May 16, 2017 from: 

http://blog.talosintelligence.com/2017/05/wannacry.html 

[2] GReAT (Kaspersky Lab's Global Research & Analysis Team), May 

12, 2017, “WannaCry ransomware used in widespread attacks all 

over the world”, Retrieved May 16, 2017 from: 

https://securelist.com/blog/incidents/78351/ 

wannacry-ransomware-used-in-widespread-attacks-all-over-the-worl

d/  

[3] MalwareTech, May 13, 2017, “How to Accidentally Stop a Global 

Cyber Attacks”, Retrieved May 16, 2017 

from:  https://www.malwaretech.com/2017/05/how-to- 

accidentally-stop-a-global-cyber-attacks.html 

[4] FREEBUF, May 14, 2017,“WannaCry 蠕蟲詳細分析”, Retrieved 

May 16, 2017 from: 

http://www.freebuf.com/articles/system/134578.html 

[5] ENDGAME, Amanda Rousseau, May 14, 2017, “WCry/WanaCry 

Ransomware Technical Analysis”, Retrieved May 16, 2017 

from:  https://www.endgame. 

com/blog/wcrywanacry-ransomware-technical-analysis#.WRkXxlvdj

5I.twitter 

[6] Microsoft|TechNet, msft-mmpc, “WannaCrypt ransomware worm 

targets out-of-date systems”, Retrieved May 16, 2017 from: 

https://blogs.technet. 

microsoft.com/mmpc/2017/05/12/wannacrypt-ransomware-worm-tar

gets-out-of-date-systems/ 

[7] McAfee, May 12, 2017, “An Analysis of the WannaCry Ransomware 

Outbreak”, Retrieved May 16, 2017 from: 

https://securingtomorrow.mcafee.com/executive 

-perspectives/analysis-wannacry-ransomware-outbreak/ 

http://blog.talosintelligence.com/2017/05/wannacry.html
https://securelist.com/blog/incidents/78351/wannacry-ransomware-used-in-widespread-attacks-all-over-the-world/
https://securelist.com/blog/incidents/78351/wannacry-ransomware-used-in-widespread-attacks-all-over-the-world/
https://securelist.com/blog/incidents/78351/wannacry-ransomware-used-in-widespread-attacks-all-over-the-world/
https://www.malwaretech.com/2017/05/how-to-accidentally-stop-a-global-cyber-attacks.html
https://www.malwaretech.com/2017/05/how-to-accidentally-stop-a-global-cyber-attacks.html
http://www.freebuf.com/articles/system/134578.html
https://www.endgame.com/blog/wcrywanacry-ransomware-technical-analysis#.WRkXxlvdj5I.twitter
https://www.endgame.com/blog/wcrywanacry-ransomware-technical-analysis#.WRkXxlvdj5I.twitter
https://www.endgame.com/blog/wcrywanacry-ransomware-technical-analysis#.WRkXxlvdj5I.twitter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mmpc/2017/05/12/wannacrypt-ransomware-worm-targets-out-of-date-systems/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mmpc/2017/05/12/wannacrypt-ransomware-worm-targets-out-of-date-systems/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mmpc/2017/05/12/wannacrypt-ransomware-worm-targets-out-of-date-systems/
https://securingtomorrow.mcafee.com/executive-perspectives/analysis-wannacry-ransomware-outbreak/
https://securingtomorrow.mcafee.com/executive-perspectives/analysis-wannacry-ransomware-outbreak/


 

27 

 

TWCERTCC-MIFR-2017003 

[8] HITCON GIRLS, Ashley, Belinda, Turkey, 2017.05.15, 

“WanaCrypt0r Ransomware 緊急快問快答”, Retrieved May 16, 

2017 from: http://hitcon-girls 

.blogspot.tw/2017/05/wanacrypt0r-ransomware.html 

[9] Hex-Rays, “IDA Tutorials: General Purpose Tutorials”, Retrieved 

May 16, 2017 from: 

https://www.hex-rays.com/products/ida/support/tutorials/ 

[10] Malwarebytes LABS, Zammis Clark, “The worm that spreads 

WanaCrypt0r”, Retrieved May 16, 2017 from: 

https://blog.malwarebytes.com/threat-analysis 

/2017/05/the-worm-that-spreads-wanacrypt0r/ 

[11] TWCERT/CC, May 17, 2017, WanaCrypt0r (WanaCry) 勒索軟體行

為分析報告, Retrieved May 20, 2017 from:  

https://twcert-official-file.s3.hicloud.net.tw/ 

TWCERTCC-MIFR-2017001.pdf   

http://hitcon-girls.blogspot.tw/2017/05/wanacrypt0r-ransomware.html
http://hitcon-girls.blogspot.tw/2017/05/wanacrypt0r-ransomware.html
https://www.hex-rays.com/products/ida/support/tutorials/
https://blog.malwarebytes.com/threat-analysis


28 

TWCERTCC-MIFR-201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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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twcert@cert.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