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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訂 MBR 覆寫、MFT 加密與檔案加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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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訂 PsExec 與 WMIC 擴散行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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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wrap (Petya) 勒索軟體行為摘要 

 Petwrap (Petya) 主 體 程 式 名 稱 為  perfc.dat (MD5: 

71B6A493388E7D0B40C83C E903BC6B04) 。 該 程 式 透 過 永 恆 之 藍 

(EternalBlue) 之 SMB (port 445) 攻擊工具，對內網進行擴散攻擊。 

 該主程式所具有之權限：(1)該程式正常被執行起來會具有與使用者相同

權限 (可能非管理者權限，亦可能為管理者)；(2) 若為透過 SMB 擴散攻

擊啟動，則該程式具有 Windows 最高權限 System。 

 主體程式執行後會檢查該程式所具有之權限，若為 (1) 管理者 (含) 以

上，則會檢查 C:\Windows 資料夾中是否存在一與該程式相同檔名 

(perfc) 之檔案。若該檔案存在則結束程式，若不存在則建立該擋案，並

進行本機 MBR 覆寫攻擊，再進行後續之檔案加密程序。研判此機制是為

了避免於內網擴散時重複執行該程式；(2) 非管理者權限，直接進入檔案

加密程序。 

 MBR 覆寫攻擊：改寫本機之 MBR 資訊，並建立一系統排程，使受害電腦

於一段時間後重新開機執行 MBR 中程式。該程式係以 Salsa20 加密演算

法進行 Master File Table 加密，並顯示交付贖金訊息，要求受害者支

付 300 美元等價之比特幣，惟未提供正確之解密機制。 

 未遭 MBR 覆寫攻擊：被加密檔案之 AES 金鑰會被 RSA 公鑰加密後儲

存於每個磁區的 README.txt 中。因此若將此資訊交給勒索者，技術上

勒索者可以對應之 RSA 私鑰還原加密檔案之 AES 金鑰，惟仍無法保證

勒索者會提供此服務。 

 防範疫苗：使用者可於 C:\Windows 資料夾中，增加一 perfc(無副檔名) 

檔案，以及一 perfc.dat (設為唯讀)檔案，防止管理者權限使用者遭攻

擊後之後續 MBR 覆寫、Master File Table 加密及檔案加密攻擊，或者

遭擴散攻擊後感染此程式。然而，若攻擊者將攻擊程式之檔名與副檔名修

改 (如改為 abc.xyz)，則上述兩種疫苗皆無效。 

 

Petwrap (Petya) 勒索軟體之逆向與行為分析 

Petwrap (Petya) 主 體 程 式 檔 案 名 稱 為  perfc.dat (MD5: 

71B6A493388E7D0B40C83CE903BC6B04) [1] ，此為一  DLL (Dynamic-Link 

Library) 檔案。執行流程如圖 1-3 所示，說明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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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Petwrap (Petya) 勒索軟體主程式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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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管理者 (含) 以上權限之重開機執行流程 

 

 

圖 3、非管理者權限之重開機執行流程 



 

5 

 

TWCERTCC-MIFR-2017005 

主體程式檔案對外開放函式僅有一個，名為 perfc.1，如圖 4。 

 

圖 4、perfc.dat 對外開放函式列表 

偵測程式所具有之權限  

程式執行後，先檢查程式所具有之權限，若使用者有關機/重開機權限，則

將 dword_1001F144 值之最低位元設為 1，若有 SeDebug 權限 (管理者)，則將

第二低位元設為 1，如圖 5。據以判斷當具有管理者權限時，則進行 「程式中

止 (判斷 perfc 檔案是否存在) 機制」及 「MBR 覆寫攻擊」，如圖 6。 

  

圖 5、判斷程式所具有之權限 

檢查是否具管理者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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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管理者權限可執行行為 

程式中止機制 

程式中止 (判斷 perfc 檔案是否存在) 機制，為檢查 C:\Windows 資料夾中

是否存在一與自身相同檔名 (perfc) 之檔案，若存在則結束程式，若不存在則建

立該檔名之檔案，如圖 7。研判此機制是為了避免於內網擴散時重複執行該程式，

造成重複加密之問題。 

 

圖 7、程式中止 (判斷 perfc 檔案是否存在) 機制 

 

MBR 覆寫攻擊  

MBR (Master Boot Record) 覆寫攻擊主要目的是以 Salsa20 加密演算法 [2] 

對 MFT (Master File Table) 進行加密 [3]。當程式具有管理者權限時，便會對 

MBR 進行覆寫，相關覆寫內容如圖 8 所示。主要包含第 0 Sector 之惡意 MBR

filename 為 C:\Windows\perfc 

如果 filename 存在，則結束執行 

若具管理者權限，則進行 「程式中止 (判

斷 perfc 檔案是否存在) 機制」及 「MBR 

覆寫攻擊」 

建立 C:\Windows\perfc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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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第 1~18 Sector 之加密程式、及第 32~34 Sector 之資料區段部分。 

 

圖8、MBR 覆寫攻擊相關內容 

進行覆寫前，會先將覆寫相關資料準備好：首先，將原始 MBR 中每個 byte 

與 7 進行 xor 運算，再動態產生一組 Salsa20 加密演算法所需之 Salsa 金鑰與 

Nonce (運用於重開機後之 MFT 加密)，如圖 9。接續，動態產生一組亂數 

Installation Key，運用於重開機後呈現予使用者之訊息中，分別如圖10與圖11。

然而，由於該 Installation Key 為亂數產生，未運用於 MFT 加密，因此就算是

受駭者付了贖金後將此 Installation Key 寄給勒索者，也不可能取得解密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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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備份原始 MBR 與產生 MFT 加密金鑰 

 

圖10、亂數產生 Installation Key 

讀取原始 MBR ，並將每個 byte 

與 7 進行 xor 運算 

 
如

果

動態產生 Salsa 

金鑰與 Nonce 

 
如

果

亂數產生 60 個 bytes 

從符號表中挑選 60 次，做為 installation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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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勒索訊息中之 Installation Key 

資料準備好後，便進行 19 次，每次 512 bytes 大小之 MBR 相關資料覆寫，

其中第一次寫入惡意 MBR 程式，後 18 次寫入 MFT 加密程式。由於 MBR 大

小僅 512 bytes，因此覆寫結果會超出 MBR 範圍，如圖 12~13 ，MBR 覆寫結

果如圖 14。 

 

圖12、19 次 MBR 覆寫 

19 次覆寫 

亂數產生之 installation key 



 

10 

 

TWCERTCC-MIFR-2017005 

 

圖13、MBR 覆寫 

 

圖14、MBR 遭修改後結果 

開啟 MBR 

將資料寫入 M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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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區段部分，程式會依序將加密相關資料、512 個 7 與原始 MBR 備份 

(xor 7) 寫入第 32~34 Sector 中，如圖 15。 

 

圖15、MBR 備份 

設定重開機排程 

接續，該程式開始計算一個排程延遲的重開機時間，延遲時間之計算方式如

下圖  16。其中先計算此程式執行至目前為止之所經時間有多少分鐘 

(minute_diff)。若程式執行正常，此值可忽略不計。實際延遲時間會參考一 

dword_1001F760 位址之值，而該值是執行該 dll 時所帶之入參數，但若執行時

不指定參數，該值則設為 60 分鐘。 

 

 

圖 16、計算排程延遲時間 (預設 60 分鐘) 

若計算結果小於 10 分鐘，則將延遲時間設為最少需 10 分鐘，並以此延遲

時間加上目前時間再加 3 分鐘，作為執行重開機絕對時間 (總計至少 13 分鐘)。

重開機指令為 schtasks /RU "SYSTEM" /Create /SC once /TN "" /TR 

"%SYSTEM%/shutdown.exe /r /f" /ST %hour%:%minute%，其代表意思是將一工

作進行排程，而該工作內容為強制關掉所有程式後重開機，且執行時間為上述所

原始 MBR 備份 

512 個 7 

加密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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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時間，如圖 17。 

 

圖17、延遲時間設為最少需 10 分鐘 (另加上延遲時間 3 分鐘) 

 

掃描內網之 445 與 139 port  

設定排程後，該程式會對 SMB (445 port) 與 NetBIOS Session Service (139 

port) 進行掃描，如圖 18 與 19。 

 

計算延遲時間，若延遲時間小於 10 分鐘，則設為
10 分鐘 

指令為 schtasks /RU "SYSTEM" /Create /SC once /TN "" /TR 

"%SYSTEM%/shutdown.exe /r /f" /ST %hour%:%minute% 

執行指令 

將目前時間加上延遲時間，再加 3 分鐘 

針對內網電腦之 

445 port 進行 

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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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內網 SMB 掃描 

 

圖19、內網 NetBIOS 掃描 

 

PsExec 與 WMIC 擴散攻擊 

 

該程式首先會將遠端管理工具 PsExec 從第三號之資源內容中釋放出來建

立一 dllhost.dat 檔案，如圖 20，做為後續下令使用。接續，搜尋本機上所儲存

之網路芳鄰登入資訊，以此資訊登入遠端電腦後檢查 C:\Windows 資料夾中是否

存在與自身同名檔案，若沒有則複製自身至該資料夾；若有則結束 PsExec 與 

WMIC 之擴散攻擊階段，如圖 21。 

針對內網電腦之 

139 port 進行 

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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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將 PsExec 工具釋出為 dllhost.dat 檔案 

 

將  PsExec 從第  3 

號資源釋出 

建立 dllhost.dat 檔案 

將 PsExec 內容寫入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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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將自身複製至遠端電腦 

PsExec 指令為「 psexec -accepteula -s -d c:\windows\system32\rundll32 

.exe "C:\Windows\<檔案名稱>\,#1"」，如圖 22。 

 

圖 22、PsExec 指令 

WMIC 指令為「c:\windows\system32\wbem\wmic.exe /node:"<node>" 

/user:"<user>" /password:"<password>" process call create "C:\Windows\System32\ 

rundll32.exe "C:\Windows\<檔案名稱>\" #1」，以執行遠端程式，如圖 23。 

掛載遠端電腦之 C:\Windows 資料夾，並建立一與自身同名之檔案 

將自身內容寫入該檔案中 

若存在與自身同名檔案，
則離開擴散攻擊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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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WMIC 指令 

 

最後，會嘗試執行 PsExec 指令，若失敗則執行 WMIC 指令，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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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執行 PsExec 與 WMIC 指令 

 

檔案加密  

 

不論程式所具有權限為管理者或者非管理者，皆會對使用者磁碟中之檔案進

行加密，加密前，會先產生 AES 128 加密金鑰，並設定 CBC 模式與 

PKCS5Padding 方式，如圖 20。 

 

先嘗試執行 PsExec，再嘗試執行 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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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產生 AES 128 加密金鑰 

被加密之檔案副檔名包括： 

.3ds, .7z, .accdb, .ai, .asp, .aspx, .avhd, .back, .bak, .c, .cfg, .conf, .cpp, .cs, .ctl, .d

bf, .disk, .djvu, .doc, .docx, .dwg, .eml, .fdb, .gz, .h, .hdd, .kdbx, .mail, .mdb, .msg, .nr

g, .ora, .ost, .ova, .ovf, .pdf, .php, .pmf, .ppt, .pptx, .pst, .pvi, .py, .pyc, .rar, .rtf, .sln, .s

ql, .tar, .vbox, .vbs, .vcb, .vdi, .vfd, .vmc, .vmdk, .vmsd, .vmx, .vsdx, .vsv, .work, .xls,

 .xlsx, .xvd, .zip，如圖 21。 

 

圖21、被加密之檔案副檔名 

 

進行檔案加密，並將結果直接寫回原檔案中，如圖 22。加密前後檔案內容

比較如圖 23。 

會被加密之檔案副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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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以 AES 128 加密金鑰對檔案加密 

 

(a) 加密前檔案內容 

 

(b) 加密前檔案屬性 

 

(c) 加密後檔案內容 

 

(d) 加密後檔案屬性 

圖23、加密前後檔案內容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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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檔案被加密後，程式會載入一 RSA-2048 之公鑰，如圖24。再以此公鑰

將 AES 金鑰進行加密，並轉為 Base64 格式，如圖25。 

 

圖24、RSA 2048 公鑰 

 

圖 25、以 RSA 公鑰對 AES 金鑰加密 

程式於各磁區 (如 C 槽、D 槽、…) 中產生一個 README.TXT 檔案，內含

勒索訊息與加密後之 AES 金鑰，如圖 26 與圖 27。 

 RSA 2048 公鑰 

以 RSA 公鑰對 AES 金鑰加密 

Base64 編碼 



 

21 

 

TWCERTCC-MIFR-2017005 

 

圖 26、產生 README.TXT 檔案 

 

圖 27、README.txt 檔案內容 

 

 

以 RSA-2048 公鑰加密後之 AES 金鑰 

將加密後之 AES 金鑰寫入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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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B 內網擴散攻擊  

 針對 MS17-010 之 SMB 弱點進行內網擴散攻擊，如圖 28。 

 

圖 28、SMB 弱點攻擊 

 

管理者權限重新開機執行流程 

 

 若 MBR 遭覆寫攻擊，則重新開機後會執行所覆寫之 MBR 程式，其執

行流程如圖 2 所示。該程式會從 Sector 1 至 Sector 32，將其中所儲存之程式

與資料載入至記憶體後，跳轉至 0x8000 (儲存於 Sector 1 中之程式) 開始執行。

如圖 29。 

SMB 弱點擴散攻擊 



 

23 

 

TWCERTCC-MIFR-2017005 

 

圖 29、載入 Sector 1~32 至記憶體後執行 

 加密主程式中，會於 Sector 32 中檢查一 Flag，確認是否已加密過 (0 為

未加密過，1 為已加密，2 為已解密)，若未加密過，則執行加密流程；若已加密，

則執行解密流程，如圖 30。 

 

圖 30、判斷是否已加密過 

執行 32 次載入 

從 sector 1 開始載入 

呼叫 sector 載入函式 

跳轉至存儲存 

sector 1 中之程
式開始執行 

從 sector 32 載入 flag 

根據  flag 判斷是否
已加密過 

若已加密過，進行解密流程 

若未加密過，進行加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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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 Salsa20 金鑰於 Sector 32 中載入後，會將 Sector 32 中之值清除為 0，

並寫回 Sector 32，如圖 31。 

 

圖 31、將 Salsa20 金鑰清除後寫回 

 加密過程中，會顯示一偽裝之修復訊息，如圖 32，並於加密完成後自動

重開機，並顯示勒索訊息，如圖 33。 

 

將 Salsa20 金鑰清空 

將 Salsa20 金鑰寫回 sector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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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顯示偽裝之修復訊息 

 

圖33、顯示勒索訊息 

解密流程如圖34所示。程式會將使用者輸入之金鑰嘗試解密 Sector 33 中之

值，以驗證該金鑰是否正確，正確後才執行解密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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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解密流程 

非管理者權限重新開機過程 

 

 若程式不具管理者權限，則 MBR 不會遭覆寫攻擊，因此於重新開機後，

會正常載入 Windows 作業系統執行，但 Windows 中之檔案一樣會被加密。 

 

檔案解密可行性 

 

 由於加密 MFT 之 Salsa20 金鑰於加完密後就從 Sector 32 上被清除，且

顯示於畫面上之 Installation Key 為亂數 (與被加密之 MFT 解密無關)，因此研

判勒索者無法提供正確之解密金鑰，單純只是進行破壞。但若未遭 MBR 覆寫

攻擊，則被加密檔案之 AES 金鑰會被 RSA 公鑰加密後儲存於每個磁區的 

README.txt 中。因此若將此資訊交給勒索者，技術上勒索者即可以對應之 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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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鑰解密，還原加密檔案之 AES 金鑰，惟仍無法保證勒索者會提供此服務。 

 

防範疫苗 

 

由於原始勒索程式名稱為 perfc.dat，因此可以有以下兩種防範做法，各有

其限制條件：(1) 於 C:\ Windows 資料夾中新增一檔名為 perfc.dat 之唯讀檔

案，避免遭擴散攻擊時於該位置被植入此惡意程式，但若攻擊者將勒索程式副檔

名修改 (如 perfc.abc)，則此疫苗無效。(2)於 C:\Windows 資料夾中增加檔名

為 perfc (無副檔名) 之檔案，利用該程式原有之自動終止機制，防止遭 SMB 弱

點擴散攻擊後之後續 MBR 覆寫、Master File Table 加密及檔案加密攻擊，但

若攻擊者將勒索程式檔名修改 (如 abc.xyz)，則上述兩種疫苗皆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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