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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alos，我们不断努力提高我们自身的研究和威胁情报能力。因此，我们不仅利用标准工
具进行分析，而且专注于创新，开发独有技术来应对新的挑战。此外，Talos 一直以来都支
持开源项目，并开放了目前我们工作流程中使用的很多不同项目和工具的源代码
（如 FIRST 和 BASS）。
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 PyREBox - 可用 Python 编写脚本的逆向工程沙盒。PyREBox 基于
QEMU，其目的是通过从不同的角度提供动态分析和调试功能，来帮助实施逆向工程。
PyREBox 可以检查正在运行的 QEMU 虚拟机 (VM)，修改其内存或寄存器，并使用简单的
Python 脚本监测其执行情况。QEMU（当作为整个系统仿真程序时）可以模拟完整的系统
（CPU、内存、设备…）。通过使用虚拟机内省 (VMI) 技术，它不需要对访客操作系统进行
任何修改，因为它可以在运行时透明地从内存中检索信息。
有多个学术项目（如 DECAF、PANDA、S2E 或 AVATAR）之前就已将基于 QEMU 的监测
用于逆向工程任务。这些项目允许使用 C/C++ 语言编写插件，并实施了多个高级功能，例如
动态污点分析、符号执行，甚至包括记录和重放执行轨迹。借助 PyREBox，我们致力于通过
此技术保持简单的设计，使系统满足威胁分析师的需求。

目标
•

提供一个完整的系统仿真平台，使其具备用于检查仿真访客系统的简单接口：对系统
事件进行精细监测。
o
o
o

基于 Volatility 的虚拟机内省 (VMI)。访客无需安装代理或驱动程序。
一个基于 IPython 的外壳接口。
一个基于 Python 的脚本引擎，允许利用基于此语言的任何安全工具（构成最
大的生态系统之一）。

•

具有简洁的设计，实现了与 QEMU 的分离。许多基于 QEMU 构建的项目不会随
QEMU 升级而升级，因此缺少新功能和优化以及安全更新。为此，我们将 PyREBox
作为一个独立的模块加以实施，只需极少的修改即可将该模块与 QEMU 编译在一起。

•

支持不同的架构。目前，PyREBox 仅支持使用 x86 位和 x86-64 位架构的 Windows，
但是其设计允许支持其他架构，例如 ARM、MIPS 或 PowerPC，以及其他操作系统。
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采用各种架构和操作系统）容易受到攻击，对这些系统的支持
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计划在未来支持其他架构和操作系统。

PyREBox 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PyREBox 与 QEMU 构建在一起，通过极少的修改即可监视系统上的特定事件。QEMU 基于
微型代码生成器 (TCG)，该引擎允许将不同架构的代码转换为通过虚拟 CPU 运行的中间语言，
然后将此中间语言编译为运行 QEMU 的目标架构。PyREBox 允许监测这个转换的代码。因
此，用户可以在运行时动态注册回调，而 PyREBox 会将所有必要的参数转换为可读的 python
对象。用户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当系统中触发某个事件时，它将执行一个 python 函数。
此外，PyREBox 利用 Volatility 来执行虚拟机内省，这有助于弥合系统的物理视图（仿真机）
和操作系统的逻辑视图（进程、模块、符号…）之间的语义差异。我们还使用 C/C ++ 实施
了一些需要频繁调用的例程，以通过避免一直进入 Python 运行时环境来提高系统的效率。该
方法允许检查正在运行的进程、它们加载的模块以及它们导出的符号，而不将任何代理或驱
动程序插入到仿真系统中。
通过这种方法，用户可以在物理层面检查访客的状况，更重要的是，用户还可以了解每个时
刻在运行哪个进程，将分析集中在一个或多个特定进程上，甚至为任何进程在任何层级（用
户或核心空间）插入隐蔽断点。

PyREBox 能为我做什么？
PyREBox 为用户提供两个主要接口。一方面，在 QEMU 中运行访客系统时，用户可以启动
外壳，并使用许多不同的命令来检查正在运行的虚拟机。此外壳基于 IPython，因此它允许在
其 API 之上编写 python 代码片段，并使用 Python 表达式来表达 PyREBox 命令参数。另一
方面，用户可以编写 python 脚本，为系统上的特定事件注册回调。

IPYTHON 外壳
要启动 PyREBox 外壳，只需在 QEMU 的显示器上键入 sh 命令。它将立即启动一个 IPython
外壳。此外壳记录命令历史以及定义的变量。例如，您可以保存一个值，并在之后再次启动
外壳时，在不同的执行点重新获得该值。PyREBox 利用了 IPython 中的所有可用功能，例如
自动完成、命令历史记录、多行编辑和自动命令帮助生成。
PyREBox 将允许您以相当隐蔽的方式调试系统（或特定进程）。不同于传统调试器会留在被
调试的系统内（甚至修改被调试进程的内存以插入断点），PyREBox 完全保持位于受检测系
统的外部，并且不需要向访客安装任何驱动器或组件。

PyREBox 提供了一整套用于检查和修改正在运行的虚拟机状态的命令。输入
list_commands 即可获得完整列表。

在执行虚拟机期间，如果您键入 vol 和相应的 volatility 命令，就可以随时运行任何 volatility
插件。键入 list_vol_commands，即可获得可用 volatility 插件的完整列表。此列表自动生成，
因此它还将显示您在 PyREBox 的 volatiliy / 路径上安装的任何 volatility 插件。

最后，您还可以在脚本中定义自己的命令！您只需要创建一个名称以 "do_" 开头的函数，
PyREBox 将为您完成其余的操作。
如果您需要比命令更有表现力的东西，则可以使用 API 编写一个 Python 代码片段。

如需获取有关 API 的详细说明，您可以在外壳中键入 help(api)。

脚本化
PyREBox 允许动态加载可以注册回调函数的脚本。系统会在发生以下特定事件时调用这些
函数：
•

指令和/或基本块执行

•

内存读取/写入

•

进程创建/终止

•

上下文切换

•

TLB 未命中

•

网络接口和键盘活动

此框架受 DECAF 等项目的启发，因此，我们支持 DECAF 中支持的许多回调类型。
鉴于 PyREBox 集成了 Volatility，您可以利用所有 volatility 插件来在 Python 脚本中进行内存
调查分析。许多最著名的逆向工程工具都是用 Python 实施的，或者至少有 Python 绑定。我
们的方法允许将所有这些工具集成到任何脚本中。
脚本界面还允许定义自定义命令。脚本只需要声明特定原型后面的函数。这足以创建一个新
命令，加载了脚本之后，该命令将在外壳中可用。此功能允许将任何 Python 工具不仅集成到
脚本引擎中，还可以集成到 IPython 外壳上，只需用 Python 编写一个简单的包装器即可。

脚本还可以在发生特定事件或符合特定条件情况下，为您启动一个外壳。用户可以监控并记
录事件，并且每当满足条件时，只需简单地调用 start_shell() 即可暂停虚拟机并在该特定点
启动一个外壳。
以下代码片段代表一个简单的脚本，它能够在脚本加载到 PyREBox 时注册进程创建的回调。
每次创建一个新进程时，系统都会启动一个 PyREBox 外壳。它还会实施一个叫做
my_command 的自定义命令，您可以通过键入 custom my_command 从 PyREBox 外壳调
用该命令。
#!/usr/bin/python
import sys
import api
from ipython_shell import start_shell
from api import CallbackManager
#Callback manager
cm = None
#Printer
pyrebox_print = None
if __name__ == "__main__":
#This message will be displayed when the script is loaded in memory
print "[*] Loading python module %s" % (__file__)
def new_proc(pid,pgd,name):
'''
Process creation callback.Receives 3 parameters:
:param pid: The pid of the process
:type pid: int
:param pgd: The PGD of the process
:type pgd: int
:param name: The name of the process
:type name: str
'''
global pyrebox_print
global cm
#Print a message.
pyrebox_print("New process created! pid: %x, pgd: %x, name: %s" % (pid,pgd,name))
#Start a PyREBox shell exactly when a new process is created
start_shell()
def initialize_callbacks(module_hdl,printer):
'''
Initilize callbacks for this module.
'''
global cm

global pyrebox_print
#Initialize printer function
pyrebox_print = printer
pyrebox_print("[*] Initializing callbacks")
#Initialize the callback manager
cm = CallbackManager(module_hdl)
#Register a process creation callback
new_proc_cb = cm.add_callback(CallbackManager.CREATEPROC_CB,new_proc)
pyrebox_print("[*]

Initialized callbacks")

def clean():
'''
Clean up everything.
'''
global cm
print "[*] Cleaning module"
#This call will unregister all existing callbacks
cm.clean()
print "[*] Cleaned module"
def do_my_command(line):
''' Short description of the custom command.
Long description of the custom command
'''
global pyrebox_print
global cm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and functionality
pyrebox_print("This is a custom command")
最后，由于 python 回调可能会引起性能损失（特别是在发生诸如执行指令等频繁事件时），
这可能也会创建触发器。触发器是使用 C/C++ 开发的本地代码插件，可在运行时，在 Python
调用执行前发生任何事件时动态插入。这样就可以限制触发 python 代码的事件数量，以及预
先计算本地代码中的值。
有关可用功能的完整参考，可以参阅项目文档。

结论
我们相信 PyREBox 可以成为逆向工程的有用工具。其与 Python 和 Volatility 的集成支持无
数应用途径，从恶意软件或漏洞攻击/漏洞分析到固件分析（将来，我们还计划支持其他架构
和操作系统）。它可以轻松用 Python 实现的许多安全工具集成。利用此框架的设计，只需编
写一个简单的包装器脚本即可轻松创建一组新的外壳命令，以与任何 python 库结合。

我们已开放这个内部开发的工具的源代码，因为我们相信它对整个社区是有价值的，并邀请
研究人员贡献新的脚本，以发挥 PyREBox 的充分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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