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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了使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重打包应用检测的方法在面向大规模移动应用中既能实现快速、准确地检测重

打包应用又能对抗代码混淆攻击，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程序语义的重打包应用抗混淆检测方法．该方法首先进行

粗粒度的检测，即先将应用的程序依赖图抽象成程序语义特征，通过计算程序语义特征之间的相似性，实现快速的

可疑重打包应用检测；然后使用程序依赖图作为应用的特征，完成可疑重打包应用细粒度的准确检测．基于文中的

方法设计并实现了原型系统ＤｒｏｉｄＦＡＲ（Ｆａｓｔ，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ａｎｄＲｏｂｕｓｔ）．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检测的准确率达到

９５．１％，误报率低于１．２％，且能够有效地抵御代码混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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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近些年来，智能设备如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设备

等变得越来越普遍．与此同时，提供给用户下载安装

使用的移动应用数量也在飞速增长．据统计，Ａｎ

ｄｒｏｉｄ平台的官方商店 ＧｏｏｇｌｅＰｌａｙ和ｉＯＳ平台的

官方商店 ＡｐｐｌｅＳｔｏｒｅ的应用数量已经超过了３００

万之多，国内一些第三方应用商店如安智、豌豆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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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应用商店等都有大量的应用供用户下载、安装

和使用．但由于一些不法分子制造大量的恶意应用，

使得第三方应用给用户带来了令人惊叹的功能体验

的同时，也存在威胁用户安全和隐私的隐患［１～５］．

ｉＯＳ和 Ａｎｄｒｏｉｄ是目前两大主流移动平台，

ｉＯＳ平台存在的安全问题多是由于应用漏洞导致

的，而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的安全问题主要是由于恶意应

用的传播导致的．相关研究显示，在移动平台上传播

的恶意应用，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占将近９８％．在Ａｎｄｒｏｉｄ

平台的恶意应用中，有超过８６％的恶意应用是重打

包应用［６］．重打包应用是指恶意开发者通过修改已

经发布在应用市场的合法应用，诱导用户下载达到

谋取非法收益、传播恶意应用的目的［７］．

针对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的重打包应用检测，学术界

展开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工作，主要分为基于代码

克隆的重打包检测［８～１６］和基于 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特征

的重打包检测［１７～２１］两类方法．其中，第一类方法是

先抽取应用的代码特征如程序依赖图、控制流图表

示应用的特征，然后通过度量应用特征之间的相似

性来判断是否为重打包应用．Ｊｕｘｔａｐｐ
［８］利用 ｋ

ｇｒａｍ算法对应用反编译得到的操作码进行编码处

理，然后使用Ｊａｃｃａｒｄ距离计算其相似性．但如果攻

击者在代码中插入多余的代码，会严重地干扰检测

的准确率．ＤＮＡＤｒｏｉｄ
［９］生成应用的程序依赖图，利

用图匹配算法识别可疑的重打包应用，该方法易遭受

代码混淆攻击的影响且由于其检测速度慢导致无法

应用于大规模的市场检测．Ｃｈｅｎ等
［１３，１４］利用应用程

序流程图的质心表示应用的特征，但是该方法在面临

严重的代码混淆时，检测效果并不理想．

上述基于代码克隆的检测方法容易受到代码混

淆的干扰，当应用程序代码严重混淆时，检测准确率

低．为了解决第一类方法难以应对代码混淆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第二类基于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特征的重打包

应用检测方法，这类方法使用应用的资源文件表示

应用的特征，通过计算相似性来判断他们是否为重

打包应用．其中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的资源文件包括图片、

用户界面和视频文件等．ＶｉｅｗＤｒｏｉｄ
［１７］使用有向图

表示应用的特征，其中有向图的顶点是应用的视图，

当视图之间存在事件可以进行视图切换时，顶点之

间建立有向边连接．ＤｒｏｉｄＥａｇｌｅ
［１８］也使用应用的ＵＩ

（ｕｓ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表示特征，为了解决大规模的重打

包应用的快速检测问题，ＤｒｏｉｄＥａｇｌｅ由部署在移动

端的 ＨｏｓｔＥａｇｌｅ和部署在服务端的 ＲｅｐｏＥａｇｌｅ构

成．其 中，ＲｅｐｏＥａｇｌｅ 将 ＵＩ表 示 成 树 形 结 构，

ＨｏｓｔＥａｇｌｅ将树形结构的布局进行哈希处理．这类

方法的不足是由于部分应用的模板相似，导致该类

方法误报率较高．

我们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目前针对Ａｎｄｒｏｉｄ重

打包应用的检测方法存在以下不足：可以实现面向大

规模应用市场的快速重打包应用检测，但是检测的准

确率低；或可以实现高准确率的检测，但是检测的速

度慢，不能用于大规模应用市场中重打包应用的检

测；一些基于代码克隆的高效、准确检测方法，易遭受

代码混淆的影响，导致检测的误报和漏报率较高．

针对现有重打包应用检测方法中存在的不足，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程序语义的应用表示方法，实

现面向大规模移动应用市场重打包应用的快速、准

确检测，并且可以有效地对抗常见的代码混淆给应

用检测带来的影响．

１　相关背景知识

在本节中，主要介绍本文涉及的相关背景知识．

其中，１．１节介绍程序依赖图，１．２节介绍重打包应

用的４种常见类型．

１．１　程序依赖图

程 序 依 赖 图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ｇｒａｐｈ，

ＰＤＧ）用于表示应用程序中各个语句之间的依赖关

系，包括数据依赖和控制依赖［２２］．数据依赖是指如

果语句犛１ 中存在变量的值是由语句犛２ 决定的，则

语句犛１ 和语句犛２ 之间存在数据依赖．如果语句犛１

控制语句犛２ 执行与否，则语句犛１ 和语句犛２ 之间存

在控制依赖．

用基于数据依赖的程序依赖图表示应用特征可

以有效地防御代码插入、修改等攻击行为，相比于程

序控制流图更适合表示应用相似性检测的特征．基

于语义的程序依赖图（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ｂａｓｅ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ｇｒａｐｈ，ＳＰＤＧ）是一种简化版的ＰＤＧ，与

ＰＤＧ不同的是，ＳＰＤＧ的顶点包含有平台 ＡＰＩ（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语句，顶点之间通过数

据依赖关系建立连接．由于ＳＰＤＧ 的顶点包含有

ＡＰＩ的语句，因此可以有效地抵御代码混淆攻击．

１．２　重打包应用类型

根据恶意开发者修改构造合法应用的精细程度

以及程序代码拷贝的比例等，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重打包

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① 类型１：完全拷贝，不修改程序代码．在合法

应用的基础上，保留所有的程序代码内容不变，仅仅

添加代码注释等内容；

② 类型２：完全拷贝，修改程序代码变量名等．

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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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开发者仅仅修改部分变量名或函数名等；

③ 类型３：部分或完全拷贝，修改程序代码行

数．恶意开发者在程序代码中修改、删除或增加部分

程序代码等；

④ 类型４：程序语义功能拷贝．开发者在理解应

用功能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代码实现相似或相同的

功能．

２　总体设计

２．１　基本思想

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恶意开发者在修改生成

重打包应用时，通常会增加、修改包含有平台 ＡＰＩ

的语句．但是包含有平台ＡＰＩ的语句不易被代码混

淆．换句话说，含有平台 ＡＰＩ的语句是应用程序的

关键语句，包含有丰富的程序语义信息，可以用于表

示程序的行为特征．基于以上发现，首先反编译应用

的安装文件（ａｐｋ，Ａｎｄｒｏｉｄｐａｃｋａｇｅｆｉｌｅｓ）生成基于

语义的程序依赖图，顶点是含有 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 ＡＰＩ

的语句，边表示顶点之间存在数据依赖．然后将生成

的ＳＰＤＧ分割成子图，每个子图中仅包含两个顶

点，顶点之间存在数据依赖关系．将子图构成的集合

作为应用的语义特征表示，通过语义特征之间的相

似性度量来快速地检测出可疑的重打包应用．最后，

利用程序依赖图表示应用的特征，完成可疑重打包

应用的细粒度检测．本文提出的基于ＳＰＤＧ的应用

特征表示，其顶点包含有平台 ＡＰＩ的语句，它们不

易被修改、混淆处理，可以有效地抵御常见的代码混

淆对重打包应用检测带来的影响．而且，本文中ＳＰ

ＤＧ的顶点之间通过数据依赖建立联系，可以防御

程序代码的插入、修改等操作．

２．２　框　架

基于文中提出的程序语义特征表示方法设计的

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重打包应用检测系统ＤｒｏｉｄＦＡＲ的框

架如图１所示．ＤｒｏｉｄＦＡＲ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分

别是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收集、粗粒度检测和细粒度检测．

本文的方法能够有效地检测１．２节中提到的类

型１、２、３重打包应用，并不适用类型４基于语义功

能的重打包应用检测．本文中分析和检测修改ＤＥＸ

代码生成的重打包应用，也就是Ｊａｖａ语言编写的代

码部分，而修改本地代码（ｎａｔｉｖｅｃｏｄｅ）生成的重打

包应用并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内．研究表明仅有

４．２％的应用包含有本地代码
［２３］，而且鲜有研究报

告显示有修改本地代码生成重打包应用的案例．

图１　Ａｎｄｒｏｉｄ重打包应用检测系统ＤｒｏｉｄＦＡＲ框架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ｒｏｉｄＦＡＲ，ｉｎＡｎｄｒｏｉｄ

３　犇狉狅犻犱犉犃犚方法

本节介绍ＤｒｏｉｄＦＡＲ方法细节．其中３．１节介

绍基本定义，３．２节介绍ａｐｋ文件预处理，３．３节介

绍基于ＳＰＤＧ的粗粒度重打包应用检测，３．４节介

绍基于ＰＤＧ的细粒度重打包应用检测．

３．１　基本定义

本文中的重打包应用检测方法主要由粗粒度检

测和细粒度检测两部分构成，其中，基于ＳＰＤＧ的

应用特征表示用于实现快速的粗粒度检测，基于

ＰＤＧ的应用特征表示用于细粒度的准确重打包检

测．在详细描述本文的检测方法之前，这里先给出一

些基本的符号解释和定义．

定义１　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语义语句犛．Ａｎｄｒｏｉｄ应

用语义语句表示为犛＝｛犐犻｝，犻＝１，２，…，犕，其中犐

表示语句中调用的函数名，犕 表示应用中语句的个

数，犐∈犚，犚表示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ＡＰＩ的集合．

定义２　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 ＳＰＤＧ．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

ＳＰＤＧ表示为犌狊＝〈犛，犈〉，其中犛表示函数中含有

系统ＡＰＩ的语句集，见定义１所示，犈表示边集，当

语句间有数据依赖时，语句间存在有向边连接．

定义３　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ＰＤＧ．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的程

序依赖图表示为犌＝〈犛狆，犈狆〉，其中犛狆表示函数的

语句集，犈狆表示边集，当语句之间有数据依赖时，语

句之间存在有向边连接．

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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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预处理

在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市场，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以ａｐｋ文

件的形式发布，供用户下载、安装和使用．从各个应

用市场包括Ａｎｄｒｏｉｄ官方应用商店ＧｏｏｇｌｅＰｌａｙ中

收集移动应用，作为应用检测分析的对象，其中包括

合法应用和部分重打包应用．ａｐｋ文件包括Ｄａｌｖｉｋ

字节码、资源文件和ＸＭＬ格式的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文件等．

安装包中的ｃｌａｓｓ．ｄｅｘ文件包含提供给Ｄａｌｖｉｋ虚拟

机执行的Ｄａｌｖｉｋ字节码，应用的签名也包含在安装

包中作为应用的惟一标识．

在本文的ＳＰＤＧ和ＰＤＧ生成中，均需要通过

反编译解析安装包中ＤＥＸ文件，生成相应的应用特

征．应用的签名用于提取开发者的标识信息，不同开

发者的签名均不同，用于识别两个应用是否为相同

的开发者．

３．３　基于犛犘犇犌的粗粒度重打包应用检测

基于ＳＰＤＧ的快速相似性检测流程如图２所

示．首先反编译获得Ａｎｄｒｏｉｄ安装包的ＤＥＸ文件，

针对应用程序代码中的每个方法生成相应的

ＳＰＤＧ，然后将其特征向量化，最后根据特征向量的

相似性距离判断是否为可疑的重打包应用．在相似

性检测中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组成部分：ＳＰＤＧ生成、

特征向量化表示以及相似性检测等，下面详细介绍

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

图２　基于ＳＰＤＧ的应用快速相似性检测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ｆｌｏｗｇｒａｐｈ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ＤＧ

１）ＳＰＤＧ生成

ＳＰＤＧ的顶点为包含有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ＡＰＩ的语

句．这些语句可以用于表示程序的行为，而且难以被

代码混淆处理．当顶点之间存在数据依赖时，建立有

向边连接．因此，ＳＰＤＧ不仅可以对抗诸如在程序代

码中插入语句、修改语句等行为，而且不易受控制流

修改等攻击行为的影响［９，１６］．由于顶点是含有 Ａｎ

ｄｒｏｉｄ平台ＡＰＩ的语句，不易被代码混淆处理，因此

可以有效地抵御常见的代码混淆攻击．

本文对应用中每个函数都生成相应的ＳＰＤＧ，

表示为犌狊（见定义２），其生成过程如算法１所示．由

于应用中存在大量的第三方通用库，需建立白名单

过滤应用的库文件，降低库文件给应用相似性检测

带来的影响．另外，一些代码行数少的函数存在功能

通用和模板相似的现象，这些函数的ＳＰＤＧ会出现

相似或相同的问题．因此，本文中过滤掉ＳＰＤＧ节

点个数小于特定值（本文中特定值设为５）的函数．

算法１　ＳＰＤＧ生成算法

输入：应用ａｐｋ文件犉；

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ＡＰＩ集合犛狋．

输出：应用的ＳＰＤＧ集合表示犌狊．

１．ｍｅｔｈｏｄｓ＝ｇｅｔＭｅｔｈｏｄ（犉）；／获取应用的方法／

２．ｆｏｒ犿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ｎｏｄｅｓ＝ｃｏｕｎｔＮｏｄｅ（犿，犛狋）；／计算方法中含有系统

ＡＰＩ的语句个数／

４．ｉｆｎｏｄｅｓ＜５ｏｒｉｓＴｈｉｒｄＬｉｂｒａｒｙ（犿）：／去除节点数

少于５和第三方库文件的函数／

５．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６．ｅｌｓｅ：

７．犌狊←ｇｅｎＳＰＤＧ（犿，ＴＹＰＥ＝ＤａｔａＤｅｐ）；／ 将每个方

法的ＳＰＤＧ保存在集合犌狊中，节点间存在数据依

赖／

８．ｅｎｄｆｏｒ

　　２）特征向量化表示

ＳＰＤＧ以一种图形化结构表示应用，但是由于

子图同构是ＮＰ难问题，难以在多项式时间内完成．

因此，基于ＳＰＤＧ的应用特征表示方法难以拓展到

大规模的应用检测环境中．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

ＳＰＤＧ的子图特征表示方法，将ＳＰＤＧ分割成节点

对，如图３所示．

图３　应用的ＳＰＤＧ的特征子图表示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ｓｕｂｇｒａｐｈ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ＰＤＧ

　　在图３的子图特征表示中，标记有颜色的节点

为含有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ＡＰＩ的语句，将生成的ＳＰＤＧ

分割成节点对，子图表示成犵＝（狀狓，狀狔），其中节点

狀狓和狀狔之间存在数据依赖关系，狀狓和狀狔表示语句中

调用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的 ＡＰＩ．抽取数据集中所有应用

的 ＳＰＤＧ 形 成 的 子 图 集 合 表 示 成 犛犵 ＝

犵１，…，犵犽，…，犵｛ ｝犿 ．每个函数的ＳＰＤＧ特征向量化表

示为Η
犌狊
犻 ＝［（犺犵１犻 ）犌狊，…，（犺犵犽犻 ）犌狊，…，（犺犵犿犻 ）犌狊］

Ｔ，当犵犽

在应用的子图中时，（犺犵犽犻 ）犌狊＝１，否则，（犺犵犽犻 ）犌狊＝０．

３）相似性检测

在应用特征向量化之后，本文中使用Ｊａｃｃａｒｄ

距离计算两个应用的特征相似性距离，即

犑（犎犌狊
犻 ，犎

犌狊
犼 ）＝

犎犌狊
犻 ∩犎

犌狊
犼

犎犌狊
犻 ∪犎

犌狊
犼

（１）

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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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犃１和犃２相似性计算如下

ｓｉｍ（犃１，犃２）＝ ∑
１≤犻，犼≤狀

σ犻，犼·犑ｍ（犎
犌狊
犃
１
，犻
，犎

犌狊
犃
２
，犼
）（２）

（２）式中狀表示应用犃１和犃２的函数个数最小值，系

数σ表示根据函数节点个数统计得出的权重，犑ｍ表

示最大的Ｊａｃｃａｒｄ距离．如果ｓｉｍ（犃１，犃２）大于阈值

０．７５，判定应用犃１和犃２是重打包应用程序对．关于

阈值的确定见第４节．

３．４　基于犘犇犌的细粒度重打包应用分析

与ＳＰＤＧ的检测类似，对应用的每个函数都生

成ＰＤＧ，表示为犌（见定义３）．在生成应用的ＰＤＧ

时删除节点数少于８的函数，并使用白名单过滤掉

第三方库．

在利用ＰＤＧ作为应用的特征相似性比较时，将

其转化成子图同构，找出存在部分或全部克隆的程

序代码片段．基于ＰＤＧ的应用相似性计算如下

ｄｉｓ（犘１，犘２）＝
∑
犌∈犘１

狘犆（犌）狘

∑
犌∈犘１

犌
（３）

（３）式中，犘１和犘２表示一对可疑的重打包应用，｜犌｜

表示应用程序犘１的函数个数，犆（犌）表示犘１在犘２中

找到最佳匹配子图的节点个数．

４　实验与结果分析

４．１　方法实现

ＤｒｏｉｄＦＡＲ重打包检测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① Ａｎｄｒｏｉｄ安装文件的反编译．Ｋｅｙｔｏｏｌ用于

提取应用的签名信息，作为应用的惟一标识．使用

ａｐｋｔｏｏｌ反编译 ＤＥＸ 文件生成应用的 ＳＰＤＧ 和

ＰＤＧ．

② 过滤第三方库．文献［２４］中公开了多达

１０００个第三方的功能库和２４０个广告库，本文利用

这些公开的信息库作为白名单过滤应用中的库

文件．

③ ＳＰＤＧ 和 ＰＤＧ 的 生 成．在 本 文 中 使 用

ｓｏｏｔ
［２５］生成应用中每个函数的ＳＰＤＧ和ＰＤＧ，其中

ＳＰＤＧ和ＰＤＧ的节点之间存在数据依赖关系．

④ＰＤＧ同构子图发现．使用ＶＦ２算法
［２６］找出

在细粒度分析中ＰＤＧ的同构子图，识别部分或全部

的代码克隆片段．

４．２　实验环境与数据来源

实验环境：ＣＰＵ 为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ｉ７

６７００Ｋ４ＧＨｚ，内存３２ＧＢ，操作系统为 Ｕｂｕｎｔｕ

１４．０４．

本文中的实验数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来源

于第三方市场收集的应用，如表１所示；另一部分来

自ＡｎｄｒｏＺｏｏ中提供的重打包应用程序对
［２４］，包括

２７７６个合法应用和１５２９７个修改生成的重打包应

用．实验中收集的应用安装文件大小分布如图４所

示，有超过８５％的ａｐｋ文件大小在８ＭＢ以内，ａｐｋ

文件的平均大小在４ＭＢ左右．

表１　实验数据采集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犪狋犪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犱犪狋犪

应用市场 应用数量 比例／％

ＧｏｏｇｌｅＰｌａｙ ５２７８９ ４２．４

Ｂａｉｄｕ ３１２４５ ２５．１

Ａｎｚｈｉ ４０４７８ ３２．５

Ｔｏｔａｌ １２４５１２ １００

图４　实验数据中安装文件大小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ｋｆｉｌｅ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４．３　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提出的基于ＳＰＤＧ和ＰＤＧ的应用特征表

示方法，旨在解决大规模的重打包应用检测问题．在

实验结果评价中，从应用检测的速度和检测的准确

率两方面展开有关分析．

基于ＳＰＤＧ的粗粒度重打包检测，是为了实现

快速检测并且对抗常见的代码混淆攻击对检测准确

率的影响，同时降低在细粒度分析中的规模．图５表

示在细粒度检测中，代码比较的次数与应用规模变

化的关系，实验数据为表１中提供的应用数据．相比

于ＤＮＡＤｒｏｉｄ只通过应用代码的两两比较的方式

实现检测，当达到１０×１０４ 个应用时，比较的次数近

２５×１０１４次，在本文中使用ＳＰＤＧ作为应用特征实

现检测之后，在基于ＰＤＧ的细粒度比较中１０×１０４

个应用只需要４×１０１４次比较．

　　实验结果表明，基于ＳＰＤＧ的粗粒度检测可以

实现分析规模的约减，随着应用的增长其代码对的

比较次数可以保持在线性增长空间内，因此本文的

方法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大规模的第三方应用市场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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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程序代码对与应用数量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ｏｄｅｐａｉｒ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检测．

图６表示在基于ＳＰＤＧ的粗粒度检测和基于

ＰＤＧ的细粒度检测中，阈值与准确率的关系．实验

中，我们在ＡｎｄｒｏＺｏｏ数据集上通过多次调整阈值，

发现阈值设为０．７５时，基于ＳＰＤＧ的粗粒度快速相

似性检测准确率最高达到８７％；阈值设为０．８５时，

基于ＰＤＧ的细粒度应用相似性检测准确率最高达

到０．９５１（图６）．

图６　阈值与检测准确率的关系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实验结果显示，本文方法的漏报率（ＦＮＲ）

为４．２％，误报率（ＦＰＲ）为１．２％，召回率（ｒｅｃａｌｌ）为

９５．８％，准确率（ａｃｃｕｒａｃｙ）为９５．１％，精准率（ｐｒｅｃｉ

ｓｉｏｎ）为９８．８％，准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值

（Ｆｓｃｏｒｅ）为 ９７．３％．实验结果的 ＲＯＣ（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曲线如图７所示．

本文的方法与现有的基于代码克隆［６，９，１６］和基

于应用资源文件［１７，１８］等重打包应用检测的方法在

检测速度、检测准确率和抗代码混淆三方面比较结

果如表２所示．

图７　ＲＯＣ曲线

Ｆｉｇ．７　ＲＯＣｃｕｒｖｅ

ＴＰＲ（ｔｒｕ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ＦＰＲ（ｒ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表２　重打包应用检测方法对比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狉犲狆犪犮犽犪犵犻狀犵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犪狆狆狉狅犪犮犺犲狊

重打包应用检测方法
检测

速度

检测

准确率

抗代码

混淆

基于代码克隆检测方法［６，９，１６］ 慢 高 弱

基于资源文件检测［１７，１８］ 中 低 强

本文方法 快 高 强

５　相关讨论

在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中存在大量的第三方库如广告

库、功能库等，使用Ａｎｄｒｏｚｏｏ提供的白名单过滤第

三方库，由于提供的白名单并不能完全包括所有的

第三方库列表，所以在库过滤中存在一定的误报和

漏报的现象．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修改ＤＥＸ文件生成

的重打包应用，修改本地代码生成的重打包应用不

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在未来工作中我们可以在检

测系统中补充关于二进制程序克隆检测的功能，解

决ＤｒｏｉｄＦＡＲ存在的不足．由于目前鲜有报告指出

存在大量修改本地代码生成的重打包应用，因此本

文中针对Ｊａｖａ代码的研究范围是合理的．

使用ＳＰＤＧ表示应用的特征，相比于现有的重

打包应用检测方法可以有效地抵御常见的代码混淆

攻击如布局混淆、数据混淆和控制混淆．ＰｒｏＧｕａｒｄ

是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使用最广泛的代码混淆工具，实验

表明本文方法可以有效地分析并检测使用 Ｐｒｏ

Ｇｕａｒｄ生成的ａｐｋ文件．但是，本文方法针对加壳保

护的ａｐｋ文件无效．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尝试使用

动态分析方法研究加壳保护的重打包应用检测．

在进行粗粒度的快速重打包检测后，输出可疑

的重打包应用｜犘｜犕（数据集中应用的数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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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降低了基于ＰＤＧ的细粒度检测阶段中的分析

规模，因此本文方法可以满足大规模应用市场的检

测要求．

６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程序依赖图的语义特征表

示方法，利用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ＡＰＩ包含丰富的语义可

以用于表示程序行为的特点，设计了一种基于语义

特征的快速相似性检测方法，识别可疑的重打包应

用．使用程序依赖图表示应用的特征，实现细粒度的

准确检测．本文的方法能够有效地检测１．２节提到

的类型１、２、３的重打包应用，但不适用类型４的重

打包应用．

本文的检测方法仍然是用两两比较的方式来计

算某一应用与合法应用之间的相似性距离，从而判

断该应用是否为重打包应用．如果合法应用数据缺

失，则会导致漏报．在未来工作中，我们将尝试从应

用程序的代码风格出发，提取能表示重打包应用潜

在特点的特征，降低检测的漏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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