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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基于客户端程序行为分析的

钓鱼网站监测方法，首先利用jalangi对访问的

网页进行实时插桩，在获取钓鱼网站黑名单和白

名单后判断访问的URL是否出现在黑名单中，再

判断该URL是否在白名单中。如果不在白名单中，

用jalangi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检测该URL是否

存在form登录表单，如果存在登录表单，则利用

jalangi发送随机生成的用户名和密码来判断是

否钓鱼网站，以此获取训练样本集，提取动态静

态属性行为特征，并借助朴素贝叶斯方法，获得

贝叶斯分类器。本发明可以利用jalangi获取网

页程序的动态行为特征，借助jalangi检测动态

生成的授权登录表单，并动态分析form表单的

action属性的最终值，从而作出判断。实现了启

发式和数据挖掘等方法的结合，有效提高了检测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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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客户端程序行为分析的钓鱼网站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以下步骤：

1)搭建代理服务器，利用jalangi脚本对访问的网页进行实时插桩；

2)获取钓鱼网站黑名单和白名单；

3)获取当前访问的URL，并查询钓鱼网站黑名单中是否包含该URL，如果该URL出现在钓

鱼网站黑名单中，则提醒用户该URL是一个钓鱼网址；

4)如果被检测的URL不在钓鱼网站黑名单中，那么再判断该URL是否在白名单中，即判

断该URL是否是已知的正常网址，如果在，则退出检测；

5)如果该URL不在白名单中，用jalangi脚本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检测该URL是否存在

form登录表单，所述登录表单为网页上的登录入口，包括用户名和密码的输入框，还有登录

按钮，如果存在登录表单，则利用jalangi脚本发送随机生成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登录成

功，则提醒用户该URL是一个钓鱼网址；如果未检测到登录表单，则利用jalangi脚本检测其

是否存在进行第三方授权登录操作，如果检测到存在进行第三方授权登录操作，则用

jalangi脚本动态判断该表单的action指向的域名是否与想要请求授权的网站域名一致，

如果一致，那么认为该URL是钓鱼网址；

6)如果提醒用户登录失败，则用jalangi脚本发送与所述随机生成的用户名和密码同

样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登录成功，提醒用户该URL是一个钓鱼网址；

7)如果提醒用户登录失败，再利用jalangi脚本结合所述动静结合的方式检测“忘记密

码”这个功能的链接地址，判断该URL连接是否指向第三方域名，如果是，则提醒用户该URL

是一个钓鱼网址；

8)如果该URL连接不是指向第三方域名，则获取训练样本集，提取动态和静态属性行为

特征，然后借助朴素贝叶斯方法，获得贝叶斯分类器；

9)通过jalangi脚本提取该网站的动态静态属性行为特征，然后作为上述步骤8获得的

贝叶斯分类器的输入，再判断该URL是否是钓鱼网址，所述动静结合为结合所述动态和静态

属性行为特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客户端程序行为分析的钓鱼网站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所述搭建代理服务器是利用mitmproxy抓包程序完成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客户端程序行为分析的钓鱼网站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2)获取的钓鱼网站黑名单和白名单是通过钓鱼网站phishtank提供的API取得。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客户端程序行为分析的钓鱼网站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白名单是通过获取的高知名度的网站URL生成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客户端程序行为分析的钓鱼网站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5)中检测是否存在进行第三方授权登录操作是通过所述动静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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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客户端程序行为分析的钓鱼网站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以程序行为为特征的数字信息传输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客户端程

序行为分析的钓鱼网站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购物成为一种潮流。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简称CNNIC)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

年12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3.61亿，较2013年底增加5953万人，增长率为19.7％；

我国网民使用网络购物的比例从48.9％提升至55.7％。据报道，2015年双11的交易额就超

过124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一倍。

[0003] 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在线支付也越来越受到网民的青睐，可供选择的在线支

付方式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一些网络的不法份子从中嗅到“商机”。他们通过邮件等方式诱

骗用户进入经过精心布置的，在外观上与真实网站几乎没有区别的网站，诱使用户提交账

号密码等重要信息。这个网站就是钓鱼网站，也就是网络安全中的网络钓鱼攻击。

[0004] 网络钓鱼攻击是一种社会工程学攻击，它主要是利用系统终端用户的弱点来达到

攻击的目的。举个例子，一个系统技术上足够防止密码被盗窃，然后如果一个攻击者通过一

个URL让终端用户更新密码，那么该密码就会被蒙在鼓里的用户泄露。据APAC(Anti-

phishing  Alliance  of  China中国反钓鱼联盟)最新报告显示，网络钓鱼攻击仍然非常活

跃。被仿造网站主要在于涉及在线交易的金融证券行业、电子商务行业，而截止2014年11月

所占比率更是高达99.6％，导致网民对电子商务信任度降低，从而造成网络交易用户的流

失。而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简称“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英文简称是

CNCERT或CNCERT/CC)2014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网络钓鱼给网民造成的损失已经

达到了76亿元。

[0005] 综上所述，研究网络钓鱼攻击，检测网络钓鱼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0006] 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法可以百分百检测出一个网站是否是钓鱼网

站。当前已存在的检测钓鱼网站的方法分为两大类：用户识别与软件检测。

[0007] 钓鱼网站主要是利用没有经验的终端用户来诱骗获取用户的账号密码等敏感信

息，所以一个很显然的想法就是通过训练用户认识钓鱼网站的本质，提高用户对钓鱼网站

的识别能力。

[0008] 软件检测钓鱼网站的方法又可以分为四类：基于黑名单的、基于启发式的、基于视

觉相似性的以及基于数据挖掘的钓鱼检测。

[0009] 黑名单指的是已检测出来的钓鱼URL、IP地址或者关键字所组成的列表集合。与此

对应的就是白名单，它可以用来减少FP值(False  Positive，即误报率)。基于黑名单的方法

不能检测还未出现过的钓鱼网站，但是与启发式的检测方法相比，它具有更小的误报率。

[0010] 相对于基于黑名单的检测，基于启发式检测可以检测到还未被发现的网络钓鱼攻

击。如由斯坦福大学设计的作为浏览器工具条的SpoofGuard通过加权某些在HTML内容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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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异常，然后与一个已经定义好的阈值进行比较来检测基于HTTP(S)的网络钓鱼攻击。而

Phishguard这个浏览器插件的开发者则采用另一种思想，即钓鱼网站不会对用户提交的用

户密码进行认证，而仅仅是存储它们，但是无法判断钓鱼网站是否在后台进行数据验证。

CANTINA是一个IE工具条，它通过分析网页的内容来判断一个正在访问的网站是否是一个

钓鱼网站。CANTINA借助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TF-IDF)，搜索引

擎以及一些启发式规则来减少误报率。还有的工具则提出一个通过搜索引擎动态建立黑名

单的机制，然后检测钓鱼网站，并将它们存入到数据库。

[0011] 与基于源代码或网络层信息的检测方法不同，基于视觉相似度的检测方法则是通

过比较可疑网站与数据库中的存储的钓鱼目标网站的视觉相似度来判断可疑网页是否是

钓鱼网站。K.-T.Chen提出的方法就是基于内容显示而不是基于内容代码，这个方法需要浏

览器对每一个可疑网站提供一个快照，然后通过计算该快照与目标网站的匹配程度，从而

判断该可疑网站是否是钓鱼网站。这种方法检测静态的可疑网站有很好的检测效果，但是

对于动态生成的网站(如攻击者可能通过事件触发来构建钓鱼网站)效果不明显。Sotirov 

A提出的方案也是采用基于视觉相似度的方法。现有专利文献中，授权号为CN101534306B的

发明专利提出的钓鱼检测方法是对静态页面提取特征，但无法分析javascript动态生成页

面的情况。另一件专利CN103023874B提出的钓鱼检测方法是对CSS文本提取特征，本质上也

属于静态分析，其局限是无法提取javascript动态生成的CSS样式。另外，公开专利

CN103856437A提出的钓鱼检测方法是分析目标URL的标题标签，然后与白名单数据库匹配，

从而判断判断该URL是否是钓鱼网站。也就是说，每次访问一个正常的URL都得匹配白名单，

如果白名单有100亿条记录，则会大大影响实际的可操作性。

[0012] 基于数据挖掘的钓鱼网站检测算法是将钓鱼检测看作一个文档分类或者聚类问

题，然后借助机器学习以及聚类算法来构建模型，常用的算法有k-Nearest  Neighbors(k-

NN) ,C4 .5,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 ,k-means  and  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DBSCAN)。该类检测方法首先要确定

提取可疑网站与目标网站之间的哪些特征属性，然后通过训练样本集训练出分类器，最后

对某个可疑网站提取特征属性，作为分类器的输入，从而分类器判断出该URL是否是钓鱼网

站，但缺点是这些方法无法提取程序的动态行为特征，特征属性的提取也不充分。

[0013] 综上所述，上述方法从本质上讲都是从非程序分析的角度进行分析，对于一些动

态操作非常频繁的网页，如包含javascript动态生成DOM元素的网页，上述这些方法的命中

率会大大降低。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钓鱼网站检测技术中存在的没有考虑网页

内容的动态生成，都是从非程序分析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导致的缺陷而提出的。

[001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启发式和贝叶斯的混合型的钓鱼网站检测

方法，具有精简高效的效果。具体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基于客户端程序行为分析的钓鱼网站

监测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0016] 1)搭建代理服务器，利用jalangi对访问的网页进行实时插桩；

[0017] 2)获取钓鱼网站黑名单和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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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3)获取当前访问的URL，并查询钓鱼网站黑名单中是否包含该URL，如果该URL出现

在钓鱼网站黑名单中，则提醒用户该URL是一个钓鱼网址；

[0019] 4)如果被检测的URL不在钓鱼网站黑名单中，那么再判断该URL是否在白名单中，

即判断该URL是否是已知的正常网站，如果在，则退出检测；

[0020] 5)如果该URL不在白名单中，用jalangi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检测该URL是否存在

form登录表单(网页上的登录入口，通常包括用户名和密码的输入框，还有登录按钮)，如果

存在登录表单，则利用jalangi发送随机生成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登录成功，则提醒用户

该URL是一个钓鱼网址；如果未检测到登录表单，则利用jalangi检测其是否存在进行第三

方授权登录操作，如果检测到，则用jalangi动态判断该表单的action指向的域名是否与想

要请求授权的网站域名一致，如果一致，那么认为该URL是钓鱼网址；

[0021] 6)如果提醒用户登录失败，则用jalangi发送同样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登录成

功，提醒用户该URL是一个钓鱼网址；

[0022] 7)如果提醒用户登录失败，再利用jalangi结合动静态方法检测“忘记密码”，判断

该URL连接是否指向第三方域名，如果是，则提醒用户该URL是一个钓鱼网址；

[0023] 8)如果该URL不是指向第三方域名，则获取训练样本集，提取动态静态属性行为特

征，然后借助朴素贝叶斯方法，获得贝叶斯分类器；

[0024] 9)通过jalangi提取该网站的动态静态行为特征，然后作为上步骤获得的贝叶斯

分类器的输入，再判断该URL是否是钓鱼网址。

[0025] 进一步，步骤1)中所述搭建代理服务器是利用mitmproxy完成的。

[0026] 进一步，步骤2)获取钓鱼网站的黑名单和白名单是通过phishtank提供的API取

得。

[0027] 作为优选，上述白名单是通过获取一定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网站URL生成的。

[0028] 进一步，步骤5)中检测是否存在进行第三方授权登录操作是通过静态动态的方

法。

[0029] 本发明相比较现有技术具有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0] 1)可以利用jalangi获取网页程序的动态行为特征。

[0031] 2)借助jalangi检测动态生成的授权登录表单，并动态分析form表单的action属

性的最终值，从而判断该授权登录是否是钓鱼网站。

[0032] 3)实现了启发式和数据挖掘等方法的结合，有效提高了检测效果。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的检测流程图。

[0034] 图2为检测登陆表单的流程图。

[0035] 图3为检测授权登陆的流程图。

[0036] 图4为朴素贝叶斯分类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现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做进一步详细详细的说明。基于客户端程序行为

分析的钓鱼网站检测方法，包括的详细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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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1)利用mitmproxy搭建代理服务器，编写jalangi分析脚本，然后用代理服务器借

助jalangi对web服务器返回的请求响应进行实时插桩，最后代理服务器将插装之后的网页

内容返回给浏览器解析、执行。

[0039] 2)通过phishtank提供的API，获取钓鱼网站黑名单和白名单。

[0040] 3)获取当前访问的URL，并查询钓鱼网站黑名单中是否包含该URL。如果该URL出现

在钓鱼网站黑名单中，那么提醒用户这个URL是一个钓鱼网址。

[0041] 4)通过alexa网站获取世界排名前500的网站URL。如果该URL不在钓鱼网站黑名单

中，那么再判断该URL是否在白名单中(即判断该URL是否是已知的正常网址)，如果在，则退

出检测。

[0042] 5)如果该URL不在白名单中，那么接着用jalangi，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检测该URL

是否存在form登录表单(网页上的登录入口，通常包括用户名和密码的输入框，还有登录按

钮)，如果存在登录表单，那么借助jalangi，发送随机生成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登录成功，

那么提醒用户该URL是一个钓鱼网址，如图3所示。

[0043] 6)如果未检测到登陆表单，那么接着利用jalangi进行检测是否存在进行第三方

授权登录操作(通过静态动态的方法)，如果检测到，那么用jalangi动态判断该表单的

action指向的域名是否与想要请求授权的网站域名一致，如果一致，那么认为该URL是钓鱼

网址。如图2所示。

[0044] 7)如果提醒用户登录失败，那么在用jalangi发送同样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登录

成功，那么提醒用户该URL是一个钓鱼网址。

[0045] 8)如果提醒用户登录失败，那么再利用jalangi，结合动静态方法，检测“忘记密

码”这个功能链接的链接地址，判断该url连接是否是指向第三方域名，如果是，则提醒用户

该URL是一个钓鱼网址。

[0046] 9)如果该URL不是指向第三方域名，那么根据之前写好的jalangi分析脚本，获取

训练样本集，提取动态静态属性行为特征，然后借助朴素贝叶斯方法，获得贝叶斯分类器，

有了这个分类器，就可以用来判断某个URL是否是非法的URL。

[0047] 10)通过jalangi提取该网站的动态静态行为特征，然后作为之前已经训练好的贝

叶斯分类器的输入，再判断该URL是否是钓鱼网址。如图4所示。

[0048]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所提供的实施例仅具有示意性，实施例中所阐述的方法也

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实现，在符合本发明的基本构思的前提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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