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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介 

Tdl-4病毒代表了目前最先进的 bootkit技术,在今年的 8月份我们发现了最新的一个版本

[main]version=0.03，[cmd] version=0.31，相比之前的版本仅 payload 方面略有改动。Tdl-4 从

MBR 运行到加载自身驱动程序的过程是非常系统化的。病毒根据用户机器的具体环境(硬盘

相关信息，安装操作系统情况 XP,WIN7,x32，x64…)来生成不同的配置信息，这个配置信息将

在 MBR 运行后，引导系统一步步加载病毒文件，最后达到在 boot 阶段就加载病毒驱动程序

的目的。这和以往发现的 bootkit 病毒是不同，像 Sinowal,phanta,bmw 都是针对单独的一种

系统版本进行感染的。 

Bootkit 的编写过程是复杂的，而 Tdl-4 的这种程序框架结构将很容把新的感染方案加入

其中，例如对未来的 windows 8 操作系统，只要 tdss 找到攻击方法，就可以把它加入现有机

制中，从而实现一个兼容目前所有操作系统版本的超级病毒。 

 

二  Tdl-4 的工作组件与启动流程 

     相比前几个版本 Tdl-4 的组件部分没有变化,具体的更新体现在 cfg.ini 的文本信息里面。

 



同时增加了 installdate 这个字段，用来记录 Tdl-4 安装到当前操作系统的具体时间。从

内存解密出来的配置信息指明了 Tdl-4 的具体组件信息 

 

 

 

 

mbr   –– 病毒感染的引导区代码，负责隐藏自身，加载配置信息，引导病毒启动的第

一步。 

ldr16  –– 按照配置信息，从自身文件系统中的解密原 Windows MBR，hook int13h 中断，

替换 kdcom.dll 等操作。 

 

ldr32  –– 伪造的 kdcom.dll，工作在 x86 系统中。 

 

ldr32  –– 伪造的 kdcom.dll，工作在 x64 系统中。 

 

drv32  –– 病毒的 bootkit 驱动程序，工作在 x86 系统中。 

 

drv64  –– 病毒的 bootkit 驱动程序，工作在 x64 系统中。 

 

cmd.dll –– 病毒的 payload 模块，用于注入到 ring3 进程，工作在 x86 系统中。 

 

cmd64.dll –– 病毒的 payload 模块，用于注入到 ring3 进程，工作在 x64 系统中。 

 

cfg.ini  –– 记录病毒的一些信息及配置。 

 

bckfg.tmp –– 加密的一些 URLs。 

 

同之前的版本一样，Tdl-4 自身的文件系统使用 RC4 算法加密，以上这些组件都存储在

磁盘末尾的空白区域内。系统启动后，病毒 drv32/64 驱动保护这部分数据，如果直接用



Readfield 方式读取这块区域内数据，病毒将会返回空白数据，以此达到隐藏自身的目的。 

 

关于 tdl-4 的启动流程我们看到，与 mebroot 多阶段性的 hook 内核模块是不同的，仅

hook bios int13h 用来定位 kdcom.dll，之后变不再干扰内核正常执行流程。其工作流程如下

图所示： 

 

 
 

 

三  MBR 的变化 

Tdl-4 的 MBR 是一个经过简单加密的数据，开头部分（共 0x24 字节）和正常 MBR 类似。

在 MBR 的末尾，DPT（Disk Partition Table）部分保留一部分系统数据,这里没有被破坏。 

下图是 Tdl-4 的 MBR 开头及解密部分 

 



     在自身代码被解密后，执行以下步骤: 

 

     1  修改 bios 0x413（这里记录了实模式下的系统内存大小）数据，减小 10k 系统内存。

将自身代码及后续解密过程中生成的临时数据都隐藏在这里。     

     2  调用 int 13h （ah = 48h）获得驱动器参数信息。 

     3  获得下一步骤感染过程的加载标志，这个标志指向一个字符串“ldr16”，它指明下

一步骤要加载的模块名称，这个字符串存储在当前 MBR 数据当中。 

 

    

 

     4 调用 int13h，读取磁盘最后一个扇区的数据，这里面存放是 Tdl-4 的模块配置信息。

在 Tdl-4 已经运行起来的系统中读取这个扇区数据是会被 Tdl-4 欺骗的，它直接返回空白数据

给用户态程序。在磁盘和内存对照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加密的数据。 

 

 

 

 

 

5 解密最后一个扇区的数据，目前 Tdl-4 仍然使用 RC4 算法对自身的文件系统加密。

在这个配置信息中，包含一个文件头，及若干节。在文章的后面会继续谈到，下面是解密后

的数据信息。 

 



 

 

6  定位配置信息中”ldr16”的偏移,获得下一次要解密的数据的偏移，次数，大小，将

这些解密后的数据都拷贝到隐藏的实模式内存中。 

四  实模式部分的引导过程 

     Tdl-4 的这部分代码（ldr16）中，使用了很多硬编码方式存储变量，这增加了分析的难

度，这部分主要功能是替换调系统的 kdcom.dll 数据，完成 ldr32 的加载。 

   

1  hook int13h 中断向量，获得驱动参数信息。 

 

2  ldr16 的数据本身已经包含要引导的模块顺序，从下图可以看到是 MBR,ldr32,ldr64，

这部分被硬编码到自身偏移 0x50d 的位置。 

 

       

 

3  用”mbr”这个字符串去匹配 tdl-4 配置信息中的位置，从而获得要继续解密的扇区偏

移，大小，次数等数据。 

 

4  把解密的原 windows MBR 拷贝到 0x7c00 位置，是否控制权，跳向 0x7c00 位置执行，

此时原 MBR 继续引导启动，唯一不同的是每当调用 int 13h 时，都会先执行 tdl-4 的扫描程

序。 

 

5  判断是否是 int 13h 读请求。 



 
 

6 对每一次读入数据判断是否是 PE 文件，检测 magic，Export Directory Size 数据，确

保读入的数据是 kdcom.dll 文件，同时对 x32，x64 版本分别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7 确认当前已经读入 kdcom.dll 数据后，继续解密 ldr32 数据，这部分数据共占用 7 个

扇区大小，共 3.5k. 

 

 

解密后的数据，这是个伪造的 kdcom.dll。 



 

 

 

8  Tdl-4 在 int13h 这个中断处理过程中，把 ldr32 复制到系统的 kdcom.dll 内存中，因

此系统将恶意的组件而不是合法的组件加载到了内核当中。Ldr32 导出了和 kdcom.dll 相同

的导出函数列表。 

 

 
 

 
 

唯一不同的是在 KdDebuggerInitialize1 中，病毒的实际工作函数都是在这里运行的，

其它的导出函数的返回值都是”false”。  

1 在 KdDebuggerInitialize1 中病毒开启一个工作项线程。在工作项线程中病毒设置了一

个 PsSetCreateThreadNotifyRoutine 回调函数，这是目前该版改进的地方，不同于早期的利

用 PsSetLoadImageNotifyRoutine 获得调用机会方式。 

 



 

 

2 在 PsSetCreateThreadNotifyRoutine 回调函数中病毒创建了自身的驱动程序对象。 

 

 

 

 

 

3 驱动中初始化 IoRegisterPlugPlayNotification 函数。 

  

 



4  在接收到 Pnp 通知后，Tdl-4 读取加密的分区数据，加载 rootkit 驱动，是选择 drv32

还是 drv64 取决于配置信息情况，加载的 drv32/64 驱动程序主要负责在内核中隐藏自身信

息防治 ark 工具检测，自我保护 MBR 数据等等。 

 

 

五  Tdl-4 自身的文件系统 

 除了已经被感染的 MBR 数据外，Tdl-4 的所有组件都隐藏在自己文件系统里面，附着在

磁盘末尾数据区域。     

     

 

     整体上看，Tdl-4 的文件系统有自己的一个配置头结构 Tfs_cfg_head,里面记录了所有的

组件信息，各个组件数据是由若干个扇区数据组合而成，每一个扇区数据就是 tdl-4 文件系

统的基本数据结构 Tfs_base_data。 

 

     Tfs_cfg_head 记录了所有的组件名称，大小，偏移等等数据。我们经过逆向分析过后，

还原的数据结构定义如下： 

     struct Tfs_cfg_head 

     { 

          unsigned char flag [2] ;        // “DC”-0x43 0x44 ,this root directory  

          unsigned char reserve[4];     //  4 bytes 

          Tfs_cfg_section sections [10];   //  Tfs_cfg_section 

          unsigned char buffer[512 – 2 – 4 - 10*sizeof(Tfs_cfg_section) ]; remain data 

} 

 



Tfs_cfg_section 定义了每一个组件的具体描述信息，存储在 Tfs_cfg_head 区域中，定

义如下： 

struct Tfs_cfg_section 

{ 

     unsigned char name[16];             //  component name 

         unsigned int size;                   //  component file size 

         unsigned int offset;                 //  offset of decrypt file in filesystem 

    FILETIME time;                    //  time of creation 

} 

      

     Tfs_base_data 是以 1 个扇区为单位定义的，记录了加密数据的检索标识，位置偏移这

些信息，定义如下： 

     struct Tfs_base_data 

     { 

         unsigned char header[2]; // base header flag, “FC”-0x43 0x46 ,block with file data 

         unsigned short int  next_offset;  // 相对下一个 Tfs_base_data 的文件偏移 

         unsigned short int  next_idx;    // 相对下一个 Tfs_base_data 的索引值 

         unsigned char buffer[512-2-4];   // 加密的数据  

}; 

另外还有一种标识头是”NC”,表示当前还未使用的数据区域。 

从 Tdl-4 中解密的过程大致如下面伪码描述: 

 

int  decrypt_tdl4_buf(char *module, char *encrypt_buff, char *out_buff, 

 int size, Tfs_cfg_head *fs_head) 

{   

     //定位要解密的模块 

       Tfs_cfg_section  *psection = find_module(fs_head,module);        

       //获得要解密数据的大小，相对末尾扇区的偏移. 

       int size = psection->size; 

       int offset = psecton-> offset; 

       //解密指定的数据 

       int  max_section = get_max_section (); //获得 tdl-4 记录的磁盘末尾扇区的值 

       int  cur_section = max_section – offset; 

       int  filesize = 0;         

       while(filesize < size) 

       { 

//从磁盘读取一个指定扇区的数据 

           Tfs_base_data *base_data =  read_buff(cur_section);  

           decrypt_rc4(base_data->buffer,506); //解密数据 

           memcpy(out_buff,base_data->buffer,506); //拷贝解密数据 

           cur_section--; 

           filesize += 506; 

}           

} 



  

六  自身的驱动保护方案 

     为了防治被安全工具检测及保护自身的文件不被修复，Tdl-4 使用了多种方式来躲避检

测。包括加入监控系统的 system callback，Dr0 设备的劫持，hook ATAPI 的 DriverStartIo 例程, 

用内核工作项线程保护各种已经被挂钩子的函数。 

1 在系统的回调函数中 Tdl-4 注册了 LoadImage 类型的系统回调函数，监视系统加载

的进程模块。      

 

2 磁盘的 Dr0 设备被劫持，对 ring3 层的文件读写请求进行过滤，当外部程序访问病

毒自身文件所在的扇区时则返回伪造的空白数据。 

磁盘上的 Dr0 设备： 

 

 

 



 

3 hook atapi DriverStartIo 例程，保护 MBR 数据不被改写。 

 

 

 

4  创建内核工作项线程，在该线程中定时检测被保护 DriverStartIo 例程，看是否被其

它 Ark 恢复如果恢复则重新 HOOK。  

  

正在运行的 Tdl-4 内核工作项线程 

 

     

Tdl-4 内核工作项线程对象 

 

        

  内核栈中记录的工作线程函数入口地址 



    

   Tdl-4 用于保护 DriverStartIo 的线程工作函数。 

 

 

对 bootkit 病毒来说，Tdl-4 无论是从 boot 阶段引导系统启动还是驱动层的自身保护，

都是目前最先进的方式。这对用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很少有用户能将其完全清除干净。 

 

更糟糕的是 Tdl-4 的还在不断的发展中，就在本月 18 日，我们截获另外一个类似 Tdl-4

的 bootkit 病毒，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个病毒的作者是否和 Tdl-4 有直接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系统启动的 boot 阶段它用了更加隐蔽的方式来加载恶意代码，目前没有公开的工具能对

其进行检测，对安全软件来说我们遇到了最大的技术挑战，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个方向恶意程

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