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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konni、RAT、远程控制、键盘记录、木马、钓鱼邮件
TLP: 黄 (仅限接受报告的组织内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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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Konni 是一款远程控制木马，最早由思科于 2017 年 5 月曝光，该木马主要通过钓鱼邮件传播，根据其
诱饵文档内容，推测幕后团伙有较大可能来自于东北亚的某国家。该木马最早出现于 2014 年，经过 3 年多
的发展，木马的主要功能愈加完善，诱饵文档的质量也在初步提高。微步在线近日捕获了该木马 2017 年 12
月生成的最新版本，通过比对分析主要发现包括：
➢

Konni 木马最早出现于 2014 年，早期版本功能简单，主要用于窃取用户键盘和剪贴板记录以及主
流浏览器 Cookie 信息。

➢

该木马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活动痕迹较少，目前发现的多次攻击活动主要发生在 2017 年。

➢

Konni 主要通过钓鱼邮件传播，通常以 Word 文档或者 scr 文件作为诱饵文档，内容常与朝鲜有关，
被执行后会展示正常的 JPG 图片或者 Word 文档，而在后台释放木马后门。

➢

Konni 木马开发人员技术水平一般，恶意功能更新速度较为缓慢，且 C&C 主要使用 000webhost
网站提供的免费域名，幕后资源似乎并不充裕。

➢

研判认为 Konni 木马今后还会继续活跃，且功能会不断完善，并更加复杂。

攻击活动
Konni 样本最早由思科于 2017 年 5 月披露，最早的版本出现于 2014 年 9 月，活跃时间超过 3 年。思科
公布 Konni 最后一次攻击时间是 2017 年 4 月，微步在线跟进发现，该木马在 2017 年 5 月、7 月、8 月、9

月以及 12 月均频繁活动，对其主要攻击行动梳理如下：

2014 年攻击行动
圈内普遍认为这是 Konni 最早期的攻击活动，因为该样本功能较为单一，只能进行键盘和剪贴板记录
以及盗取主流浏览器 Cookie 信息，且诱饵文件为简单的 JPG 文件，手法并不纯熟。根据样本运行后打开的
图片推测，此次攻击可能与东南亚或者缅甸有关。本次攻击使用的 C2 域名如下：
phpschboy.prohosts.org
jams481.site.bz

2016 年攻击行动
此次攻击出现在 2016 年 3 月，诱饵文件的文件名称为“HOW CAN NORTH KOREAN HYDROGEN
BOMB WIPE OUT MANHATTAN.SCR”
（论怎么用朝鲜氢弹消灭曼哈顿）
，文件名直指当时朝鲜与美国的紧
张关系。可以看出此次的攻击主要针对人员偏向朝鲜政府或者军队。本次使用 C2 域名如下:
dowhelsitjs.netau.net

2017 年攻击行动
2017 年 5 月，Konni 被思科曝光后，国内外多次检测到来自该样本的攻击。2017 年 4 月分别发现两份
攻 击 文 档 ， 文 档 名 分 别 为 “ Pyongyang

Directory

Group

email

April

2017

RC_Office_Coordination_Associate.scr”（平壤电子邮件名单-2017 年 4 月） 和“Inter Agency List and
Phonebook – April 2017 RC_Office_Coordination_Associate.scr”
（机构间列表和电话簿-2017 年 4 月）
。两次攻
击木马的行为相同，只是诱饵文件不同，诱饵文件内容为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与北朝鲜有关的使馆等
组织工作的个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可见诱饵文档的质量在提高。
5 月份后，微步在线对 Konni 马进行持续的监控和追踪，并发现了 Konni 木马的最新动态，以下是梳理
过程。

样本演变及最新动态
2014 年样本
此次样本功能单一，主要实现了信息窃取的功能，窃取的信息会通过请求一个 login.php 页面，将信息
伪装成登录的方式进行上传，信息通过 RC4 和 Base64 加密，并无 zip 压缩。该 Droper 样本不会进行自删除

操作，但是会将释放的木马文件写入注册表开机启动项。

2016 年样本
此次样本首次释放两个恶意样本文件，一个 exe(winnit.exe)，一个 dll(conhote.dll)，exe 文件用于实现远
程文件管理(文件上传下载搜索等)，而 dll 用于进行信息窃取，该 dll 相当于 2014 版 exe 的功能。
可以看出，本次攻击中样本功能开始模块化，除了功能的增加，框架的变化外，样本的驻留方式也发
生改变，由之前的注册表自启动改为由开始菜单启动目录的方式进行自启动，具体方式是写入一个“Anti
virus service.lnk”的快捷方式到开始菜单启动目录，该快捷方式指向木马的 exe 程序。在数据传输方面，同
样使用了 RC4 和 Base64 加密，并新增 zip 压缩的功能。

2017 年样本以及最新活动
Konni 木马被披露后，微步在线对其进行了长期的监控和跟踪，并对样本的演变史进行了梳理。之后的
5 月份到 12 月份也分别发现了 Konni 样本的活动痕迹。
以下是 4 月份到 12 月份的样本变化过程。
4 月份的样本与 16 年 3 月出现的样本在释放的文件上都一样，一个 exe(winload.exe)和一个 dll 文件
(winload.dll)，但在功能的构架上其实发生了改变。exe 主要用于判断操作系统并下载相应的恶意文件模块和
加载 dll 文件，不再进行 C2 通信，而核心功能则全由 dll 文件实现。木马类型也由一开始的信息窃取变得更
贴近于一个 RAT（远控木马）
。功能上，新增了获取操作系统详细信息、截屏上传、运行或者打开指定文件
功能，而文件管理上也进行了完善，新增了支持递归的文件搜索以及文件删除。逻辑上，该版本的 dll 会判
断进程，如果目标进程是 explorer.exe 才会进行 C2 通信，否则只进行信息窃取，没有网络行为。开机启动
方式依旧沿用 16 年在开机启动菜单写入快捷键的方式。
5 月，此次的攻击样本在文件结构上做了调整，释放的文件中不再包含 exe，对操作系统的判断交给了
droper 程序，而运行 dll 木马的程序通过调用系统 rundll32 来实现，开机启动方式也改为了从注册表启动。
释放的文件所在目录是%LocalAppData%\MFAData\event。并且，在 64 位系统下，会释放 32 位(errorevent.dll)
和 64 位(eventlog.dll)两个版本，并一同开机启动运行。该版本还首次对 dll 文件进行加壳。32 位文件采用
Aspack 加壳，64 位文件采用 UPX 加壳。样本的功能和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7 月，样本将目标进程的判断从 explorer.exe 改为对 iexplore.exe、firefox.exe、chrome.exe、psiphon3.exe
的判断,存在上述四个进程之一才产生网络行为。该版删除了自动上传键盘记录文件（sulted.ocx）的功能。
8 月发现的诱饵文档(Droper)和以往不同，由之前的 scr 文件变成了 word 文档，文档的标题是 “12 things
Trump should know about North Korea（关于朝鲜特朗普需要知道的 12 件事情）”。该 DOC 文档内容取自 CNN

的报道文章。word 文档会通过 VB 宏脚本下载木马。
9 月发现的样本较多，有意思的是该月的样本应该是测试样本，因为其 doc 诱饵文件（非 Droper 文件）
并没有具体内容，而是一堆重复的数字字母等组成的字符串，并无实际意义。此次样本整体功能没什么变
化，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释放的 dll 文件名更改为 errors.dll（32 位 dll）和 event.dll(64 位 dll)，其次，将
之前删除的自动上传键盘记录文件的代码重新启用。最后，代码增加了名称为”m_smutex”的互斥体。这段
增加的代码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不存在”m_smutex”则进行 C2 通信和信息窃取(包含键盘记录，剪贴板记录
和浏览器 Cookie 记录)，否则只进行信息窃取，而不会退出自身所在进程。究其原因应该是该恶意文件是
dll，如果退出宿主进程容易引起怀疑。
在沉寂 2 个多月后，17 年的 12 月 22 日，微步在线再次发现 Konni 的新动向，此次样本和 9 月份样本
相比功能上几乎没有变化，但是包含的诱饵文档不再是测试性文档，而是摘自韩联社 21 日发表的报道，根
据 Konni 马一贯的做法，此次样本被定性为一次钓鱼攻击事件，详情见样本分析。
17 年样本中使用的 C2 域名包含以下:
pactchfilepacks.net23.net
member-daumchk.netai.net
donkeydancehome.freeiz.com
donridekey.netai.net
pandoraya.000webhostapp.com

样本分析
1. 背景简介
本次捕获的攻击样本是 2017 年 12 月 22 日的，但其代码功能和 9 月份的样本几乎没什么区别。每次
Konni 马的出现都和朝鲜有关，此次也不例外。诱饵文件释放的 doc 内容为“S. Korea fires warning shots at N.
Korea after soldier defection”(朝鲜士兵叛逃后韩国向朝鲜鸣枪示警)，文章内容摘取自 12 月 21 日韩联社发
表的一篇报道，内容如下：

2. scr 样本分析（Droper 文件）
该样本为 konni 的诱饵文件，文件行为如下：
a).创建%LocalAppData%\MFAData\event 目录并释放 errors.dll 文件，如果是 x64 的 windows 系统还会释
放 64 位的 event.dll 文件；
b).通过注册表路径 HKCU\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写入开机启动项；
c).在 Droper 同级目录下生成.doc 文件，名称与 Droper 文件名相同
d).利用 CMD 命令进行自删除

3. errors.dll 样本分析
核心功能模块，主要实现键盘记录，文件查找，截屏，任意文件执行等主要功能，详细分析如下
a).模块初次运行后会先利用 SetWindowsHookExW 进行 WH_GETMESSAGE 的全局 HOOK，对之后创

建的进程进行监听和记录。

b).注入其它进程后会立马开启线程，判断是否为 iexplorer.exe,chrome.exe,firefox.exe,psiphon3.exe 四个进
程之一，是则进行网络连接进行数据收发，否则只开启数据窃取功能，不进行网络连接。

c)创建%LocalAppData%\Packages\BingWeather 目录，并释放和各种功能相关的临时文件：

各文件功能如下：

注：konni 各个版本中释放临时文件的目录都不一样，其目的可能是为了避免路径查杀
d)读取系统安装日期，并以此为标识信息，然后隔 20 分钟后执行接收的命令

e)进行指令的接收和数据回传，主要实现了 8 个命令：

详细的命令功能如下：

f)以上的功能执行后内容保存在 samed 文件中，但并没有进行压缩加密处理，所以接下来就是对文件进
行压缩加密和发送。根据上面的分析，监听窃取的内容最终被压缩加密后保存到 sulted.ocx 文件然后上传，
而其它被执行的内容被压缩加密后保存到 tedsul.ocx 文件后被上传。数据被伪装成 HTTP 登录的形式进行传

输。

g)值得一提的是，konni 如此多版本中，所有版本在利用 RC4 算法进行加密时，都使用了同一个密钥
“123qweasd/*-+p[;'p” (不包含引号)

组织画像
梳理发现，该组织主要使用免费动态域名作为木马的 C&C 服务器，且自 2016 年以来，绝大多数域名
均注册于 000webhost，其幕后资源似乎并不充裕。且 Konni 木马开发进度较慢，虽然 2017 年发现众多样本，
但是其功能并没有重大变化，而且编码风格较为粗糙，使用的技术也十分常规，这些特点也从侧面印证了
这一观点。
域名梳理如下表所示：
C&C

使用时间

域名服务商

phpschboy.prohosts.org

2014 年 9 月

prohosts.org

dowhelsitjs.netau.net

2016 年 3 月

000webhost

checkmail.phpnet.us

2017 年 4 月

phpnet.us

pactchfilepacks.net23.net

2017 年 4 月

000webhost

member-daumchk.netai.net

2017 年 5 月到 8 月

000webhost

donkeydancehome.freeiz.com

2017 年 8 月

000webhost

seesionerrorwebmailattach.uphero.com

2017 年 8 月

000webhost

dondonside.netai.net

2017 年 9 月

000webhost

donridekey.netai.net

2017 年 9 月

000webhost

pandoraya.000webhostapp.com

2017 年 12 月

000webhost

Konni 背后团伙

属地

疑似东北亚某国家

开始时间

2014 年

目标国家

朝鲜

目标行业

政府、军事

目标人群

政府或者军队高管

攻击目的

政治

攻击手法

定向钓鱼邮件

攻击特点

scr 或者 doc 钓鱼邮件

技术特点

木马文件通常不加壳或者加压缩壳，不进行反调试对抗，工具更新速度较慢，手
法较为单一，域名商通常为 000webhost

附录
C&C
phpschboy.prohosts.org
jams481.site.bz
dowhelsitjs.netau.net
Pactchfilepacks.net23.net
checkmail.phpnet.us
donkeydancehome.freeiz.com
seesionerrorwebmailattach.uphero.com
member-daumchk.netai.net
dowhelsitjs.netau.net
dondonside.netai.net

木马 Hash
sha256
413772d81e4532fec5119e9dce5e2bf90b7538be33066cf9a6ff796254a5225f
44150350727e2a42f66d50015e98de462d362af8a9ae33d1f5124f1703179ab9
94113c9968db13e3412c1b9c1c882592481c559c0613dbccfed2fcfc80e77dc5
56f159cde3a55ae6e9270d95791ef2f6859aa119ad516c9471010302e1fb5634
553a475f72819b295927e469c7bf9aef774783f3ae8c34c794f35702023317cc
69a9d7aa0cb964c091ca128735b6e60fa7ce028a2ba41d99023dd57c06600fe0
39bc918f0080603ac80fe1ec2edfd3099a88dc04322106735bc08188838b2635
dd730cc8fcbb979eb366915397b8535ce3b6cfdb01be2235797d9783661fc84d
640477943ad77fb2a74752f4650707ea616c3c022359d7b2e264a63495abe45e
df2ea575168063c53454b5f07f2741d728276309049a5b8906948cbc653fea71
78edccf1bb32b8628b6157b68b41e5bd1455442c0b67d1cf0361cfb2ade15885
44d0a1eaca283426c02a506f8dd2499ee006b96af26746bc751bc0353978922e
baa23e3ff02d8530903013978de1c1217ed1f0896ac1d5d93b1d6095ec42fa1e
82905ee935c53952d9fad9d8cf228202208ef2e6f6baa5240fae713f60fb3104
a7bdad5b4abfabecd4701ddeaa9f912456c1357ca7c1ecff815ead3db3a95ef3
42052f2c42c9604251687ef66cfa94bfdc3af8a181b5ce8c76eb7d4d74e0a839
6c267a16f799a7c7d52c2e4565625d65210f5d49c9c1f88a66a6d2c6e37f4acf
80ef622efdb5d2e395bfb99ed809d12398101471e1cff331e99556b159fb7ada
804f864252f2403f7d5db7cc3fd75ef591045c7c02d2054c843b746f413f86eb
616045c93e42e46b903bae7951f1ed812766189edbd2e75618e4f1e1a6efe516
3897656dff06584ef128c2a7dba8446f33e547d204d265f4fc50a88ef8fc8fc9
3b1b94c1f69f2bc34d8ad63fccaca2df0881464b0694f9e21a237b03ead88e42

49c3ef60475dee4d7f3020cf97c846900604841a66ddc676f75cd89ddc856ef6
a8052d678186f882cba18211d8af17880e6815eaa85bfc1f8e74d73c761c37d8
00d7bd9d4d38651ff8a7007daf5b27ec9c3836f697ee5fd2e6a116f3eb112cae
398932b49109d74b4f9353c5c30125e1b231897ecccfdca4994710c9dce6aadd
0f24d8771845251f0a338dd8881f47309b7353abea4ecd93debaba0c541c1173
2a006a683a0b28ab4564e7c976796ed8e105662c6848abf6dc9e7d600043b19d
3ba2f2396c71b4ab555488459914be653aa1ec236702d6e9038240e9482f0643
04e941f5216d52a6b82c068091792a1b551eeae399e7a7e1d2bc4d962d5eb5c2
27bd344121c3ee8a38ab9438beb13c4971890909d4a767c4139f139830e2abd9
828b7c3e1ee7553989498acbfff63500166dd9f772f2d38ebf044ba31dee5bd1
2e7c0174be5ef227576d1b047a1c49a1ae535615a3bd8cf7d0c0328a5562b0da
ab21551e3dd54a2f77c6af50079f2d253a69bd34be0c82337286c3b0dee85528
bc9ddca5d16569cc05c623848410e4c8dfffd7fa4a0d1630932a1864d88d28a5
cbbfc4ad47d304f199ea40a7477f390f493f5845c5057ab25e5e836356a5813e
ce2117994a9eb462ee9ca58d00abdc71328d2b09ec370392424e0efeb8764733
d3bc61dab4d3efad518e27b1e8b6de49b7dc552f94243f14137635bf645d89a6
d637f7b513adf1ef5ef117e290db83a1c95df153d42f5faf0ae1c88caccb7b54
d6106927736490b213af11ff0ee53bd5a73730004c428b50225ee43c39d32357
md5
48f88cdd7d1d3a2d5854be4fe04ec54b
1b8e28fc2cada4020014c7df2318da8f
49b3c5975c8717da0606ec060b4271a2
bc2d14047f83a5566a6278713539fe2e
454925b6e2318444db9dc82119831fa2
b9ba36607ea379da4b6620c4e3fce2ca
b5d9d194e1bea5889096460172673081
ff9694b38ea69c6261ed89be5ca7f1a0
e7ec20d1cabff7c58fb5d69948536afb
834d3b0ce76b3f62ff87b7d6f2f9cc9b
0914ef43125114162082a11722c4cfc3
38ead1e8ffd5b357e879d7cb8f467508
b5cd24754a830450724f20de89ed4c52
2633dbfc5bb76cb0ac56262d01dc721b
8e70ed488d2d21ee33244687f54712ee
31e1d545a96cb649e30c0df74a2cebd2
bb4653945c47cd6ec8dc5110a6b9827c
1108250a6c70db00af06161543912899
1074572185a2cf717e8c44c706477d6e
3e583bdc7ca74b4e33a42f92a2c63e03
7d4dcf42936764a7ec3401b1fae2d9cc
37db76727ecc6b78961ccdd0eba30c7f

6010c9e25057f09659ccb88e128d919f
c1b33c105dea7f89ceb264be55d73ba2
707d0bf4fb8658f62196798c61cb7ef0
03de9fe87ac4fbc980dcc9f680d6d8b1
c13cede999982cbaf1ff4c42c3043510
d632aad3987295c90f94928a250a9f2e
bacd79eed72a92af6b96809fad80045f
fd53fa8906ae61758e9f4ff044ceb3c3
1062caff4bd031d86600a41fefcbd661
018e60f578e163432546621c872c5583
19c2a48a9f620e2c2bc1580794cb08bf
a768e6bc7d5c539fbc6086bbe43f3ff3
ebd35a85a3c6c8e7bbcbd5d669b66fe1
f6e86af76042cc4b8b485d1fa2fb35ad
ea0f20de9cff415bc669fc79248a08c2
3cd2f777b2a23cf1a8379d651b5e6940
9e7bf818dab0988d812261fc3abbcd12
f5bddd48314c96fe125a816d1e7d3a2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