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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发现重打包应用通常不修改应用用户交互界面（UI, user interface）的结构，提出一种基于应用 UI
和程序代码的两阶段检测方法。首先，设计了一种基于 UI 抽象表示的散列快速相似性检测方法，识别 UI 相似的

可疑重打包应用；然后，使用程序依赖图作为应用特征表示，实现细粒度、精准的代码克隆检测。基于所提方法

实现了一种原型系统——SPRD（scalable and precise repacking detection），实验验证所提方法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和准确性，可以有效地应用于百万级应用和亿万级代码的大规模应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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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一些智能设备如智

能手机、智能手表等广泛普及并带来了移动应用数

量的剧增。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Associa-
tion）的一份报告显示，从 2016 年开始移动设备的

数量已经超过了人类的总人数。目前，两大主流移

动平台，Android平台的官方商店Google Play和 iOS
平台的 App Store 上均有超过百万的移动应用。移

动应用不仅能够提供给用户丰富的功能体验，而且

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在移动市场中由

于恶意应用的普遍存在，对用户的安全和隐私已经

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报告显示，Android 平台已经成为恶意软件泛

滥的重灾区，其中，98%以上的恶意应用都是发现

在 Android 平台。在这些恶意应用中，有超过 86%
的应用都是重打包应用[1]。重打包应用是由恶意开

发者反编译修改已经发布在应用商店中的合法应

用程序，在程序代码中插入恶意的代码片段或修改

部分代码片段，引诱用户下载安装使用，达到谋取

利益或传播恶意软件的目的。由于 Android 应用程

序具有易反编译修改等特点，重打包应用在

Android 平台上更为普遍。从恶意开发者制造重打

包应用的动机来看，主要有以下 2 种。 
1) 谋取非法利益。恶意开发者替换应用中的广

告库，重打包后发布到应用市场，赚取广告收益或

汉化侵权谋取利益等。 
2) 传播恶意软件。恶意开发者反编译修改应用

程序，插入恶意代码，窃取用户隐私信息如读取用

户短信、通信录等，上传到远程服务器或利用恶意

代码实施远程攻击等。 
由于 Android 平台上重打包应用广泛存在且重

打包应用的严重危害性，已经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广

泛关注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工作[2,3]。这些研

究工作多是通过计算应用之间的相似性，利用应用

之间的相似度完成重打包应用的检测。具体来说，

概括为以下 2 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基于代码克隆

的重打包应用检测[4~8]。这种方法主要是比较应用

程序代码的相似度，提取应用程序的代码模式如控

制流图和数据流图等作为应用代码的特征表示。但

是这种方法不能有效应对代码混淆的问题，同时由

于其检测效率低下并不适用于百万级应用市场的

亿万级代码检测。另外一种方法是基于 Android 应

用资源文件的重打包检测 [9~11]。这种方法利用

Android 应用交互性强的特点，在 Android 应用的安

装文件中存在大量的资源文件，如图片、音频以及

视频文件等，而重打包应用不修改或较少地修改安

装文件中的资源文件，通过比较资源文件的相似性

实现重打包应用检测，这种方法可以有效缓解代码

混淆的攻击，但是存在较高的误报率。Android 应

用中存在大用户界面（UI），应用 UI 是一种特殊的

资源文件。有研究发现重打包应用为了引诱用户下

载通常不修改应用（UI）的结构，因此，有研究将

UI 作为应用相似性比较的特征[9,10]。这种方法也属

于基于 Android 应用资源文件的重打包应用检测方

法。但是这类方法的不足在于有些应用使用的是同

一套模板，导致在检测的时候存在较高的误报率。 
研究发现，目前，针对 Android 平台重打包应

用检测方法存在的不足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1) 能
够实现高检测准确率，但检测速度低下，不能有效

应用于百万级应用市场的重打包检测；2) 能够实现

快速检测，但不能保证检测的准确率；3) 一些方法

在检测的速度和准确率之间做到很好的平衡，但是

在预处理阶段需要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因此，如

何在检测的速度、准确率和计算资源开销这 3 个方

面进行平衡是目前重打包应用检测中亟待解决的

问题。在面对百万级应用市场的重打包应用检测

中，存在以下 3 个挑战。 
1) 程序代码量巨大。在百万级的应用市场中存

在近 10 亿行代码，如果仅在代码层进行两两比较

需要进行超过 1016 次比较。在有新的应用上架时，

同样需要重新进行一次比较，计算资源开销巨大，

无法做到实时的在线检测。 
2) 源代码获取困难。安全分析人员仅能从应用

市场上获取应用的安装文件（apk），反编译获取

smali 代码，其可读性差，导致基于源码的代码克隆

检测等技术并不能直接应用。 
3) 攻击方式多样。国内市场发布的应用多经

过代码混淆处理，导致基于控制流图等特征表示

的代码克隆检测方法效果不理想。恶意开发者还

会猜测检测系统的工作原理，精心构造重打包应

用绕过检测。 
为了解决面向百万级应用市场的快速重打包

应用检测问题，同时保证检测的准确率和降低计算

资源的开销，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代码混淆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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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应用 UI 和程序代码的两阶段

重打包应用检测方法。首先，利用重打包应用通常

不修改应用 UI 结构的特点，设计了一种基于应用

UI 抽象表示的散列快速相似性检测方法，识别出可

疑的重打包应用；然后，提取这些可疑重打包应用

的程序依赖图（PDG, program dependency graph）作

为应用的特征表示，在代码层进行细粒度的代码克

隆分析，检测相似的代码片段，有效地解决应用

UI 作为特征表示带来检测误报率高的问题。本文提

出的应用 UI 抽象表示方法能够对抗应用资源文件

的插入、修改等攻击。利用 PDG 作为应用的代码特

征表示可以有效抵抗代码插入、修改等攻击行为[6]。

实验表明，上述方法能够应用于百万级应用市场的

快速准确重打包应用检测，同时本文方法不需要在

预处理阶段反编译所有的待测应用，可以节约大量

的计算资源开销。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 
1) 设计并实现了一套面向百万级应用市场的

两阶段重打包应用快速检测（SPRD, scalable and 
precise repacking detection）系统，利用应用 UI 和
程序代码作为应用相似性检测的特征，实现快速准

确的重打包应用检测。 
2) 提出了一种基于 Android 应用 UI 抽象表示

的散列快速相似性检测方法，可以在秒级时间内实

现百万级应用的快速相似性检测。 
3) 利用应用程序依赖图作为应用程序代码的

特征表示，实现应用程序代码细粒度、高精度的克

隆检测，降低仅使用应用 UI 作为应用特征表示带

来的高误报率。 
4) 实验中从 Google Play 官方商店和多个第三

方移动应用市场收集了超过 100 万个应用，在大规

模的实验数据集中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实验

结果显示 SPRD 可以达到 93.3%的检测准确率。 

2  相关工作 

Android 平台已经成为移动恶意软件的重灾

区，对用户的安全和隐私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

此，建立健康的移动应用市场有着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和工业界为此做了许多重要的工

作[11~24]。由于 Android 平台的开放性以及 Android
应用易反编译等特点，重打包应用成为 Android
平台 常见的恶意软件类型之一[25~29]。目前，针对

Android 重打包应用的检测主要分为基于代码克

隆 [4~8,30~33]和基于应用资源文件相似性比较[9,10,34~36]

这 2 类方法，它们都是通过计算应用之间的相似

性检测重打包应用。接下来，详细介绍这 2 类检

测方法。 
2.1  基于代码克隆的检测 

基于代码克隆的重打包应用检测是一种 常

见的代码相似性检测方法并被广泛应用于

Android 重打包应用检测。DroidMOSS[4]在操作码

上使用了一种模糊散列技术生成表示应用的指纹

信息，然后，使用编辑距离计算 2 个应用的相似

性。Juxtapp[5]首先利用 k-gram 对应用的操作码进

行处理，然后，使用一种基于 Bloom-filter 的特征

散列算法生成应用的向量表示，再使用 Jaccard
相似性距离计算 2 个应用的相似性。文献[4]和文

献[5]的 2 种方法可以实现大规模的应用相似性比

较，但是如果在代码中插入或调整代码位置等，

会导致检测方法失效，也就是说不能有效地检测

3.2 节中的类型 2 重打包应用。DNADroid[6]使用

程序依赖图作为应用的特征表示，借助 WALA 为

应用中每个类的每个方法生成一个 PDG，利用图

的相似性匹配来检测相似的应用，这种方法有较

高的检测准确率，但是由于图匹配无法在多项式

时间内完成，因此该方法难以扩展到百万级的应

用市场检测。文献[7,8]利用一种基于计数的代码

克隆检测技术实现重打包应用的检测，同时该方

法有效地降低 Android 平台中第三方库在应用相

似性比较中造成的影响，但是文献中的方法难以

应用于存在严重代码混淆和百万级市场的程序代

码相似性比较情况。Chen 等[30,31]利用应用程序控

制流图的质心表示移动应用的特征，实现大规模

快速的应用相似性检测。但是该方法在处理之前

要抽取所有应用的控制流图，需要消耗大量的计

算资源，而且在代码混淆严重时，会影响控制流

图的生成，直接导致该方法失效。 
2.2  基于应用资源文件的检测 

由于 Android 应用的事件触发机制设计，在

Android 应用中存在丰富的用户交互界面 UI。有

研究发现恶意开发者为了迷惑用户下载安装应

用，通常不修改或较少修改应用的 UI 等资源文

件。ViewDroid[9]提出了一种将用户界面作为应用

特征表示的重打包应用检测方法，利用有向图表

示应用，其中，有向图的顶点是应用的视图

（view），有向边表示 2 个视图之间可以通过事件

进行切换，然后利用 VF2 算法[37]比较图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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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应用的相似性比较。如果攻击者在应用中恶

意地插入多余的视图以及应用的视图很少的情况

下 ， 该 方 法 并 不 能 取 得 较 理 想 的 效 果 。

DroidEagle[10]使用应用布局作为特征检测应用的

相似性，该系统由用于部署大规模应用市场检测

子系统 RepoEagle 和轻量级的用于移动端检测的

子系统 HostEagle 这 2 个部分组成，帮助用户实

现快速检测。如果应用的布局被恶意开发者做了

少量的修改会导致客户端检测失效，造成

DroidEagle 不能应用于大规模应用市场的快速检

测。以上基于应用 UI 等资源文件的检测方法均可

以有效地对抗代码混淆的攻击，但是应用 UI 的树

型特征表示难以应对大规模应用市场的应用快速

相似性比较。另外，存在一些应用从同一套模板

的基础上开发而来，其布局和风格相似，但并不

是重打包应用，导致这类方法在此类应用的分析

上会存在较高的误报率。 
综上所述，现有的重打包应用检测方法没有

在检测的速度和准确率之间做到很好的平衡，难

以应对百万级应用市场快速、准确检测的要求。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应用 UI 和程序代码的两阶

段检测方法，旨在解决海量应用市场中，快速准

确的重打包应用检测问题，降低分析检测过程中

计算资源的开销。 

3  相关背景知识 

3.1  Android 应用程序 
应用集中分发机制是 Android、iOS 等移动平台

区别于 PC 平台软件生态系统的重要特点，移动应

用市场在保护用户安全和隐私方面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Android 应用程序主要由程序代码和资源文

件构成，资源文件包括 UI、多类型资源的 xml 文件

（如颜色、字符串等）、图片、音频和视频等。程序

代码主要包括由 Java 语言编写编译生成的 Dalvik
字节码和由 C/C++语言编写编译生成的 so 文件。本

文仅考虑修改由 Java 语言编写生成的重打包应用，

修改由 C/C++语言编写的本地代码不在本文的研究

范围内，而且鲜有报告指出恶意开发者通过修改本

地代码生成重打包应用。 
在 Android 应用程序静态分析中，通常会受到

第三方的库文件和代码混淆的影响。在 Android 应

用程序中第三方的库文件被大量使用如功能扩展

库、工具类库等。这些库文件会占用一定比例的代

码，它们的存在也严重影响基于程序分析的应用相

似性比较[38]。应用开发者从保护版权或应用安全的

角度出发，通常会对 Android 应用进行一些代码混

淆处理操作，这会直接导致程序分析技术应用困

难。应用 UI 是 Android 应用 4 个组件之一 Activity
的重要表现形式，重打包应用为了诱导用户下载安

装使用，通常不修改应用 UI 的结构。利用应用 UI
作为应用相似性特征表示，可以降低在程序分析阶

段由于第三方的库文件、代码混淆等对分析造成的

影响。 
3.2  重打包应用 

谋取非法收益和传播恶意代码收集用户的隐

私数据，实施非法攻击威胁用户的安全是恶意开发

者制造重打包应用的主要动机。Android 平台重打

包应用的 大特点是恶意开发者在保持原有合法

应用核心功能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删除和修

改程序代码以及改变应用资源文件等方法生成重

打包应用。根据恶意开发者修改 apk 文件的内容以

及重打包应用构造的精细程度，本文对重打包应用

主要概括为以下 4 种类型。 
类型 1  不修改 UI 和程序代码。一些恶意开发

者在生成重打包应用时保持应用 UI 和程序代码不

变，仅仅修改签名或替换一些广告库等。 
类型 2  不修改 UI，修改部分程序代码。一些

重打包应用仅仅修改 UI 组件的属性如替换 UI 中的

字符显示、图片等，不修改 UI 的结构，但是增加、

删除和修改部分程序代码。 
类型 3  不修改 UI，修改程序代码但保持功能

语义相同。保持 UI 结构不变，恶意开发者在理解

应用功能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代码实现相似的应用

功能。 
类型 4  UI 不同，仅复制或修改部分功能代码

片段。该类型重打包应用主要是开发者抄袭了其他

应用的部分功能，复制部分代码作为重打包应用的

子功能。 

4  总体设计 

本节主要介绍所提方法的基本思想以及系统

的总体设计等内容。目前，针对 Android 平台的重

打包应用检测方法难以在检测的速度、检测的准确

率和计算资源开销等三方面做到有效的平衡，导致

在百万级应用市场的大规模检测中存在困难。研究

发现重打包应用通常不修改或较少修改应用 UI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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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本文基于此发现提出了一种两阶段的检测

方案，实现应用快速准确的相似性比较。 
本文重打包应用系统 SPRD 的框架如图 1 所

示。首先从各大应用市场收集大量的 Android 应用

程序，其中，包括 Android 的官方应用市场 Google 
Play。第一阶段应用 UI 的快速相似性比较步骤主要

分为预处理和相似性检测这 2 个部分，在预处理中，

首先抽取 Android 应用的 UI，将 UI 中每一个视图

（view）生成一种抽象化的表示，并使用散列算法

生成 view 的唯一指纹值；在相似性检测部分将每

一个应用的 view 指纹值进行比对，并将指纹值相

同的 view 做聚类处理，找出 UI 相似的应用，输出

可疑的重打包应用集合。在第二阶段程序代码的细

粒度克隆检测中，首先，反编译在第一阶段中输出

的可疑重打包应用，生成每一个应用的 PDG 作为

其特征表示，利用图的相似性比较算法实现程序代

码的克隆检测。 后，根据上述 2 个阶段计算得出

的相似值进行综合判定完成重打包应用的检测。 
本文方法能够有效检测类型1和类型 2的重打

包应用。针对类型 3 的重打包应用，可以运用本文

中第一阶段的方法获得可疑重打包应用，降低应用

在程序分析阶段的规模，显著提高分析和检测的效

率。针对类型 4 的重打包应用，可以运用本文第二

阶段的代码克隆检测方法，实现有效检测。但是会

存在检测速度慢、难以拓展至百万级应用市场规模

的问题。 

5  SPRD 方法 

5.1  基本定义 
本文的两阶段重打包应用检测方法主要从应

用 UI 和程序代码 2 个部分展开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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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程序。Android 应用程序

表示为 A=(I, D)。其中，I 代表应用的用户交互界面

UI，D 代表应用程序代码。 
定义 2  Android 应用 UI。Android 应用 UI 表

示为 I={Vi},i=1,…,N。其中，Vi 表示应用的视图

view，N 表示应用中 view 的个数。Android 应用 UI
的 view 表示为 V=<L, C, Φ>。其中，L 和 C 分别表

示布局和组件集合，Φ表示布局和组件之间的包含

关系。Android 应用 UI 的多个 view 之间通过事件

进行切换，view 中每个组件（如 Button、ImageView
等）都包含在布局（如 LinearLayout、ScrollView
等）中控制显示。 

定义 3  Android 应用程序代码。Android 应用

程序代码表示为 D={Gi},i=1,…,M。其中，Gi 表示

Android 应用 Dalvik 字节码生成的程序依赖图，M
表示应用程序中函数的个数。应用程序依赖图表示

为 G=<S, E>，其中，S 表示函数的语句集，E 表示

边集，当语句之间有数据或控制依赖时，语句之间

存在有向边连接。 
5.2  应用 UI 相似性比较 

本文中第一阶段利用应用 UI 作为特征进行应

用的相似性比较，发现 UI 相似的可疑重打包应用，

主要分为离线和在线 2 种分析比较方式。在离线分

析中，从各大 Android 应用市场中收集大量的应用

样本，通过在收集的待测应用中做 UI 的相似性比

较识别可疑的重打包应用。离线分析检测过程中，

本文中构建应用 view的指纹数据库，每个应用 view
都有相应的指纹标识。在线分析中，针对刚上架的

移动应用，根据待检测应用生成的 view 指纹，在

指纹数据库中按照指纹的属性字段进行线性查找，

实现从移动应用市场中快速地匹配出 UI 相似的应

用。利用 UI 进行相似性检测能够大幅度减少程序

代码的比较次数和分析时间，降低计算资源的开

销，提高检测的速度。 
本文提出了一种应用 UI 的抽象表示方法，实

图 1  Android 重打包应用检测系统 SPRD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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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应用 UI 的快速检测，识别检测可疑的重打包应

用，如图 1 中第一阶段所示。在 UI 相似的可疑重

打包应用检测中，主要分为预处理和相似性检测等

两部分。在预处理中，本文提出了一种应用 UI 抽

象表示方法，能够有效抵御如修改 view 和组件的

属性、插入以及修改部分 view 和组件等攻击。同

时，设计了一种基于应用 UI 抽象表示的指纹生成

方法，用于实现相似应用 view 的快速比较、匹配

和查找等操作。在相似性检测中，主要是通过比较

应用 UI 的 view 指纹。将相同的 view 指纹放入到

同一个类别中，完成指纹的聚类操作。然后，通过

比较 2 个应用中相同 view 比例来分析应用的相似

性。 后，输出 UI 相似的可疑重打包应用到下一

阶段进行细粒度的程序代码相似性检测。 
应用的 UI 相似性检测主要包括 UI 组件的抽取、

UI 抽象表示、应用特征指纹的生成以及相似性计算

等部分，本节将详细介绍这些组成部分的细节内容。 
1) UI 抽取 
在应用 UI 的相似性检测中首先需要抽取应用

UI 的特征表示，获取应用 UI 的基本组成单元。在

Android 应用中，UI 的基本组成单元是 view。view
中包含有多个与用户直接进行交互的组件，如按钮

Button，每个组件都属于一个布局（ViewGroup），
如线性布局 LinearLayout。图 2 是从 Google Play 中

下载解析微信应用中的一个 view 得到的树型结构

图，每一个节点均表示组件或布局。每个组件都有

属性标识，本文不抽取属性“visibility= "invisible"”
的组件，因为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大量的恶意应用会

在 view 中添加这类不可见的组件，绕过检测。 

 
图 2  view 树型结构 

本文直接反编译应用获取 apk 文件中的布局文

件，解析应用 UI 的 view 结构。本文的 view 解析方

法，相比于 ViewDroid[9]等不需要通过反编译代码获

取动态生成的布局结构，节省了大量的计算资源开

销。同时，本文增加了细粒度的代码克隆检测，用

于克服应用 UI 作为特征表示带来的漏报。 
2) UI 抽象表示 
将应用 UI 的 view 树型结构进行特征抽象表

示，用于实现快速的相似性检测。恶意开发者在制

造重打包应用时，通常会修改 view 中组件的属性，

如位置、大小、文本的文字内容、图片的链接等。

但是，应用中 UI 的 view 结构通常不会被修改。本

文使用一种抽象化表示规则来转变 view 的结构表

示，然后将应用中所有的 view 组合形成应用 UI 的
抽象表示集合。基于文中的 UI 抽象表示方法，将

图 2 的树型 view 结构表示成线性文本，本文的抽

象表示规则具体如下。 
元素表示。针对 view 的基本组成元素组件和

布局，不考虑它们的属性，直接表示成其名称字符

串小写的形式，如布局 LinearLayout 表示成字符串

“linearlayout”，组件 Button 表示成“button”，组件

“CheckBox”表示成“checkbox”等。 
视图表示。在 UI 抽取中，view 表示成树型结

构如图 2 所示。本文将树型结构按广度优先遍历将

每一层的节点逐层进行线性表示，同一层的兄弟

节点按照字符串字典排序，针对同一层中值相同

的兄弟节点，比较以该节点为顶点的子树大小。

表 1 是图 1 的树型结构描述，并按照节点的抽象表

示进行排序。 

表 1 view 树型结构描述 

ID 层次 父节点 节点抽象表示 

a 1 # linearlayout 

b 2 a relativelayout 

c 3 b imageview 

d 3 b linearlayout 

e 3 b relativelayout 

f 3 b textview 

g 4 d linearlayout 

h 4 e button 

i 4 e progressbar 

j 5 g textview 

k 5 g textview 

l 5 g textview 
 

根据表 1 和 view 树型结构线性抽象表示规则，

图 2 中的应用 view 树型结构线性抽象化表示为

“(a(b(c,d(g(j,k,l)),e(h,i),f)))”，然后将表 1 中的 ID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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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相应的节点抽象表示字符串做替换，得出 终

的线性表示，如图 3 所示。view 树型结构线性抽象

表示算法设计如算法 1 所示。 
 

view 线性 
抽象表示 

(linearlayout(relativelayout(imageview,linearlayout(li
nearlayout(textview,textview,textview)),relativelayout
(button,progressbar),textview))) 

散列值 7c3e342aab2cdb8d1e088a7f60e3c7af 

指纹三元组 
{140, 
7c3e342aab2cdb8d1e088a7f60e3c7af, 
com.tencent.mm } 

图 3  view 指纹生成 

算法 1  view 树型结构线性抽象表示 
输入  UI 的 view 结构树 V-tree 
输出  UI 的 view 线性抽象表示 V-linear 
① level=getHeight(V-tree); /*获取树的高度*/ 
② for m in range(0, level) 
③ NS← getNode(V-tree, m); /* 将 V-tree 第 m

层的节点放入集合 NS 中*/ 
④ NS← sort(NS, order=asc); /* 将集合 NS 中

节点按照字符串字典升序排序*/ 
⑤ flag=existSameItem(NS); /* 判断集合 NS 中

是否存在值相同的节点*/ 
⑥ if flag=true 
⑦ SN← getSameNode(NS); /* 将集合 NS 中值

相同的节点值放入集合 SN 中*/ 
⑧ sortSubTree(NS, SN, V-tree); /* 比较相同节

点的子树，并调整集合 NS 节点的顺序*/          
⑨ end if 
⑩ V-linear← output(NS, m) /* 将第 m 层排序

后的节点放入 V-linear 中*/ 
⑪ end for 
3) 指纹生成 
对每一个 view 进行抽象表示之后，生成相应

的指纹对其进行表示，实现应用相似 view 的快速

比较、匹配和查找等操作。本文中应用 UI 的 view
指纹表示成一个三元组的形式，用于快速地识别可

疑的重打包应用。其指纹的三元组表示为<length, 
hash_value, app_id >。其中，length 为线性抽象表示

字符串的长度， hash_value 表示字符串的散列值，

app_id 表示为应用程序的 ID。图 3 为图 2 中 view
生成的指纹，图 2 是从 Google Play 中获取的微信

应用（app_id: com.tencent.mm）。 
在生成 view 的指纹后，SPRD 以键值对的形式

保存所有应用 view 指纹的三元组在字典 DIC 中。

其中，键 key 是字符串长度 length，值 value 是散列

值 hash_value 和应用 ID 组成的二元组。在字典 DIC
中，相同键的值以列表的形式连续存放。图 4 为存

放 view 的字典。 
 

140 : { 

{‘7c3e342aab2cdb8d1e088a7f60e3c7af’, ‘com.tencent.mm’} 

} 
图 4  存放应用 view 指纹的字典 DIC 

4) UI 相似应用检测 
在 UI 相似应用检测中，通过比较应用的 UI 相

似性生成可疑的重打包应用集合。然后将 UI 相似

的可疑重打包应用在本文方法的第二阶段做细粒

度的程序代码相似性分析，检测可疑的重打包应

用。SPRD 的应用 UI 相似性检测分为离线检测和在

线检测 2 种情况。其中，离线检测是为了从已收集

的应用中找出 UI 相似的可疑重打包应用；在线检

测是针对新上架的应用，在已收集的应用集合中，

找出 UI 相似的应用。 
在离线的 UI 相似应用检测中，依次遍历字典

DIC 的键，针对 DIC 中相同键值的列表，将列表中

抽象表示字符串的散列值进行两两相似性比较。如

果值相同，则检测出相似的应用 view。在得到存在

view 相似的应用后，通过分析 2 个应用中所有的

view 相似比例来度量应用 UI 的相似性，从而判定

其是否为一对可疑的重打包应用。 
应用 UI 的相似性度量如式(1)所示，通过计算

2 个应用 UI 的 view 相似比例来判定是否为可疑的

重打包应用。在式(1)中，I1和 I2 表示应用的 UI（如

定义 2 所示），I1×I2 表示应用 I1 和应用 I2 的 view 笛

卡尔集。在笛卡尔集 I1×I2 中，集合元素表示为(Vi, 
Vj')，其中，Vi和 Vj'分别为应用 I1 和应用 I2 的 view。

函数 compare(I1×I2, i)用于检测集合 I1×I2中第 i 个元

素的 view 对是否相似，如果相似则函数返回 1，否

则返回 0。|I1×I2|表示集合中元素的个数，|I1|和|I2|
分别表示应用 I1 和应用 I2 中 UI 的 view 个数。 

 

1 2| |

1 2
1

1 2
1 2

( , )
( , )

min(| |,| |)

I I

i

compare I I i
sim I I

I I

×

=

×
=
∑

 (1) 

如果 sim(I1, I2)大于阈值 0.8，判定这 2 个应用

的 UI 相似，下一步将 UI 相似的应用做细粒度的程

序代码克隆检测。其中，通过大量的测试样本调节

发现，阈值为 0.8 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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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程序代码相似性比较 
相同模板开发出来的应用，UI 总是保持相似，

但它们并不是重打包应用。因此，针对这类重打包

应用需要在应用程序的代码层进行细粒度的代码

相似性检测，识别相似的代码片段，降低使用应用

UI 作为特征检测带来的误报率。相同应用的不同版

本，UI 有时也会保持较高的相似性。但是它们的签

名相同，可以通过提取应用的签名信息来判定应用

是否为不同版本的应用。 
本文使用程序依赖图 PDG 作为应用程序代

码的特征表示，实现细粒度的代码克隆检测。基

于 PDG 的代码特征表示可以有效地抵御攻击者

在应用程序代码中插入、删除语句以及修改语句

顺序等操作的攻击。PDG 主要用于表示程序函数

体中语句之间的依赖关系，包括数据依赖和控制

依赖等 2 种[39]。由定义 3 可知，PDG 的顶点是函

数体中的语句，边是指顶点的语句之间存在数据

依赖或控制依赖。其中，数据依赖是指如果语句

S1 中数据依赖语句 S2，则 S1 中有变量的值取决

于 S2；控制依赖是指如果语句 S1 与语句 S2 存在

控制依赖关系，那么语句 S1 可以控制语句 S2 执

行与否。 
本文程序代码克隆检测如图 5 所示，在得到

apk 文件之后，对每一个 apk 文件做反编译处理，

抽取应用程序中每个函数的 PDG。由于第三方库

在应用程序开发中被大量使用，使用白名单过滤第

三方库对程序代码克隆检测造成的影响。另外，一

些代码行数少的函数存在功能通用以及代码模板

相似的特点，这些函数的 PDG 更可能出现相似或

相同的问题，因此，本文过滤掉 PDG 的节点小于

特定值（本文特定值设为 8）的函数。程序代码克隆

检测是通过 2 个程序代码形成的 PDG 中找出相同

的节点，该问题可以转化成子图同构的问题，也即

发现 2 个 PDG 中语句的映射关系，应用的程序代

码相似性计算如式(2)所示。 

 1
1 2

1

| ( ) |
( , )

| |
G D

C G
sim D D

D
∈=
∑

 (2) 

在式(2)中，程序代码 D1 和 D2 如定义 3 所示，

|D1|表示程序代码 D1 的函数个数（过滤掉通用的第

三方库），C(G)表示 D1 在 D2 中找到 佳匹配子图

的节点个数。 
5.4  重打包应用检测 

本文利用恶意开发者为了诱导用户下载安装

使用重打包应用，通常不修改应用 UI 结构的特点。

提出了一种基于应用 UI 抽象表示的散列快速可疑

重打包应用检测方法以及通过细粒度的程序代码

分析实现准确的代码克隆检测。细粒度的代码克隆

检测用于降低使用应用 UI 作为特征检测带来的误

报率，提高重打包应用检测的准确率。 
在本文两阶段重打包应用检测中，需要统计

和分析有多少应用 UI 和应用程序代码被恶意开

发者在合法应用基础上做了多大程度的修改。在

研究过程中，发现重打包应用具有以下 2 个特点：

1) 重打包应用的 UI 常保持不变，恶意开发者会

插入或修改程序代码，因此，相比于应用 UI，程

序代码更能表示应用的特征；2) 在 Android 应用

程序中，应用 UI 中 view 的个数明显少于应用中

函数的个数。 
因此，在应用的相似性计算中，需要考虑应用

UI 和应用程序代码的相似度以及它们被修改的数

量或比例等因素。由上述的重打包应用特点可知，

应用的相似性受程序代码的影响更大。在本文中，

应用 A1 和 A2 相似性计算表示为：sim(A1, A2)= 
α·sim(I1, I2)+(1−α)·sim(D1,D2)。其中，系数 α为权重

系数，根据应用中 view 和应用程序代码中函数的

个数计算得出，用于反映有多少应用的 view 和函

数被修改。具体的计算如式(3)~式(5)所示。 

 
图 5  程序代码克隆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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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max(| |,| |)mI I I=  (3) 

 1 2max(| |,| |)mD D D=  (4) 

 1 2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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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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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im I I D sim D D
sim A A

I D
⋅ + ⋅

=
+

 (5) 

其中，|I1|、|I2|和|D1|、|D2|分别表示应用 UI 的 view
和应用程序代码的函数个数，sim(I1, I2)和 sim(D1, 
D2)如式(1)和式(2)所示，如果 sim(A1, A2)大于阈

值 0.85，判定应用 A1 和 A2 是一对重打包应用。

通过大量的测试样本调节发现，阈值为 0.85 是

比较合理的。 

6  实验与结果分析 

6.1  方法实现 
Android 平台重打包应用检测实验部分主要有

以下 6 个步骤。 
1) apk 文件反编译。使用 Keytool 提取应用的

签名信息，作为唯一标识区分应用。Apktool 用来

反编译应用程序，获取 apk 的资源文件和 smali 代
码等，解析应用 UI 的 xml 文件获取应用 UI 的 view
结构。 

2) UI 指纹生成。本文使用 MD5 算法生成 UI
线性抽象表示的散列值。 

3) 指纹字典存储。本文选择使用 Python 自带

的数据字典结构，能够在 O(1)时间复杂度内实现键

的查找。 
4) 第三方库过滤。本文使用文献[40]中提供的

1 113 个第三方功能库和 240 个广告库作为白名单，

过滤待测应用中的第三方库。 
5) 应用程序代码的 PDG生成。本文使用 soot[41]

为程序中所有类的每种方法生成 PDG。在本文设置

当语句之间存在数据依赖时，语句之间建立有向边

连接，有研究发现数据依赖更加有效的对抗（如程

序代码中修改、插入等攻击行为）。 
6) 程序代码相似性比较。本文使用 VF2 算法[37]

找出 PDG 的同构子图，识别相似的程序代码片段。 
6.2  实验环境与数据来源 

基于所提方法，本文实现了面向大规模的

Android 重打包应用快速检测方法原型系统 SPRD，

具体的实验环境CPU为 Intel(R) Core(TM) i7-6700K 
4 GHz，32 GB 内存，操作系统为 Ubuntu14.04。 

本文中实验数据来源于 Android 官方应用商

店 Google Play，国内应用商店（Baidu、Anzhi）、

美国应用商店（Pandaapp）和欧洲应用商店（Opera）
等，具体的各应用商店的实验数据采集情况如表 2
所示。实验数据中 apk 文件大小分布如图 6 所示，

收集的 apk 文件 小的为 8 KB， 大的为 49.5 MB，
超过 76%的 apk 文件大小超过 1 MB，有超过 60%
的 apk 文件大小为 1~10 MB，这些实验数据基本

上可以代表 Android 应用市场中应用程序的普遍

大小。采集的所有 apk 文件超过 7 TB，代码总量

超过 10 亿行。 

表 2 实验数据采集 

应用市场 应用数量 比例 

Google Play 279 888 27.7% 

Baidu 163 756 16.2% 

Anzhi 147 578 14.6% 

Pandaapp 228 760 22.7% 

Opera 189 422 18.8% 

总计 1 009 404 100% 

 
图 6  实验数据中 apk 文件大小分布 

6.3  实验结果分析 
在本文的实验结果评价中，主要从本文方法在

大规模应用市场重打包应用检测的速度和检测的

准确率 2 个部分来分析实验结果。 
本文方法分为 2 个阶段，第一阶段利用重打包

应用不修改应用 UI 的结构，它们的 UI 保持相似的

特征，识别出 UI 相似的可疑重打包应用。图 7 表

示在第一阶段的 UI 相似性检测中，应用数量的增

长与 UI 相似性检测时间的关系。从图 7 可以看出，

在离线分析中，随着应用数量的增加，应用 UI 相

似性检测的时间并不发生显著变化。在生成应用指

纹之后，本文的应用 view 相似性比较方法，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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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 13 s 内从百万级应用中快速地检测出 view
相似的应用。因此，本文所提 UI 相似性检测方法

可以有效应用于大规模移动应用市场。 

 
图 7  应用数量与应用 UI 相似性检测时间关系 

应用 UI 的相似性检测用于提高第二阶段中细

粒度的程序代码克隆检测效率，降低程序代码克隆

检测中比较的次数。图 8 表示在第二阶段的程序代

码克隆检测中，应用数量的增长与代码对比较次数

的关系。从图 8 可以发现，随着应用数量的增长，

如果不通过第一阶段的 UI 相似性分析找出可疑的

重打包应用，仅仅通过应用程序代码两两比较检测

应用的相似性，其代码比较的次数呈现指数爆炸式

增长。通过对比发现，本文利用第一阶段的 UI 相

似性比较，其程序代码的比较次数依然可以保持在

线性增长空间中。 

 
图 8  程序代码对比较次数与应用数量关系 

在检测时间方面，SPRD 完整检测时间包括

第一阶段的应用 UI 相似性检测和第二阶段的细

粒度代码克隆检测。由于本文第一阶段 UI 相似性

检测中能够将应用分析的规模压缩到原规模的

11.3%左右，而在第一阶段中应用 UI 的分析与检

测平均时间只是第二阶段代码克隆检测时间的

10%左右。因此，SPRD 的完整检测时间明显快于

文献[6]、文献[33]、文献[7]等基于代码克隆检测

的方法。本文方法 SPRD 能够在 15.2 s 完成完整

百万级的重打包应用检测，按照 Centroid[30]实验

评价检测时间线性增长规律计算可知，其处理百

万级应用时的平均检测时间在 25.6 s。在特征抽

取中，SPRD 相比于 Centroid 仅有 11.3%的待测

应用需要进行耗时的代码分析，但是 Centroid
需要利用程序分析方法抽取所有待分析应用的

控制流图。 
图 9 表示在 5.2 节应用 UI 相似性检测和 5.4

节重打包应用检测中，阈值与准确率的关系。实

验中通过多次测试调整阈值发现，阈值设为

0.8 时，UI 的相似性检测准确率 高达到 87.1%；

阈值设为 0.85 时，应用的相似性检测准确率 高

达到 93.3%。 

 
图 9  阈值与准确率的关系 

在本文中，重打包应用检测的结果利用机器

学习中经常使用到的指标进行评价和度量，分别

是：1) 真阳性（TP, true positive）；2) 假阳性（FP, 
false positive）；3) 真阴性（TN, true negative）；4) 假
阴性（FN, false negative）。这 4 个度量指标的具体

含义如表 3 所示。 

表 3 度量指标含义 

预测值 真实值为 Y 真实值为 N 

Y TP FP 

N FN TN 
 

根据 4 个度量指标，构成以下 4 个常用指标。

具体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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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precision
TP FP

=
+

 (6) 

 TPrecall
TP FN

=
+

 (7) 

 2- precision recallF score
precision recall
× ×

=
+

 (8) 

 TP TNaccuracy
TP FP TN FN

+
=

+ + +
 (9) 

Androguard 是一个用于 Android 应用逆向分析

和静态分析的开源工具。本文使用 Androguard 测试

文中检测出的重打包应用的准确性。实验结果分析

发现，本文方法能够实现精准率（precision）为

93.4%，召回率（recall）为 90.5%，准确率和召回

率的调和平均值（F-score）为 91.9%，准确率

（accuracy）为 93.3%。 
利用本文的重打包应用检测系统 SPRD 分析表 2

中收集的测试应用，5 个应用市场中重打包应用分

布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应用市场中重打包应用比例 

应用市场 重打包应用比例 国家 

Google Play 5.23% 美国 

Baidu 2.10% 中国 

Anzhi 18.90% 中国 

Pandaapp 15.20% 美国 

Opera 3.70% 欧洲 

 
从实验结果分析看，相比于现有的基于代码克

隆的检测和基于应用资源文件的检测方法，本文的

两阶段重打包应用检测方法能够实现检测准确率

高、检测速度快以及计算资源开销小等。本文方法

与这 2 类方法在检测速度、检测准确率和计算资源

开销这 3 个方面的比较如表 5 所示。 

表 5 重打包应用检测方法比较 

重打包应用检测方法 检测速度 检测准确率 计算资源开销

基于代码克隆检测 慢 高 大 

基于资源文件检测 快 低 中 

本文方法 快 高 小 

 
6.4  相关讨论 

本文使用白名单机制过滤第三方的库文件在

代码克隆检测中带来的干扰，由于收集到的第三方

库存在不完备等问题，在检测中会造成一些误报

率。在未来的工作中，尝试收集更多第三方的库文

件减少这方面的误报率。在程序代码克隆检测中，

本文主要分析应用程序的 Java 代码，没有考虑应用

程序的本地代码。因此，修改本地代码的重打包行

为，文中的方法并不奏效。可以应用二进制代码克

隆检测相关技术解决本文工作在本地代码克隆检

测中的不足，但是少有研究指出恶意的开发者通过

修改本地代码生成重打包应用，因此，本文的研究

范围依然是合理的。 
本文方法不需要反编译所有的待检测应用，抽

取它们的程序代码特征表示，节省了大量的计算资

源开销。计算的时间复杂度方面，通过第一阶段的

UI 相似性分析，检测出可疑重打包应用集合|P|�M 
（待检测应用数量）。在使用 PDG 作为特征表示进

行代码克隆检测时，其中，VF2 算法在 坏情况的

时间复杂度为 O(n!)， 好情况为 O(n2)，可以满足

大规模环境中快速检测的要求。 

7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应用 UI 和程序代码的两

阶段重打包应用检测方法，利用重打包应用不修改

应用 UI 结构的特点，设计了一种基于应用 UI 抽象

表示的散列快速相似性检测方法。然后，使用 PDG
作为应用的特征表示，实现应用程序代码的克隆检

测，提高应用相似性检测的准确率，并降低使用应

用 UI 作为特征检测带来的误报率。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方法可以应用于百万级应用市场的重打包应

用检测与防御，不仅具有较高的检测准确率，而且

通过两阶段的检测方法可以节约大量的计算资源

开销。本文的方法解决了现有 Android 平台重打包

应用检测方法难以在检测的速度、检测的准确率和

计算资源开销这 3 个方面进行有效平衡的问题。但

本文的重打包应用检测系统也存在一些缺陷，需要

做进一步改进。 
本文检测方法仍然需要通过分析应用的相似

性实现重打包应用检测，未来工作尝试抽取重打包

应用程序的内在特征实现检测，例如程序代码的风

格、代码间的关联程度等。针对部分程序代码的克

隆问题，未来的工作试图抽取一种轻量级的代码特

征，实现快速比较并且可以对抗代码插入、修改等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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