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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件背景 
 

2015 年 10 月 20 日，白帽子“蒸米”[1]在微博上称：“‘瘦蛟舞’和我发现了一个漏洞，

该漏洞影响 Android 上数个用户过亿的 app”，“蒸米”在微博中将这个漏洞命名为 WormHole。 

 

该微博内容在网上迅速传播，引发了公众关注，并在随后几天内，WormHole 安全事件

持续发酵。WormHole 漏洞，影响百度全系列安卓 APP，以及其它公司基于百度 Moplus SDK

开发的安卓 APP 产品，所幸苹果手机 APP 并不受影响。由于一些受影响的 APP（如百度地

图、手机百度、安卓市场等）用户广泛，估计此次 WormHole 事件影响的用户量数以亿计。

类似于 MS-08-067、冲击波等，WormHole 是远程攻击漏洞，只要用户手机处于联网状态（wifi

网络、3G 或 4G），都有可能受到攻击。攻击过程不需要用户配合，也不需要攻击者物理接

近用户，攻击可能导致的后果包括用户信息泄露（地理位置、IMEI 等）、静默安装应用，

甚至手机被控等。该漏洞不能在服务器端修复，必须升级用户的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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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件回放 
 

 2015 年 7 月 28 日，白帽子“小荷才露尖尖角”在乌云上提交漏洞“百度某 SDK

设计缺陷导致手机敏感信息泄露(IMEI 号和地理位置信息等) ”[1]，但未引起广泛

关注。 

 2015 年 8 月 14 日，V2EX 网站上，在关于“百度统计 hm.js 在 Android 浏览器下

做什么？”[2]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有网友提到了 40310 端口的 HTTP 异常访问流量。 

 2015 年 9 月 6 日，V2EX 网站上，在关于“现在手机耗电很大原因是这些 app 的做

法”[3]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有网友提到百度系的 Web 页面会访问 Android 上的一些

端口（40310/6259），返回地理、位置、天气之类的信息。 

 2015 年 10 月 8 日，白帽子“瘦蛟舞”在乌云上提交漏洞“百度输入法安卓版存在

远程获取信息控制用户行为漏洞（可恶意推入内容等 4G 网络内可找到目标）”[4]。 

 2015 年 10 月 20 日，白帽子“蒸米”微博发文称与“瘦蛟舞”一起发现了一个漏

洞，影响了多个用户量过亿的 APP，并将这个漏洞称为 WormHole
[5]。 

 2015 年 10 月 21 日，“瘦蛟舞”在乌云上提交漏洞“WormHole 虫洞漏洞总结报告

（附检测结果与测试脚本）”[6]。厂商确认并回复：感谢您对百度安全你的关注，

此漏洞已知晓且 Moplus SDK 已修复。 

 2015 年 10 月 28 日，百度应急响安全应中心发微博称：我们感谢乌云等安全社区

的大力支持，此前我们已经发现并确认了该漏洞。目前产品团队已经紧急修复了该

漏洞，并通过了严格的质检测试，正在全面更新所有受漏洞影响的产品[7]。 

 2015 年 10 月 31 日，百度应急安全响应中心称百度安全团队在此之前已发布预警

信息，并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漏洞修复。截止到 10 月 30 日 24 点之前，百度系列产

品安卓版本已全部完成新版本更新上线[8]。 

 2015 年 11 月 1 日，趋势科技公布分析报告[9]，声称他们已经检测到恶意样本

（ANDROIDOS_WORMHOLE.HRXA）在利用 Moplus SDK 来自动和定期下载用

户不需要的应用当这些应用被下载到用户设备后，如果用户设备已经 root 了，则

应用程序将被自动安装,同时使用了百度 Moplus SDK 的其他厂商的 APP 也将受到

漏洞攻击的风险。 

 2015 年 11 月 2 日，漏洞发现者“瘦蛟舞”、“蒸米”在乌云发布漏洞分析报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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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娃还可怕的百度全系 APP SDK 漏洞”[10]，统计了受影响的 APP 列表，并附上

了视频 Demo。 

 2015 年 11 月 3 日，有一知乎用户在问题“如何评价乌云漏洞平台曝百度旗下多款

App 存在 WormHole 后门？”[11]的回答中给出了百度曾经申请的两项专利的链接，

在这两项专利中，百度将对本地端口的监听和在终端浏览器中对应用的调起合法化

[12][13]。 

 2015 年 11 月 4 日，合天网安实验室推出了视频“手把手教你查看手机是否受

WormHole 漏洞” [14]。同时，ArkTeam 和合天网安实验室联合发布了“WormHole

虫洞漏洞实验”，提供了分析测试，理解 WormHole 虫洞原理和利用过程的实验平

台[15]。 

 2015 年 11 月 4 日，白帽子“从此寂寞”在乌云上发布“WormHole 分析第二弹”

[16]，以百度地图为切入点分析 WormHole，从技术底层分析和探究 WormHole 的成

因。 

 2015 年 11 月 4 日，渔村安全实验室在 FreeBuf 上发表文章“百度真的修复了所有

的 WormHole 漏洞么？”，在深入分析 WormHole 漏洞的同时，测试当时最新的百

度输入法 6.0.1.0 版本，得到结论：漏洞依然没有修复[17]。 

 2015 年 11 月 5 日，渔村安全实验室在 FreeBuf 文章“百度真的修复了所有的

WormHole 漏洞么？”中补充说明：11 月 4 日 16 时发布的百度输入法 6.0.1.4 版本，

已经修复了漏洞[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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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分析 

1、漏洞成因 

Wormhole 漏洞的元凶是 Moplus SDK 工具包。该工具包是百度封装的，用于公司内部

进行安卓 APP 开发，因此，Wormhole 漏洞影响了百度全系列的安卓 APP。此外，还有很多

第三方公司，在开发安卓 APP 时，也间接用到了 Moplus SDK 工具包，因此导致了大量的

非百度公司旗下的安卓 APP 也受到影响。 

趋势科技给出了前 20 受影响的 APP[9]： 

 

从技术角度讲，当用户启动一个携带有 WormHole 后门的应用程序时，Moplus SDK 会

在启动自身的 HTTP 服务器（基于 NanoHttpd 实现），监听特定的端口来提供相应服务，目

前已发现的受影响 APP 主要监听 6259 或 40310 端口。 

HTTP 服务器会根据不同的命令请求提供响应，以下是已知的一些命令及相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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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功能 

geolocation 获取用户手机的 GPS 地理位置(城市,经度,纬度) 

getsearchboxinfo 获取手机百度的版本信息 

getapn 获取当前的网络状况(WIFI/3G/4G 运营商) 

getserviceinfo 获取提供 nano http 的应用信息 

getpackageinfo 获取手机应用的版本信息 

sendintent 发送任意 intent 

getcuid   获取 imei 

getlocstring 获取本地字符串信息 

scandownloadfile 扫描下载文件 

addcontactinfo 给手机增加联系人 

Getapplist 获取全部安装 app 信息 

downloadfile 下载任意文件到指定路径如果文件是 apk 则进行安装 

uploadfile 上传任意文件到指定路径,如果文件是 apk 则进行安装 

 

以下是一些典型的请求 URL： 

http://127.0.0.1:40310/getcuid?secret=0&mcmdf=inapp_ 

http://127.0.0.1:40310/geolocation?mcmdf=inapp_ 

http://127.0.0.1:40310/getapn?mcmdf=inapp_ 

http://127.0.0.1:40310/getapplist?mcmdf=inapp_ 

http://127.0.0.1:6259/getcuid?secret=0&mcmdf=inapp_ 

http://127.0.0.1:6259/geolocation?mcmdf=inapp_ 

http://127.0.0.1:6259/getapn?mcmdf=inapp_ 

http://127.0.0.1:6259/getapplist?mcmdf=inapp_ 

 

最为致命的是，HTTP 服务器对于请求者的身份验证过于简单：只要在 HTTP 请求包里

添加“remote-addr:127.0.0.1”，都会被 HTTP 服务器认为是合法请求，这样足以导致该功

能被恶意利用。该漏洞非未对请求源做本地或远程验证，导致 HTTP 服务器不仅响应本地请

求，也响应远程请求，这就导致 WormHole 可以被远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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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漏洞重现 

①Android 操作系统的手机+受影响版本的百度地图和百度搜索。 

 

②Android 手机连接 Wifi 热点，使得测试代码与 Android 手机之间网络可达，并启动百

度地图或百度搜索应用。 

 

③测试设备（PC 机）上运行测试脚本，仅输入 Android 手机的 IP 地址，即可利用

WormHole 漏洞收集到 Android 手机的用户信息。 

 

利用 WormHole 自动获取的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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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百度为什么这样做 

对于已安装的百度 APP，有权限获取一些必要的用户信息，那么百度以“HTTP 服务+

远程调用”的方式，“共享”这些信息的用意为何？本文做了如下大胆推测：百度利用这种

方式信息共享，会给 Web 页面和 APP 的交互会带来一些好处。 

百度统计脚本“http://static1.searchbox.baidu.com/static/searchbox/openjs/mp.js”会嵌入到

很多网站页面中，而这个脚本就含有请求本地 40310 端口的代码。因此可以推测，这些接口

收集的信息是为百度统计服务的。当用户手机访问嵌入百度统计脚本的网站时，只要其手机

里安装了百度应用，或者安装了基于 Baidu APP SDK 开发的第三方应用，该用户的信息即

可被百度收集。本文相信，这些宝贵的用户信息，为百度不断提升自身服务质量提供了重要

保障。此外，本文参考文献[12][13]中提到的专利，也可以从侧面印证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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