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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odeGhost 安全事件跟踪与分析报告 

一、 事件背景 

2015 年 9 月，一个因 Xcode 被篡改而引发的安全事件（XcodeGhost）浮出水面，

该事件影响了中国近一亿苹果手机（iPhone）用户。据盘古团队称，截至 9 月 19 日，已

有超过 800[1]个不同版本的苹果 iOS 应用（iOS App）被感染，含苹果官方应用商店（App 

Store）下载的应用。被感染的 App 会窃取 iPhone 基本系统信息，使用被篡改 Xcode 开

发的面向 iPhone 的 iOS 应用均受影响。 

Xcode 是苹果公司开发的运行在 OS X（苹果桌面操作系统，用于 iMac、Macbook

等电脑设备）上的集成开发工具（IDE），能够开发 OS X 和 iOS （苹果移动操作系统，

用于 iPhone、iPad 等移动设备）应用程序。Xcode 能够完成应用程序的设计、编译、测

试和调试过程，相当于 Windows 平台下的 Visual Studio 系列集成开发工具。 

二、 事件回放 

     2015 年 9 月 10 日，微信在 App Store 发布 6.2.5 版本。 

 

     2015 年 9 月 12 日，微信在 App Store 发布 6.2.6 版本。纵观微信更新日志

（附录 1），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时隔两日连续进行两次版本更新。可以推测，此时

微信团队已经发现了 XcodeGhost 事件，并及时做了处理，但并未将 App 被感染

的情况公布。据日后腾讯安全应急响应中心的报告称[2]，此时微信团队已将该情况

上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CC）。 

 

     2015 年 9 月 14 日，CNCERT/CC 发布《关于使用非苹果官方 Xcode 存在

植入恶意代码情况的预警通报》[3]。指出经非苹果公司官方下载的 Xcode 工具开发

的 App 存在被植入恶意代码的风险，存在问题的 App 可以在 App Store 正常下载

并安装使用。该恶意代码具有信息窃取行为，并具有进行恶意远程控制的能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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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报相关开发者或互联网企业，在开发苹果 App 的过程中，切勿使用非苹果官

方下载的 Xcode 工具。 

 

     2015 年 9 月 16 日，腾讯安全应急响应中心的报告称[2]，微信团队发现 App 

Store 上的 TOP5000 应用有 76 款被感染，但并未公布名单，之后向苹果官方及大

部分受影响的厂商通报了这一情况。 

 

     2015 年 9 月 17 日，微博用户“唐巧_boy”称非官方渠道下载的 Xcode 会编

译出含恶意代码的 App，会向特定网站上传数据，并称已知两个知名 App 存在问题

[4]。其他微博用户也表示遇到类似问题。微博用户“谁敢乱说话”声称复制苹果官

方 URL 并用迅雷下载的 Xcode 同样存在问题，但随后该用户删除该条微博并澄清

此前说法错误[5]）。 

Palo Alto 发布第一版分析报告[6]。说明了 App 被大范围感染的原因，并对相

关恶意代码的特征和恶意行为进行了分析，指出被感染的 App 会上传手机基本信息，

确认“网易云音乐”存在问题。 

阿里移动安全在乌云平台发布分析报告[7]。对样本进行了分析，首次提出被篡

改的 Xcode 的检测方法。  

 

     2015 年 9 月 18 日，微博用户“图拉鼎”通过抓包分析，公布了第一批受感染

App 名单[8-10]（附录 2），共 12 款 App。 

360 涅磐团队发布了分析报告[11]，最先提供了恶意代码样本和 6.2.5 版的微信

样本，并更新被感染 App 名单（附录 3），共 43 款 App。 

腾讯微信团队、网易云音乐发布官方公告，承认此前微信 iOS(6.2.5)、网易云

音乐(2.8.3)版本 App 存在问题[12-13]。 

 

     2015 年 9 月 19 日，腾讯安全应急响应中心（TSRC）发布分析报告[2]，阿里

移动安全更新分析报告[7]。指出该事件相关恶意代码存在钓鱼攻击的可能。TSRC

的报告第一次指出，恶意代码的攻击方式本身存在漏洞，能够被利用实现中间人攻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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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用户“XcodeGhost-Author”发微博致歉[14]，声称其为 XcodeGhost 事

件作者，并称此次事件源于自己的实验，十天前已关闭服务器，并公布源代码[15]。

称“可能存在的钓鱼攻击”是出于自己私心而加入的广告推广功能。由各分析报告

可知，“作者”公布的源代码与各团队逆向的结果基本一致，具有获取基本信息、弹

窗、调用其他 App 的能力。 

苹果官方 App Store 开始下架被感染 App，并联系各 App 开发厂商。 

盘古团队开发出被感染 App 的检测工具，第一个为用户提供了恶意代码检测服

务。 

360 涅磐团队再次更新被感染的 App 详细名称及版本号[16]（附录 4），共 344

款 App。并首次还原了恶意 iOS 应用与 C2 服务器的通信协议，第一次模拟实现了

应用推广、伪造弹窗的攻击行为。同时，第一次详细分析了恶意代码的链接过程，

完成恶意代码的注入实验。 

 

     2015 年 9 月 20 日，安天实验室发布《Xcode 非官方版本恶意代码污染事件

（XcodeGhost）的分析与综述》报告第一版[17]，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

分析，绘出“Xcode 非官方供应链污染事件示意图”，生动描述了此次事件原委，

并在之后不断补充更新该报告。 

 

     2015 年 9 月 21 日，百度安全应急响应中心、迅雷就下载源被污染问题发表声

明[18-19]。百度安全应急响应中心称已清查关闭受感染文件，并认为下载工具的下载

源受到污染，也可能成为传播途径。迅雷称下载源与 Apple 官方一致，并对离线资

源做了排查，没有感染。 

微步在线（ThreatBook）第一次通过威胁情报关联分析，揭示了 XcodeGhost

事件背后控制者所拥有的网络资产[20]。 

 

     2015 年 9 月 23 日，苹果官方发表声明解释此次事件[21]。指出开发者未使用

官方提供的软件验证方法来验证 Xcode，导致被篡改的 Xcode 被使用，并承诺优

化 Xcode 下载速度。确认恶意代码只能收集一些基本信息，比如 App 和一般系统

信息，否认了恶意代码获取 iCloud 或其他服务密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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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理分析 

1. App 感染途径 

 正常的 App 编译过程：Xcode 将“App 源代码”及所需“Xcode 库文件”编译，

生成正常 App，如图 1 所示。 

正常库文件

Xcode

App
源代码
‡ ‡
‡ ‡
‡ ‡

编译

正常App

 

图 1 正常 Xcode 编译 App 过程 

 被感染的 App 编译过程：被篡改的 Xcode 将“App 源代码”及所需“Xcode 库

文件”加上“恶意库文件”编译，生成被感染 App，如图 2 所示。 

正常库文件

Xcode

App
源代码
… …
… …
… …

恶意库文件

编译

添
加
恶
意
库
文
件

黑
客
修
改

X
c
o
d
e

被感染的App

 

图 2 被篡改的 Xcode 编译 App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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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恶意库文件”来源及链接 

攻击者通过向官方 Xcode 集成开发工具中加入恶意库文件，与正常库文件混在一起。

同时，修改控制编译器链接行为的配置文件，致使任何 App 的编译过程都需要链接恶意库

文件，从而实现经该编译器生成的 App 中均含有恶意代码。之后攻击者将被篡改的 Xcode

打包二次发布，如图 3 所示。 

 

图 3 二次打包发布的 Xcode 

 

5 
 



                                                         XcodeGhost 安全事件跟踪与分析报告 

截至 2015 年 9 月 18 日，已发现多个版本 Xcode 被恶意篡改，涉及到 Xcode 6.1~6.4

等。由 Xcode 被篡改的原理可知，理论上能够对所有版本的 Xcode 进行恶意篡改。之后被

发现的已被篡改的集成开发工具还有 Unity3D（3D 游戏开发引擎）和 Cocos2d-x（开源

移动 2D 游戏框架）。 

3. 被篡改的 Xcode传播及广泛使用 

开发者或互联网企业错误使用被篡改的 Xcode 的原因总结如下： 

 Apple 官方网站 Xcode 获取速度过慢，短则数小时，长则数天； 

 Apple 官方网站 Xcode 下载页面未发现明确标注软件 MD5、SHA-1、SHA-256

等校验信息，开发者无法完成与官方软件的哈希校验，同时也未发现有明确提示提

醒开发者使用官方签名工具检查。如图 4、图 5、图 6 所示；与之做法不同的是，

微软公司在Windows集成开发工具Visual Studio下载页面中则明确给出了哈希

校验码的链接，如图 7 所示，点击该链接后能看到不同语言版本的相关哈希校验

码，如图 8 所示； 

 攻击者将被篡改的 Xcode 二次打包上传至百度网盘后，利用社会工程学手段，在

豆瓣、swift 迷、CocoaChina、oschina 等苹果 App 开发者经常访问的社区、人

气论坛和下载站中大力推广；同时，攻击者利用 SEO（搜索引擎优化）手段，将

“Xcode 下载”关键字进行优化，致使搜索结果中排名靠前的链接均指向攻击者

发布的下载帖，如图 9 所示； 

 App 开发人员未对从非官方渠道获取到的 Xcode 进行真实性验证，而使用了被篡

改的版本。 

6 
 



                                                         XcodeGhost 安全事件跟踪与分析报告 

 

图 4 苹果官方 Xcode 下载页面未明确标注哈希校验码 

 

 

图 5 苹果官方 Xcode6.4 下载页面未明确标注哈希校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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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苹果官方 Xcode 最新版下载页面未明确标注哈希校验码 

 

图 7 微软 Visual Studio 下载页面明确给出哈希校验码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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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微软 Visual Studio 下载页面明确给出各语言版本的哈希校验码 

 

图 9 SEO 手段优化的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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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户 iPhone App 被感染 

用户手机大范围受到 XcodeGhost 事件影响的原因总结如下： 

 流行移动端App开发厂商错误地使用了被篡改的Xcode，导致开发的App被感染； 

 App 开发厂商安全性检测不严格，未能在发布前发现被感染 App 的可疑行为； 

 苹果 App Store 的检测机制未能发现被感染 App 的可疑行为。 

5. 攻击过程重现 

(一) 被感染的 App 测试 

根据公布的被感染 App 列表，联通手机客户端 v3.2 版确认被感染，如图 10 所示。在

启动时，该应用会自动向域名 init.icloud-analysis.com 上传系统和 App 基本信息。图 11

是请求域名解析过程（注：9 月下旬时该域名解析失败，10 月 11 日解析成功）。 

 
图 10 联通手机客户端 v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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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请求域名解析过程 

 

域名解析成功后，该恶意代码会向服务器 POST 系统和 App 基本信息，如图 12。 

 
图 12 恶意代码会向服务器 POST 系统和 App 基本信息 

(二) 使用被篡改的 Xcode编译 App 测试 

  

使用被篡改的 Xcode 编译一个 iOS App，并在 Xcode 自带的模拟器中运行，如图 13。

抓包发现该 App 对域名 init.icloud-analysis.com 请求 DNS 解析，如图 14，证明恶意代

码已经被注入到新编译的 App 中。 

 

图 13 使用被篡改的 Xcode 编译一个 iOS App 并在模拟器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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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App 对域名 init.icloud-analysis.com 请求 DNS 解析 

 同样，也会向恶意域名上传信息，如图 15 所示。 

 

图 15 向恶意域名上传信息 

(三) 恶意域名解析情况 

 9 月下旬，该恶意域名解析失败，如图 16 所示。  

 

图 16 9 月下旬恶意域名解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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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1 日，该恶意域名解析恢复正常，如图 17 所示。 

 

图 17 10 月 11 日恶意域名解析情况 

其中 87.106.20.192、87.106.253.18、87.106.149.145、213.165.83.176 为德

国 IP，50.21.181.152、74.208.153.9 为美国 IP。 

虽然域名解析成功，但随后恶意代码向服务器上传信息时遭到 RST 阻断，POST 包发

出后立即得到 RST 连接重置标志。 

通过本地测试发现： 

 被 RST 阻 断 的 原 因 是 POST 请 求 头 的 Host 字 段 ， Host 是

init.icloud-analysis.com 就会被阻断 

 被阻断和 UA 字段无关（也就是并未过滤存在漏洞软件的版本号等信息） 

 被阻断和 POST 数据内容无关 

(四) 关于 Mac OS X 的 Gatekeeper 机制 

 

Mac OS X 操作系统通过三个选项来控制应用程序的安装，如图 18 所示。选项一只允

许安装从 App Store 下载的应用程序；选项二允许安装从 App Store 下载或验证开发者合

法证书的应用程序；选项三允许安装任何来源的应用程序。 

 

图 18 Gatekeeper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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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OS X 仅仅验证通过浏览器下载的应用是否满足 Gatekeeper 权限，而对于迅雷

等 P2P 下载或 U 盘拷贝的安装程序不做验证。 

截至 2015 年 10 月 11 日，已更新到最新的Mac OS X 操作系统中针对浏览器下载的

Xcode会做强制验证，无论Gatekeeper权限设置为哪一个（设置为任何来源也会做验证），

如图 19 所示。图 20 为系统明确提示被篡改的Xcode 为恶意软件。 

 

图 19 系统正在验证 Xcode 

 

图 20 系统明确提示被篡改的 Xcode 为恶意软件 

然而，之前通过 U 盘拷贝安装的被篡改的 Xcode 卸载后重新安装依然能成功安装，不

会触发 Gatekeeper 的检测机制。 

综上，新版 Mac OS X 操作系统通过浏览器从网上下载的含有恶意代码的 Xcode 会被

系统标识为恶意软件，无论 Gatekeeper 如何设置，均无法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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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感染 App 完整过程 

App 被感染的整个过程如图 21 所示： 

App Store

开发者

寻找资源

指向网盘 早料到你们下载慢

发布

大面积感染

1
3

4

2

5

6

7

8

9

 

图 21 App 感染过程 

 

综上所述，此次 iPhone 手机大范围受到 XcodeGhost 事件影响，并非用户操作不当，

而是 App 开发者或互联网公司错误地使用了被篡改的 Xcode。 

四、 检测方法 

1. 被篡改的 Xcode检测方法 

攻击者通过添加恶意库文件和修改编译配置来实现此次攻击，因此主要从两方面检测： 

(一) 恶意库文件检查 

若 Xcode 中发下如下目录或文件，则可确定该 Xcode 被篡改： 

1)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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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Xcode.app/Contents/Developer/Platforms/iPhoneOS.platf

orm/Developer/SDKs/Library/Frameworks/CoreServices.framework/C

oreService 

2) 目录：

Applications/Xcode.app/Contents/Developer/Platforms/iPhoneOS.platf

orm/Developer/SDKs/Library/PrivateFrameworks/IDEBundleInjection.

framework/ 

3) 文件：

Applications/Xcode.app/Contents/Developer/Platforms/iPhoneSimulat

or.platform/Developer/SDKs/Library/Frameworks/CoreServices.frame

work/CoreService 

4) 目录：

Applications/Xcode.app/Contents/Developer/Platforms/iPhoneSimulat

or.platform/Developer/SDKs/Library/PrivateFrameworks/IDEBundleIn

jection.framework/ 

5) 文件：

Applications/Xcode.app/Contents/Developer/Platforms/MacOSX.platfo

rm/Developer/SDKs/Library/Frameworks/CoreServices.framework/Co

reService 

6) 目录：

Applications/Xcode.app/Contents/Developer/Platforms/MacOSX.platfo

rm/Developer/SDKs/Library/PrivateFrameworks/IDEBundleInjection.fr

amework/ 

官方渠道获取到的 Xcode 中并无上述目录或文件。 

(二) 编译配置检查 

攻击者通过修改编译配置实现恶意库文件的链接，因此需检查Xcode的Target->Build 

Setting->Search Paths->Framework Search Paths 的 设 置 中 是 否 存在 可 疑

“frameworks”混杂其中。其次，应检查相关配置文件中是否存在链接（一）中可疑文件

或目录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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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起见，上述两条可以通过校验 Xcode 的 MD5、SHA-1 和 SHA-256 等信息来确

认完整性和可靠性。 

2. 被感染的 App 检测方法 

被感染的App在开启和关闭时会上传 iPhone手机基本信息，因此可以通过WireShark

等工具抓包的方法检测 App 是否被感染。若 App 向 http://init.icloud-analytics.com 发

送了 POST 请求，内容为一串加密字符，则可确定该 App 被感染。 

若在使用某 App 后出现弹窗提示是否安装某应用或打开某登录网页等可疑行为，则可

确定该 App 被感染，用户应尽快卸载或升级该应用。 

五、 危害分析 

1. 已被确认的恶意行为 

(一) iPhone 基本系统信息和 App 信息上传 

截至 2015 年 9 月 19 日，被感染的 App 的攻击行为为上传 iPhone 手机基本信息，

在 App 启动和关闭时共上传两次，上传的信息包括： 

1) timestamp：App 安装时间，形式如“1442571213”，为Unix 时间戳格式； 

2) app：应用名称，形式如“网易云音乐”； 

3) bundle：App 的 Bundle ID，形式如“com.netease.cloudmusic”,标识开发

该 App 的公司（netease）及项目名称（cloudmusic）； 

4) name：iPhone 名称，形式如“某某的 iPhone”； 

5) os：iOS 系统版本，形式如“8.3”，意为该设备系统版本为 iOS 8.3； 

6) type：iPhone 类型，形式如“iPhone7,1”，意为该设备为 iPhone6 Plus；同理

若 Type 为“iPhone7,2”，意为该设备为 iPhone6。全部对照见附录 5； 

7) status：该应用当前状态，形式如“resignActive”，意为该应用正在挂起，例如

按下“Home”键时。全部状态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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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pp 状态 

状态 说明 

launch App 启动 

running App 运行中 

resignActive App 正在挂起 

suspend App 挂起中 

terminate App 终止 

 

8) version：该应用的版本，形式如“2.8.3”； 

9) language：iOS 系统语言，形式如“en”； 

10) country：iOS 系统国家，形式如“CN”； 

11) idfv：全称为 identifierForVendor，形式如

“599F9C00-92DC-4B5C-9464-7971F01F8370”，标识同一提供商的所有

App。例如，同一手机中安装了“网易云音乐”和“网易有道词典”，则这两款 App

的“idfv”相同。如果将该手机中网易的所有App全部卸载后重新安装网易的App，

则会产生一个新的“idfv”。 

 

以上信息会被上传至 http://init.icloud-analytics.com，该域名注册者隐藏了自身信

息，解析至亚马逊提供的服务器，该服务器已于 9 月 10 日被关闭。此外，该域名曾用于针

对 iOS 的另一次木马攻击 [22] 。在不同版本的被篡改的 Xcode 中还发现了：

http://init.crash-analytics.com 和 http://init.icloud-diagnostics.com 两个域名。 

2. 可能发生的恶意行为 

通过对 XcodeGhost 事件相关样本进行分析，发现被感染的 App 可能存在如下攻击行

为： 

(一) 弹窗攻击 

被感染的 App 能够接收服务器发来的指令，弹出窗口对用户攻击。被感染的 App 共接

收 5 个参数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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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弹窗参数 

参数 名称 

alertHeader 弹窗标题 

alertBody 弹窗内容 

appID AppID 号 

cancelTitle 取消键文字 

confirmTitle 确认键文字 

通过伪造对话框并结合 OpenURL 功能，实现钓鱼攻击。由于弹窗来自用户信任 App，

因此很容易被攻击。 

有分析报告称该此种攻击方式能够欺骗用户输入账号密码，但根据代码分析结果来看，

该弹窗中无法加入输入框，因此推测此种攻击方式并不能欺骗用户输入账号和密码，但是不

排除配合其他方式实施攻击的可能。 

(二) 操作其他 App 

被感染的 App 能够接收服务器发来的指令，通过OpenURL功能对其他应用进行操作，

如： 

 安装恶意应用。当被感染的 App 接收服务器发来的指令后，弹出窗口提示用户是

否安装某某应用，当用户点击确定后，恶意应用便会安装到手机。 

 打开浏览器钓鱼。当被感染的 App 接收服务器发来的指令后，打开浏览器并转到

钓鱼网页，骗取用户输入各种账号密码。 

 打电话和发短信。当被感染的 App 接收服务器发来的指令后，弹出窗口提示用户

是否拨打电话或是否发送短信，当用户点击确定后，便会自动向某电话号拨打电话

或发送短信。 

 支付钓鱼。当被感染的 App 接收服务器发来的指令后，转到其他支付平台 App，

欺骗用户完成支付。 

3. 中间人攻击 

XcodeGhost 事件中所使用的通信协议加密方式较简单，已于 2015 年 9 月 19 日被安

全研究人员破解。虽然攻击者服务器现已被关闭，但若中间人控制了局部网关（如 WIFI 网

关等），便可以使用 DNS 欺骗等手段，将域名 http://init.icloud-analytics.com 解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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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人服务器，从而继续实现原有攻击方式。 

4. 用户对策 

用来接收窃取到的 iPhone 基本系统信息的服务器已于 9 月 10 日被关闭，但是，用户

在公共场合利用 WiFi 上网，依然存在被恶意攻击的可能，但被攻击概率应低于万分之一，

属于小概率事件。值得说明，任何时候利用公共 WiFi 上网，都存在信息泄露和被植入恶意

代码的风险，但对于未“越狱”iPhone 用户，这一点可不必担心，因为目前的技术很难做

到在用户无感知的前提下植入恶意代码或窃取网银密码等敏感信息（攻击行为需要弹窗等手

段被用户确认）。因此，iPhone 用户可利用公共的、非完全可信的 WiFi 上网。 

截至本文发布之日，尚无证据表明用户的敏感信息（如 Apple ID 密码、网银密码、支

付宝密码等）会被该恶意代码窃取。但是，如果之前有遇到任何突然弹出窗口需要输入 

Apple ID 及密码等敏感隐私信息，并输入过密码的用户，请尽早修改密码。如果发现任何

可疑、未知应用被自动安装，请尽快卸载。 

此外，建议用户及时升级被感染 App 列表中的所有应用，以避免潜在威胁发生。简单

起见，建议升级苹果 iPhone 全部可更新软件。 

对于开发者，建议使用官方渠道获得的 Xcode。若 Xcode 来自其他渠道，则需经完整

性和可靠性校验后使用，以对广大用户负责。 

六、 事件反思 

本次事件是一起利用编译器实施的攻击事件，这种攻击思路在很久前就被提出，但很少

被实际应用。XcodeGhost 事件就是这种攻击方式大规模应用的真实案例，引发了开发者

和安全研究人员对开发工具源头安全性的思考。 

1. 官方是否意味着绝对安全 

所有此次事件所有矛头都指向了 XcodeGhost 所谓的作者，但是，任何分析报告都是

假定官方 Xcode 为绝对安全的前提。但若当时官网被黑客袭击，替换了官方源，或者是苹

果公司有意而为之呢？这也就能合理的解释了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大厂都中招的原因。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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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猜想，并无证据定论。对于官方的 Xcode 是否存在后门，不得而知。 

苹果官方网站 Xcode 下载页面中并未明确标注 Xcode 的哈希校验，无法确定任何时间

下载到的相同版本的 Xcode 都有相同的哈希值。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例如，从国内

多个物理区域持续下载主流软件，并对特定时刻下载页面做自动截图留存）来保证所有时间

下载相同版本的软件都具有唯一的哈希值。这样不但能够保留历史样本、检验“官方”真伪，

并且能够在出现问题时锁定受影响的时间、范围等。 

2. 开发者安全意识 

App 开发厂商的开发、检测流程应该受到严格的安全性保证，有能力也有义务在开发

流程中使用官方权威资源。开发人员应该受到严格的安全知识培训，对于从非官方渠道获取

的资源，必须验证资源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同时，软件检测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产品安全

检测，及时发现存在问题的产品，防患于未然。 

产品出现问题后，应及时下架、修复和更新，并发表官方声明，指导用户及时处理。 

 

3. 开发工具安全性 

此次安全事件虽然暴发于 iOS 平台，但其他平台上是否存在同样的安全风险，值得反

思。 

国内 Android 开发工具获取比 Xcode 更加困难，并且 Android App 开发门槛更低，

开发过程中可能广泛下载使用第三方的库文件（比如皮肤包、扩展功能等），非常不安全，

从业人员普遍存在安全意识较低的问题。由于 Android 开源的特性，二次修改更加方便，

开发工具安全性更难保证。在 Android 平台上通过修改第三方 jar 包、源码自制 ROM、调

试工具、刷机工具、第三方动态链接库等，都有可能达到与 XcodeGhost 相似的攻击效果。 

同时，国内 Android 设备系统由厂商定制固化进设备中，App 市场鱼龙混杂，管理混

乱。一旦 Android 系统底层开发工具被植入后门，或者上层 App 出现问题，处理方式也不

可能像紧握上下游产业链（系统和 App 都需要经过它控制）的 Apple 那样下架软件或者推

送更新。而需要通过各类手机厂商对所有手机型号、Android 版本推送系统更新来解决，

处置能力肯定会比 Apple 差，造成的危害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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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平台上，微软公司的 Visual C++和 Visual Studio 是流行最为广泛的开

发工具，其安全性不容忽视。我团队与其他安全团队合作，完成了对 VC 6.0 的安全验证，

实验表明，通过修改相关的头文件和库文件，同样可以达到与 XCodeGhost 相同的劫持应

用程序的效果。一旦经过非法篡改的 VC/VS 开发工具传播开来，完全有可能制造出下一个

VisualStudioGhost 事件。相关验证过程详见附录 6。 

除此之外，像 Cocos、Unity、eclipse 等等这些开发工具，诸多开发人员为了方便，

往往也会选择从非官方渠道下载或使用“破解版”软件，导致开发工具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均

不能保证。 

对于资源获取途径，网盘、P2P 下载软件仅在后台进行了文件完整性校验，用户需要

自行校验并与官方对照才能确认文件的真实性。因此建议网盘、P2P 下载软件等能够在下

载完成后显式的提示下载文件的哈希校验码，并提醒用户与官方网站进行比对。所有关键软

件发布厂商应提供相应的校验码，并提醒下载者进行真实性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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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附录 

1. 微信更新日志 

微信 6.2.5 for iOS 全新发布 2015-09-10 

微信 6.2.4 for iOS 全新发布 2015-08-04 

微信 6.2.2 for iOS 全新发布 2015-06-17 

微信 6.2 for iOS 全新发布 2015-05-25 

微信 6.1.5 for iOS 全新发布 2015-04-27 

微信 6.1.4 for iOS 全新发布 2015-03-30 

微信 6.1.1 for iOS 全新发布 2015-02-09 

微信 6.1 for iOS 全新发布 2015-01-19 

微信 6.0.2 for iOS 全新发布 2014-12-20 

微信 6.0.1 for iOS 全新发布 2014-11-06 

微信 6 for iOS 全新发布 2014-09-30 

微信 5.4 for iOS 全新发布 2014-08-14 

微信 5.3.1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4-06-23 

微信 5.3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4-05-08 

微信 5.2.1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4-03-21 

微信 5.2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4-01-26 

微信 5.1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3-12-20 

微信 5.0.3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3-10-24 

微信 5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3-08-05 

微信 4.5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3-02-05 

微信 4.3.3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3-01-04 

微信 4.3.2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2-10-30 

微信 4.3.1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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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4.3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2-9-5 

微信 4.2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2-7-19 

微信 4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2-4-19 

微信 3.5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1-12-20 

微信 3.1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1-10-27 

微信 3.0.1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1-10-17 

微信 3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1-10-01 

微信 2.5.3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1-09-13 

微信 2.5.2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1-08-30 

微信 2.5.1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1-08-17 

微信 2.5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1-08-03 

微信 2.2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1-06-30 

微信 2.1 for iPhone 全新发布 2011-06-08 

微信 2 for iPhone(语音版) 全新发布 2011-05-10 

微信 1.3 for iPhone(测试版) 全新发布 2011-04-06 

微信 1.2 for iPhone(测试版) 全新发布 2011-03-21 

微信 1.1 for iPhone(测试版) 全新发布 2011-03-10 

微信 1 for iPhone(测试版) 全新发布 201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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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批公布的被感染的 App 

App 名称 

 列表来自微博用户“图拉鼎” 

网易云音乐 

滴滴出行 

铁路 12306 

联通手机营业厅 

高德地图 

简书 

豌豆荚的开眼 

网易公开课 

下厨房 

51 卡保险箱 

同花顺 

中信银行动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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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批公布的被感染的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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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批公布的被感染的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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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苹果移动设备型号对照表 

产品代号 设备类型 

iPhone 系列： 

iPhone7,2 iPhone 6 

iPhone7,1 iPhone 6 Plus 

iPhone6,1 iPhone 5s（A1453，A1533）CDMA 

iPhone6,2 iPhone 5s（A1457，A1518，A1526，A1528，A1529，A1530）GSM 

iPhone5,3 iPhone 5c（A1456，A1532）CDMA 

iPhone5,4 iPhone 5c（A1507，A1516，A1526，A1529）GSM 

iPhone5,1 iPhone 5（A1428）GSM 

iPhone5,2 iPhone 5（A1429，A1442）CDMA+GSM 

iPhone4,1 iPhone 4s 

iPad 系列： 

iPad5,3 iPad Air 2 (Model A1566）WiFi 

iPad5,4 iPad Air 2 (Model A1567）4G 

iPad4,7 iPad mini 3（Model A1599）WiFi 

iPad4,8 iPad mini 3（Model A1600）4G 

iPad4,9 iPad mini 3（Model A1601）4G+TD 

iPad4,1 iPad Air（Model A1474）WiFi 

iPad4,2 iPad Air（Model A1475）4G 

iPad4,3 iPad Air（Model A1476）4G+TD 

iPad4,4 iPad mini Retina（Model A1489）WiFi 

iPad4,5 iPad mini Retina（Model A1490）4G 

iPad4,6 iPad mini Retina（Model A1491）4G+TD 

iPad3,4 iPad 4（Model A1458）WiFi 

iPad3,5 iPad 4（Model A1459）G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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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3,6 iPad 4（Model A1460）CDMA+GSM 

iPad2,5 iPad mini（Model A1432）WiFi 

iPad2,6 iPad mini（Model A1454）GSM 

iPad2,7 iPad mini（Model A1455）CDMA+GSM 

iPad3,1 iPad 3（Model A1416 Generation）WiFi 

iPad3,2 iPad 3（Model A1403 for ATT）CDMA+GSM 

iPad3,3 iPad 3（Model A1430 for Verizon）GSM 

iPad2,1 iPad 2（Model A1395）WiFi 

iPad2,2 iPad 2（Model A1396）GSM 

iPad2,3 iPad 2（Model A1397）CDMA+GSM 

iPad2,4 iPad 2（Rev A）WiFi 

iPod 系列： 

iPod5,1 iPod Touch 5 

iPod4,1 iPod Touch 4 

 

  

44 
 



                                                         XcodeGhost 安全事件跟踪与分析报告 

6. 感染 Visual C++ 6.0 实验 

(一) 感染过程 

1.替换 VC6 自带的 WINDOWS.H 文件为恶意 WINDOWS.H； 

2.将恶意 Lib 文件添加到 VC6 的默认 Lib 目录下； 

参考路径：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98\Lib 

3.修改 VC6 配置文件 VC98ENT.INF，使恶意 Lib 文件“合法化”。 

(二) 工作原理 

一旦某段代码中引用了 WINDOWS.H 头文件（已修改为恶意头文件），就会将如下代

码编译进工程，从而执行恶意 Lib 里的 GWINDOWSINIT()函数。 

#ifndef STATICLIBJ 

#define STATICLIBJ 

#pragma comment(lib,"vc6.lib") 

int GWINDOWSINIT(); 

int GSTATICLIBJ = GWINDOWSINIT(); 

#endif 

(三) 恶意 Lib 

以下是恶意 Lib 的核心函数，功能是以线程的方式打印字符串“FuncThread x” 

DWORD WINAPI FuncThread(void *lPtr) 

{ 

 char szBuf[128] = {0}; 

 unsigned int i = 0; 

 while(1) 

 { 

  sprintf(szBuf,"FuncThread %u\r\n",i++); 

  OutputDebugString(szBuf); 

  Sleep(100); 

 } 

 return 0;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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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GWINDOWSINIT () 

{ 

 CreateThread(NULL, 0, FuncThread, NULL, 0, NULL); 

 return 100; 

} 

(四) 验证程序 

以下是引用了恶意 windows.h的某段代码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windows.h> 

int main() 

{ 

 printf("Hello World.\r\n"); 

 Sleep(1000); 

 return 0; 

} 

(五) 实验结果 

执行编译后的 hello.exe 时，会调用恶意 Lib 中的 GWINDOWSINIT()函数，在

debugview 中输出如图 22 所示。 

 

图 22 Visual C++ 6.0 感染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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