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rocomputer Applications Vol.31, No.2, 2015            研究与设计          微型电脑应用        2015 年第 31 卷第 2 期 

 ·31· 

文章编号：1007-757X(2015)02-0031-04 

微信交互协议和加密模式研究 
万园春，顾旸铖，邱卫东 

摘  要：微信作为目前国内最主流的移动平台即时通讯软件，其 4.0之后的版本采用基于 RSA-2048、AES-CBC-128加密算
法的加密方式实现保密通信，这种加密方式为大多数即时通讯软件使用。微信作为商业软件，它对源代码进行了加固保护，
目前，网络和公开发表的文献还没有对微信最新版本的交互协议和加密模式做出完整分析，所以，主要通过逆向分析和调试
技术分析了安卓平台微信 4.5版本的交互协议和加密模式，并探讨了微信的安全性能，指出微信在会话密钥安全性能上的不
足，并提出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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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Wechat has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instant messaging software on mobile platforms in China. Wechat uses 
encryption algorithms for secure communications on version 4.0 and later versions, such as RSA-2048 and AES-CBC-128. These 
algorithms are used in other kinds of instant messaging software as well. The source code of Wechat is under careful protection as 
commercial software. There is no all-rounded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ve protocol and encryption mode used in Wechat on published 
papers. With the help of reverse engineering and debugging technique, this paper makes an intensive research on Wechat 4.5. It 
summarizes Wechat’s interactive protocol and encryption mod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and then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safety 
performance of this software based on the detail analysis. The weakness of its session key is pointed out and a possible method to 
improve its safety is put forward in this article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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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拥有 5000 万用户——报纸用了 50 年的时间，广播用了

38 年，电视用了 13 年，互联网用了 4 年，微博用了 14 个

月，而 2011 年 1 月上线的微信，短短 3 年时间用户已经突

破 6 亿（含海外版），在业界、学界和商界都引起了极大关

注[1]。微信是腾讯公司开发的一款即时通讯软件，支持跨通

信运营商、跨操作系统平台的信息交互。通过研究大量文献

和资料发现，目前对微信通信协议的具体分析非常少，关于

登陆过程和通信交互过程中的信息安全和通信加密问题更

是有很大研究潜力。 
本文详细介绍了安卓平台微信 4.5 版本的登录过程、数

据包结构以及加密模式，分析了微信的安全性能，其基于

RSA-2048[2]和 AES-CBC-128[3]算法的加密协议具有较强的安

全性，但用作会话信息加密的 AES 随机密钥采用 BASE64
编码，极大地减小了密钥的密钥空间，使得对用户的会话信

息存在暴力破解的可能。需要指出的是，从微信 4.0 版到目

前最新的微信 5.3 版，其整体登陆过程和加密模式均未改变，

只是由 RSA-1024 升级到 RSA-2048，并对具体数据包结构做

了细微调整。而 4.0 之前的版本采用基于 DES 的加密认证，

安全性能很低，已经没有参考价值。 
本文所做的工作主要有： 
在第 1 章，通过 wireshark 工具分析了微信 4.5 版本的

登陆过程以及进行数据交互的数据包格式； 
在第 2 章，通过逆向分析和调试技术，结合引言中所做

的工作，分析了微信的加密模式； 
在第 3 章，从加密协议、加密算法和微信所使用的伪随

机数等方面综合分析了微信加密模式的安全性； 
最后指出了微信 AES 会话密钥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改

进方法，并说明了下一步研究方向。 

1 微信交互协议 

本章主要通过分析安卓平台微信的登录过程和数据包

格式，来介绍微信的交互协议。了解微信的登录过程有助于

分析下文中介绍的微信加密模式，而了解微信的数据包格式

则有助于截取合适的微信数据包，进行诸如暴力破解等操作。 
1.1 登录过程分析 

通过 wireshark[4]抓包分析，得出微信的登录分两种情况： 
（1）设备第一次登录 
这里的第一次登录是指，设备安装了微信之后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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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而不是某个账号的第一次登录。 
（2）设备以后的登录 
即使某个账号是第一次在某台设备上进行登录，如果这

台设备已经登录过其他账号，那么也算是以后的登录。 
综上，登录情况的分类，不是基于账号的，而是基于设

备的，因为如果某台设备第一次使用微信，那么微信就会在

登录的过程中向该设备返回一些配置文件。一旦设备接收了

这些配置文件，那么除非卸载了微信再重新安装，否则就不

再需要更改这些配置文件，即服务器不需要在每次登录的时

候均返回配置文件了。 
微信使用自定义协议报文进行登录验证及登录准备工

作，服务器域名为 szlong.weixin.qq.com，使用 8080 端口。

详细过程如下： 
首先设定 C 表示客户端，S 表示服务器 
C S® 发送登录请求报文 
S C® 返回登录反馈报文 
C S® 使用自定义协议发送登录信息，包括用户名，

密码，随机数等经过加密处理后的信息。 
S C® 使用自定义协议返回会话密钥。 
C S« 如果是设备第一次登录则相互传输 1b, 33, 3c, 

79 类型的报文(详细类型信息见表 1）用于下载微信配置文

件等信息，并设置反馈信息，最后结束会话；否者直接结束

会话。 
登录验证成功后客户端基于 HTTP 协议向服务器获取

系统配置信息等。基于该协议的域名为 szshort.weixin.qq.com
通过下载 micromsgresp.dat 这个文件进行更新配置。其中

URL /cgi-bin/micromsg-bin/statreport 用于上传设备文件信息，

而 后 再 发 送 了 一 个 HTTP 包 ， 其 中

URL/cgi-bin/micromsg-bin/reportstrategy 用于设置报告策略. 
1.2 微信数据包格式分析 

微信数据包整体格式分为 3 个部分：（1）16 字节的数

据包头部分；（2）大小不定的负载数据部分；（3）19 字节

的数据包尾部分。 
下面依次对这 3 个部分加以说明。 

1.2.1 数据包头格式 
数据包头由 5 个部分组成：(1)4 字节的包长部分；（2）

2 字节的包头长部分；（3）2 字节的协议版本号部分；（4）4
字节的 opcode 操作码部分；（5）4 字节的序列号部分。 

对数据包头的详细分析如下： 
（1）通常客户端和服务端的数据包头长度固定为 16 字

节，但是，若为前文所述的“设备第一次登录”，此时服务

端的数据包头为 18字节——在正常的 16字节数据包头后面

填充 2 字节的数据 0x0000。此填充字段仅仅是为了区分何

种登录类别，不含其他信息。 
（2）对“包长”而言第 1 个字节始终为 0；剩下的 3

个字节代表包括数据包头的整个数据包的长度，当负载数据

过大的时候往往需要分片，此时这个域发挥作用。 
（3）“包头长”和“协议版本号”始终分别为 0x0010、

0x0001。 
（4）在“opcode”中，前 3 个字节为辨别码，用于区

分该数据包是客户端生成还是服务器生成，其中 00 00 00 代

表该数据包由客户端生成，3b 9a ca 表示该数据包由服务器

生成；第 4 字节为 MainCode 域，代表该数据包的作用，详

细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微信数据包 MainCode 

Main Code 功能 

5b 设备第一次登录的登录请求报文 

06 以后登录的登录请求报文 

b2 客户端向服务器传输用户名，密码，随机数等经过加

密处理后的信息，服务器向客户端返回会话密钥报文 

1b/33/3c 这三种报文只在第一次登录时出现，用于设置用户显

示界面，下载好友列表之类的配置信息报文 

79 设置消息发送成功后的反馈报文 

08 状态报文 

02 文本报文 

44 表情报文 

（5）在“序列号”中，保存当前报文的序列号，代表

微信运行至今所发第几个数据包，但该域初始化为

0x7fffff(-1)，在这个时候不代表序列数；过后就会分配一个

正确的序列号。每完成一次数据报文传输该序列号加 1。 
1.2.2 负载数据格式 

负载数据分为非加密信息和加密信息两个部分。 
非加密信息：包含用户识别号之类的非关键信息。 
加密信息：这是整个微信通信安全核心所在，用户通信

中的所有关键信息均放置在此字段中加密传送，比如：用户

名，密码，会话密钥，消息内容等。 
1.2.3 数据包尾格式 

数据包尾由 9 字节的旧包尾和 10 字节的新包尾构成。 
旧的包尾包括 9 字节，是老版本数据包的结束域，格式

为 0d 04 ******** 0e 01 ed，其中 4 个字节的**是辨别码，

用于区分该数据包是客户端生成还是服务器生成，其中 25 
01 05 24 代表该数据包由客户端生成，00 00 00 00 表示该数

据包由服务器生成。 
新的包尾为当前微信使用的包尾，其直接添加在旧包尾

之后，总共 10 字节，格式为 0f 04 ** ** ** ** 10 01 ed ed，
4 字节的**号为辨别码。 

2 微信加密模式的逆向分析 

在上一章中详细分析了微信的登陆过程和数据包格式，

本章将在上一章所做工作的基础上，通过逆向分析和调试技

术归纳出微信的加密模式。微信的加密模式是现阶段绝大部

分即时通讯软件采用的综合使用 RSA 和 AES 算法的加密模

式，其使用的 RSA-2048 和 AES-CBC-128 加密算法在现有

的即时通讯软件中属于最高加密等级，具有最高的安全性能。 
微信通信系统采用 Protocol Buffer 技术构造和解析数据。

了解微信构造和解析数据的技术有助于在逆向分析微信客

户端时定位关键代码，提高后续逆向分析工作的效率。 
2.1 Protocol Buffer 技术 

Protocol Buffer是Google公司开发的一种数据描述语言，

用于结构化数据的描述、传输和存储。其最大的特点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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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制，因此比传统的数据表示语言 xml，json 高效、短小

得多。虽然是二进制数据格式，但并没有因此而让使用变得

复杂，开发人员通过按照一定的语法定义结构化的消息格式

（.proto 文件），然后使用命令行工具中简单的命令语句，就

可以自动生成相关的代码文件。目前 Protocol Buffer 可以支

持 java、c++、python 等语言环境，另外第三方扩展支持更

多语言[5]。作为一种效率和兼容性都很优秀的二进制数据传

输格式，Protocol Buffer 可以用于诸如网络传输、配置文件、

数据存储等诸多领域。Google 已经将这样一套框架开源发

布。 
2.2 逆向分析 

安卓平台的微信客户端为 APK 格式文件，该 APK 文件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实现程序用户界面的 classes.dex 代码部

分和实现系统核心业务的 so 动态链接库部分。Classes.dex
是由 java 语言编写，并在安卓特有的虚拟机 Dalvik Virtual 
Machine（DVM）[13]上执行的 Dalvik 可执行文件。So 动态

链接库是由 C/C++语言编写，通过安卓提供的 Native De-
velopment Kit（NDK）[14]编译，直接运行在安卓 Native 层

的动态链接文件。微信涉及到通信加密的业务主要由 APK
中的 libMMProtocalJni.so 完成。由于安卓平台自身的开放性，

以及 java 代码容易被逆向分析的特点，当前绝大部分商业软

件都对自己的 APK 进行了代码保护处理。微信 4.5 所采用

的代码保护主要是代码混淆[6]和反调试技术[7]。在逆向分析

的过程中，需要综合使用 Apktool，IDA，jd-gui 等逆向工具

进行静态分析，同时需要灵活使用代码注入，方法跟踪等技

术进行动态调试[8]。整个逆向分析的重难点在于对 so 文件的

分析，因为只有把它反编译为 ARM 汇编指令后才能了解软

件的加密流程。目前来说对 ARM 平台的 so 文件进行逆向

分析是一门较难掌握的技能。 
2.3 微信加密模式 

通过逆向分析，总结出微信的加密模式主要涉及两个方

面：一为微信的登录认证加密模式，二为微信完成认证后的

会话加密模式。 
2.3.1 微信的登录认证加密模式 

微信的登录认证加密模式较为复杂，主要流程如图 1 所

示： 
 

登陆数据包包含：用户
名,MD5(密码)，MD5(随
机数R)等登录原始数据

得到压缩后的登陆原始
数据包

得到RSA加密后的登录
数据包

使用zlib
压缩

使用RSA-
2048加密

此MD5(R)用作
AES-CBC-128的
随机加密密钥

登录包密文

得到用户名，MD5(密
码)，MD5(R)等信息

生成验证包,若验证失
败则返回失败提示，成
功则返回服务器随机生

成的会话密钥

验证包密文

先RSA解密,再解压

进行身份验证

以MD5(R)为密钥进行AES加密

发送给服务器

验证包密文

得到验证包，主要是会
话密钥，登录完成

发送给客户端

使用MD5(R)作为密钥进行AES解密

客户端 服务器

 
图 1 微信 4.5 的加密模式 

 
（1）客户端对用户密码进行 MD5 处理，再生成一个伪

随机数 R，并对 R 进行 MD5 处理，得到 MD5(R)。然后客

户端将用户名、MD5(密码)、MD5(R)、设备信息等组合在

一起形成登录原始数据包。再使用 zlib[9]压缩得到压缩后的

登录数据包。 
（2）客户端使用 RSA-2048 公钥加密压缩后的登录数

据包，然后发送给服务器。 
（3）服务器收到登陆包密文，使用 RSA-2048 私钥解

密后并使用 uzlib 解压缩得到登录原始数据包。 
（4）服务器提取出用户名和 MD5(密码)进行验证匹配，

如果验证正确就进行第 5 步处理，否则进入第 7 步处理。 

（5）服务器生成验证包，包含用户相关信息和会话密

钥等。然后使用刚才客户端发送过来的 MD5(R)作为对称加

密密钥对验证包进行 AES-CBC-128 加密，得到验证包密文，

再发送给客户端。 
（6）客户端收到验证包密文后使用自己刚才发给服务

器的 MD5(R)作为对称密钥进行 AES-CBC-128 解密，得到

验证包明文。然后提取出里面的用户相关信息和会话密钥，

这个会话密钥就是下一次会话的加密密钥。整个登录会话完

成。 
（7）服务器返回错误信息，同样用 MD5(R)作为对称

密钥进行 AES-CBC-128 加密，客户端收到信息后进行解密，

http://baike.baidu.com/view/15422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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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错误信息，进行相应的处理。 
（8）整个登录过程中的数据是按照 Protocol Buffer 进

行构造和解析的。 
微信完成登录认证后，用户就可以使用微信的各种功能，

开始进入会话阶段。 
2.3.2 微信的会话加密模式 

微信的会话加密模式较为简单，主要是使用服务器发送

给客户端的会话密钥作为对称密钥，对会话明文进行

AES-CBC-128 加密。需要注意的是，该会话密钥由服务器

随机生成，且会话密钥的生命周期并不长，只要客户端的登

录状态发生改变，诸如掉线、切换网络状态等均会造成会话

密钥的改变，这种登录状态发生改变的情况在移动平台很常

见。 

3 加密模式安全性能分析 

从微信的加密模式可以看出，微信综合利用了

RSA-2048 和 AES-CBC-128 两种加密算法，以及 MD5 单向

哈希函数保护通信信息。下面对其安全性能加以分析。 
总体上，微信客户端使用 RSA-2048 加密用户名、

MD5(密码)、MD5(R)等关键信息，该 MD5(R)用作随机 AES
对称密钥。鉴于 RSA-2048 公认的加密强度，在不能获取

RSA 私钥，RSA 解密不能进行的情况下，就不能获取随机

AES 密钥，不能获取随机 AES 密钥也就无法解密服务器返

回的验证信息，获取验证信息里面的会话密钥，不能获取会

话密钥，就不能得到用户会话明文。微信的通信流程环环相

扣，除非获取 RSA 私钥或者暴力破解 AES 密钥，否则攻击

者是无法获取用户通信内容的。并且对消息压缩后再进行加

密可加强安全性，因为压缩信息冗余度小。 
进一步分析加密过程中使用的各个参数，可以得到更深

入的信息。 
3.1 伪随机数 R 的安全性分析 

伪随机数 R 共 16 字节，使用 java 自带的伪随机数生成

函数 java.util.UUID.randomUUID 生成。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UUID)即通用唯一识别码，是一种软件建构的标准。

一个 UUID 由一串 128 位的 16 进制数字构成，因此 UUID
理论上的总数为

1282 个。按照开放软件基金会 OSF 制定的标

准，java 生成随机 UUID 用到了网卡地址、纳秒级时间、芯

片 ID 码和许多可能的数字。生成的 UUID 由以下 3 部分组

成：当前日期和时间，时钟序列，全局唯一的 IEEE 机器识

别号[10]。UUID 的唯一缺陷在于生成的结果串较长，它的表

现格式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随机产生的 UUID，例如由 java.util.UUID 类产生的

UUID 的 128 个比特中，其中 122 个比特是随机产生的，4
个比特在 Randomly generated UUID 版本中被使用，还有 2
个比特在其变体 Leach-Salz 中被使用。利用生日悖论问题[11]，

可计算出生成 n 笔 UUID，其中两笔 UUID 拥有相同值的概

率约为： 
2 /2( ) 1 n Np n e-» - g  

这里 n 代表生成 UUID 的笔数，N= 1222 表示随机数的随

机空间。显然伪随机数 R 的随机性很强，使用暴力穷举的

方法解出验证信息几乎不可行。 

3.2 会话密钥的安全性分析 
会话密钥虽然也为 16 字节，但是，它的密钥空间并不

大，因为，它采用 BASE64[12]编码，每一字节的密钥空间为

大小写字母、数字、'\'和'+'共 64 种，所以，密钥空间是
16 9664 2= 。

使用暴力破解的方法还是比较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会话密

钥并不安全，因为，它并不是全
1282 密钥空间。这使得通过

暴力穷举还原出用户会话信息存在较大的可能性。因为，每

次会话的会话密钥均不一样，所以，泛破是不可行的，只能

破特定对象的某次会话。 

4 总结 

本文详细分析了微信的登录交互协议，并通过逆向分析

归纳出了微信的加密模式。然后进一步分析了微信的安全性

能，发现基于 AES 加密算法的随机会话密钥并不安全，存

在暴力破解的可能。为了进一步提高微信会话的安全性能，

微信的会话密钥应当舍弃 BASE64 编码，采用全
1282 密钥空

间。下一步工作是，继续分析国内外主流的移动平台即时通

讯软件，在了解当前移动平台即时通讯软件加密协议的发展

趋势的同时，通过大量分析对比工作，找出某些软件可能存

在的协议漏洞，并希冀总结出一个安全性更高、更适合于移

动平台的加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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