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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Go 语言编写的远程访问木马  (RAT) 正在传播！

AthenaGo 通过“TorWords”攻击葡萄牙受害者 
 

本文由  Edmund Brumaghin 在 Angel Villegas 的帮助下编写 

 
摘要  
 
Talos 以持续关注威胁形势为己任，致力于发现攻击者对全球组织实施攻击的方式所发生的变

化。我们发现了一起通过恶意 Word 文档进行传播的独特恶意软件攻击活动。此攻击活动似乎

针对葡萄牙的受害者发起攻击。此款被传播的恶意软件有许多值得关注之处。其作者在源代码

工作目录中称此恶意软件为“Athena”，而它所使用的 C2 域也以“athena”从开头，因此我

们称此恶意软件为“AthenaGo”。我们无法找到关于此特定恶意软件 AthenaGo 的详细分析， 
 
它似乎是一个远程访问木马 (RAT)，得到攻击者的指令后，还可以在受感染系统上下载并运行

其他二进制文件。此恶意软件采用 Go 编程语言编写。以 Go 语言编写的基于 Windows 的恶

意软件并不常见。此外，此恶意软件使用的命令和控制 (C2) 通信利用了 Tor2Web 代理，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趋势 - 许多恶意软件作者越来越依赖此类代理服务。由于这是一个

值得关注的独特感染链，Talos 决定对此恶意软件本身以及传播它的攻击活动进行深入研究。 
 

初始感染媒介  
 
此恶意软件通过使用包含恶意宏的 Microsoft Word 文档完成初始传播，此恶意宏负责下载 
Go 二进制文件并在系统上执行该文件。包含宏的 Word 文档似乎经过了特殊设计，以使用葡

萄牙语的受害者为目标。提示用户启用宏以查看文档的消息是以葡萄牙语显示的。此外，与

此攻击活动相关的所有恶意 Word 文档最初均是从位于葡萄牙的源上传至 VirusTotal 的。  

https://www.blogger.com/profile/10442669663667294759


 

图 1：恶意 Word 文档示例 
 
上述 Word 文档内的品牌符号是葡萄牙国家邮政服务机构 CTT Correios de Portugal, S.A. 使
用的徽标。恶意文件中包含的宏作为恶意软件下载程序，包含宿主于 
hXXp://teenhangout[.]tk/data/msguard.zip 的恶意 Go 二进制文件的 ZIP 存档。然后，宏下载

程序会解压缩可执行文件并运行，从而使系统遭到感染。在已分析的所有恶意文件样本中，

文件元数据中的作者字段是一致的（参见图 4）。 

https://3.bp.blogspot.com/-Kwi5HBj-0D0/WJtOTbnZdjI/AAAAAAAAANQ/CQnWhvXlEIIxxslD5xkk-hdsGpBIdHmvgCLcB/s1600/image07.png


 

图 2：宏下载程序示例 
 
一旦执行此恶意软件，它便会将文件放到以下目录位置，从而持久留存在受感染的系统上： 
 
%USERPROFILE%\Start Menu\Programs\Startup\msguard.exe 
%APPDATA%\Microsoft\Windows\Start Menu\Programs\Startup\msguard.exe 

https://2.bp.blogspot.com/-oCMppTUbvcY/WJtOcua6PeI/AAAAAAAAANU/mIZGhrFVcFEZ_G6FtWTwhBSsljvCmhtMQCLcB/s1600/image04.png


二进制文件详情  
 
Athena HTTP/IRC 僵尸程序已肆虐数年之久。它旨在针对目标环境执行各种类型的 DDoS 攻
击，实施按安装次数付费 (PPI) 欺诈等。一份早期版本的 Athena 源代码已在网上泄漏。此恶

意软件似乎并不属于同一个恶意软件系列，也不具备同样的功能。 
 
其中最有趣的一点是，此恶意软件是以 Go 编程语言编写的。尽管 AthenaGo 不是第一个以 
Go 语言编写的恶意软件，但与其他编程语言相比，以 Go 语言编写的基于 Windows 的恶意

软件是极为少见的。Go 语言会将大量信息添加到编译的二进制文件中。这些信息可以简化分

析，因为分析师可以通过查看这些信息来确定恶意软件具备的功能。对恶意二进制文件和相

关人为因素的分析提供了我们所分析的 Go 样本中大部分功能的相关信息。 

 

图 3：二进制人为因素 
 
有趣的是，在源文件路径中指明的用户名与用于传播此恶意软件下载程序的恶意 Word 文档

中的作者字段是匹配的。 

https://3.bp.blogspot.com/-Bnq3_GBobHQ/WJtOm-k_PVI/AAAAAAAAANY/a672mkov2z4o9vvOqLUjUdKIx3MwtUg4QCEw/s1600/image08.png


 

图 4：Office 文档元数据 
 
C2 通信  
 
在分析与 AthenaGo 相关的 C2 通信的过程中，我们在此恶意软件中发现了它在感染后攻击

的两个硬编码域。它们都使用了 Tor2Web（一个软件项目，允许 Tor 网络外的请求客户端系

统访问 Tor 网络中的资源）。Tor2Web 服务器起代理的作用，并允许客户端访问将内容托管

在 Tor 上的服务器，而无需安装本地 Tor 客户端应用程序。此方法越来越受到网络罪犯的青

睐。通常，他们可以使用 Tor2Web 和 Tor 保持匿名状态。另外，它使托管在 Tor 服务器上

的恶意内容更加难以删除，因为很难确定 Tor 服务器的物理托管地址。Tor2Web 曾被勒索软

件支付系统所利用，如今我们看到它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传播恶意软件和感染后的 C2 通信 。 
 
在初始感染过程中，恶意软件会生成公共和私有 RSA 密钥，用于与 C2 基础设施通信。以下

为演示此流程的伪代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r2web
http://blog.talosintel.com/2016/11/cerber-spam-tor.html
https://3.bp.blogspot.com/-3t8G65ui0Uk/WJtOwyJJUZI/AAAAAAAAANc/yQYWIg7JuEATvIEBEaz2c12ddvwDoKolQCLcB/s1600/image03.png


 

图 5：伪代码示例 

https://3.bp.blogspot.com/-X9J5ThEdFMA/WJtPDElmUXI/AAAAAAAAANg/H52iFlCvDB4_O1np8AmfccKkM7iYAjdrACLcB/s1600/image09.png


在生成 RSA 密钥后，恶意软件将向 C2 服务器发送两个 HTTP HEAD 请求，这些请求被硬编

码到二进制文件中。它首先与之成功建立通信的服务器便会成为活动 C2 服务器。恶意软件

使用的硬编码域会利用 Tor2Web，从而使恶意软件作者可充分利用 Tor 提供的优势，而无需

将其开发的恶意软件与 Tor 功能打包在一起。 

 

图 6：HTTP HEAD 请求示例 
 
被硬编码到二进制文件内的两个域为 athenabeicoxjr2l[.]onion[.]to 和 
athenabeicoxjr2l[.]onion[.]link。如果恶意软件无法获取其中任何一个硬编码域，它将会休眠

四秒钟，然后再重新尝试建立连接。此恶意软件还会使用 canihazip[.]com 来确定与受感染系

统关联的外部 IP 地址。 
 
一旦成功与 C2 服务器建立通信，恶意软件便会使用向 /helo 发送的 HTTP POST 请求传输

之前与受感染系统基本调查信息一起生成的 RSA 公共密钥。然后，服务器会返回一个包含使

用 AES 生成的加密密钥的响应。 

https://2.bp.blogspot.com/-9j9-muzCnCY/WJtPdI5BaeI/AAAAAAAAANo/gMngiMooFsAztZmSj-lePFX5oZtoMiTzQCLcB/s1600/image05.png


 

图 7：HELO POST 示例 

https://4.bp.blogspot.com/-_nNDHio6MAU/WJtPkdSAxtI/AAAAAAAAANw/zWwVTJ6fzVMhjH_M3UWHoNeep6tbRhW7wCLcB/s1600/image01.png


上述 HTTP POST 请求的正文被加密，并使用以下格式： 

 

图 8：HELO POST 格式 
 
无论向 /helo 发送的 HTTP POST 请求成功与否，恶意软件均会立即生成另一个 HTTP 
POST 请求，并将其发送给 /init。请求内容被加密，分别使用 RSA 和 AES 算法来加密数据

参数和 id 参数。id 参数包含有关受感染系统的其他调查信息，格式为 JSON。 

 

 

图 9：INIT POST 示例 

https://2.bp.blogspot.com/-FfFvhNTBhRM/WJtPtbTS4vI/AAAAAAAAAN0/BfeWhPCLZxQD0WckoJq28LGJVXvVzt62wCLcB/s1600/image00.png
https://3.bp.blogspot.com/-d9KQSBZUBWA/WJtP0FusI0I/AAAAAAAAAN8/mj_HDbT9hSc-aAnElS9q2mY9W8CUvEPPQCLcB/s1600/image02.png


发送到 C2 服务器的 JSON 格式的其他调查数据如下所示： 
 

{"Os":"<os type:<Windows>","Os_ver":"<os version>","Username":"<username and domain>","Hostname": 

"<system hostname>"} 

如果向 /init 发送的 HTTP POST 请求成功，恶意软件便会向 /cmd 发送 HTTP GET 请求，此

请求也包含相同的受感染系统基本调查信息。此请求似乎是请求控制与此恶意软件关联的 C2 
基础设置的攻击者发布一个命令。恶意软件期望 C2 服务器以 HTTP 响应回应 HTTP GET 请
求，且此响应包含使用 AES-CBC 加密的 Base64 URL 编码数据和 C2 服务器在先前通信过

程中提供的最新 AES 密钥。此数据也是 JSON 格式，并包含以下密钥：签名、时间戳、cmd。 
 
以下为此恶意软件的可用命令，这些命令会指示恶意软件在收到 C2 服务器发出的此类命令

时将如何运行： 

• ListDir - 此命令从受感染系统返回目录列表。 
• ListProcesses - 此命令返回在受感染系统上运行的进程列表。 
• KillProcess - 此命令会导致恶意软件针对受感染系统上运行的目标进程执行 taskkill 

命令。 
• DownloadFile - 此命令会导致恶意软件下载文件并将其保存到命令参数指定的目标

位置。 
• DLRUN - 此命令会导致恶意软件下载文件，将其保存到 %TEMP% 并执行该文件。 
• RunCMD - 此命令使用 Go os/exec 包在受感染的系统上执行系统命令。 

对于需要向 C2 服务器返回输出值的上述命令，此恶意软件会生成并传输向 /cmd 发送的 
HTTP POST 请求。 

总结  
 

随着恶意软件作者找到能有效降低被发现的风险的方法，他们将不断升级攻击。这些方法包

括依赖托管在 Tor 上的 C2 基础设施，利用不同等级的加密来保护与恶意软件进行的网络通

信的性质和内容，以及将攻击限制为瞄准特定目标或人口的针对性攻击。AthenaGo 是攻击

者改变恶意软件编写方式，试图避开网络防御并成功入侵目标环境的一个例子。Talos 一直

在监控威胁形势内所发生的变化，以确保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发展，客户能始终受到保护。 
 



危害表现  ( IOC) 
域： 
athenabeicoxjr2l[.]onion[.]to 
athenabeicoxjr2l[.]onion[.]link 
teenhangout[.]tk 
 

恶意文档： 
518362bce6243d6040bbf6fc1840c42450eeb03b7d7b47b232c1569a92de7f91 (SHA256) 
009f9f92b65b552ae195030ed48e787b249067aa26de3102718823807063afb5 (SHA256) 
 

二进制文件： 
af385c983832273390bb8e72a9617e89becff2809a24a3c76646544375f21d14 (SHA256) 
c32fb305903a22106c6d3def0ac6c05b4f16cba99e23527b6c61d617ea794b1d (SHA256) 
72d87b225b83ffb4f9c1595a12e6d6e296895b4202cdece01b28bbac0d13b449 (SHA256) 

 

防护  
  

思科客户可通过其他方式检测并阻止此威胁，包括： 

 
 
高级恶意软件防护（AMP）解决方案可以有效防止执行威胁发起者使用的恶意软件。 
 
CWS 或 WSA 的 Web 扫描功能可以阻止对恶意网站的访问，并检测这些攻击所使用的恶意

软件。 
 
邮件安全可以拦截威胁发起者在攻击活动中发出的恶意邮件。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amp-firepower-software-license/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cloud-web-security/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web-security-appliance/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web-security-appliance/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email-security-appliance/index.html
https://1.bp.blogspot.com/-q2jqm71SdFM/WJi8NQ52BLI/AAAAAAAAAoI/9WNNRbCO6ssb8t2MviylAu1WLeSqSYbqwCLcB/s1600/image08.png


IPS 和 NGFW 的网络安全保护功能拥有最新的签名库，可以检测威胁发起者的恶意网络活动。 
 
AMP Threat Grid 可帮助识别恶意二进制文件并在所有思科安全产品中建立保护。 
 
Umbrella 可防止与恶意活动相关的域进行 DNS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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