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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基于混合方法的三层钓鱼网

站检测系统，此检测系统由三层组成：第一层黑

白名单、表单过滤层、第二层favicon检测层和第

三层机器学习检测层；第一层黑白名单、表单过

滤层可以及时发现已知钓鱼网站，降低检测的成

本。第二层favicon检测层能够通过faviocn识别

网站的真实身份从而检测钓鱼网站，速度较快且

不需消耗太多资源。第三层机器学习检测层可以

准确的地对第二层判定为可疑的网站进行识别，

得到更精确的判定结果。三个级别的检测既保证

识别结果的准确性，又能尽可能的降低检测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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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混合方法的三层钓鱼网站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此检测系统由三层组成：第一

层黑白名单、表单过滤层、第二层favicon检测层和第三层机器学习检测层；

(1)、第一层黑白名单过滤层：直接通过现有的Google  API钓鱼网站黑名单和Alexa网

站TOP250构建黑白名单；

登录表单过滤器，它将没有提交表单登录的网站分类为普通网站，因为目的是检测钓

鱼网站，所以没有表单提交的页面显然不具有钓鱼属性；

经过两个过滤器，如果未被过滤的网站，则会进入下面的流程，被过滤的网站会直接返

回结果，这样能提升大部分常见网站的响应；

当待测网站在黑名单或白名单中被匹配到，则返回检测结果，当待检测网站未在黑白

名单匹配到时，若被表单过滤器过滤则输出为合法网站，否则进入下一层检测；

(2)、第二层favicon检测层，第二层使用favicon来获取网页的身份，相比于网页的其

他视觉特征，favicon更能标识一个网页的身份；并且采用Google  Search搜索favicon，避

免了自己维护数据库而消耗大量的计算与存储资源，其流程如下：

(2-1)、favicon提取过程：通过对应网址，即可取得网页对应的favicon；

(2-2)、身份验证过程：此过程利用Google图像搜索和Google图片库完成，将过滤出的

favicon进行Google搜索，然后在返回的匹配内容中解析出涉及的URL，这部分会返回两个

网页匹配结果和一个图片匹配结果，这里只需要检索网页匹配结果即可；

然后是检测阶段，在返回结果中，提取四个特征的数据，统计被检测网站二级域名在上

述四个特征中出现的次数，使用训练好的GMM(高斯混合模型)对其进行线性加权归一化，得

到归一化匹配得分S，根据双阈值策略将[0,S1)划定为钓鱼类别，将(S2,1]划定为合法网页

类别，同时，对于[S1,S2]区间内的网页将判定为可疑类别；

第二层的返回结果，对于被判定为合法或钓鱼的网站直接返回检测结果，对于被划分

为可疑类别的网站放入下一层进行检测；

(3)、第三层机器学习检测层，第三层将对在二层中还未得出结果的网站使用机器学习

方法进行分类，首先提取待检测网页的特征，然后放入已训练好的Self-Structuring  NN中

进行分类；

(3-1)、第三层的特征选取；

选择UCI数据集的特征，此特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基本包含了现有研究中的大部分特

征考虑维度；

第三层的返回结果，返回Self-Structuring  NN的分类结果，即钓鱼或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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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合方法的三层钓鱼网站检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网站检测系统，具体为基于混合方法的三层钓鱼网站检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网络钓鱼是一种欺诈行为，用于通过互联网欺骗用户，发起网络钓鱼攻击的攻击

者通常被称为网络钓鱼者(phishers)。国际反网络钓鱼工作组(APWG ,Anti-Phishing 

Working  Group)给网络钓鱼的定义是:网络钓鱼是一种网络攻击方式，它利用社会工程学

和技术手段，来窃取消费者的个人身份数据和财务账户凭证。采用社会工程手段的网络钓

鱼攻击通常向用户发送欺骗性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引诱用户泄露凭证信息(如用户名、

密码)或下载恶意软件。而技术手段的攻击则是直接在PC上移植恶意软件(如浏览器中间者

MitB,man-in-the-browser攻击)，采用某些技术手段直接窃取凭证信息，如使用系统拦截

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误导用户访问伪造的网站等。

[0003] 网络钓鱼由于严重影响了网民利益和互联网的信誉，国际反网络钓鱼工作组

(APWG,Anti-Phishing  Working  Group)于2003年应许各个非盈利机构和行业的要求，建立

了基于钓鱼网站URL的数据库并将其数据定时分发从而让各行业得以参考。而根据APWG趋

势报告；近些年网络钓鱼攻击发展迅速。在2018Q1季度的网络钓鱼活动趋势报告中，2018年

第一季度检测到的网络钓鱼总数为263,538。这比2017Q4观察到的180,577增加了46％，这

也远远超过2017年第三季度的190,942。

[0004] 日益猖獗的网络钓鱼导致互联网用户遭受经济损失、身份欺诈等威胁。因此，有效

地检测网络钓鱼并作出处理对网络安全有着重大意义。

[0005] 钓鱼检测技术通过利用钓鱼攻击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对其进行识别，从而实现对网

络钓鱼攻击的打击和防范。随着网络钓鱼的不断扩展，相关的钓鱼检测技术的研究也不断

深入，从早期的黑名单技术到利用启发式规则和机器学习实现预测，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

理论的发展，基于图像识别与基于规则的神经网络检测技术也不断被应用到网络钓鱼的检

测中来。

[0006] 现有专利CN106357682A“一种钓鱼网站检测方法”提出了一种从网页favicon中提

取文字来与黑白名单对比的方法。方法流程如图1所示，本专利的缺点：本方法需要维护数

据库、频繁更新来保证时效。logo中没有文字时会检测失败。

[0007] 现有专利CN104166725A“一种钓鱼网站检测方法”提出了一种钓鱼网站的检测方

案。在该方案中，建立待测网页对应的基于视觉内容的特征向量；将特征向量与预设的特征

向量集合里的特征向量进行比对；根据比对结果判断待检测网页是否是钓鱼网站。检测流

程如图2所示：本专利的缺点：1、将待检网页分块，选取分块位置等特征，这些特征在钓鱼者

对网页结构微调后将会失效。2、选取DOM树等特征，在钓鱼者使用图片代替文本时将会失

效。

[0008] 本发明的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就是如何在数量庞大的网页中检测出钓鱼网站，以此

来保证网站信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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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基于混合方法的三层钓鱼网站检测系统，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10]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基于混合方法的三层钓鱼网站检测

系统由三层组成：第一层黑白名单、表单过滤层、第二层favicon检测层和第三层机器学习

检测层；

[0011] 1、第一层黑白名单过滤层：直接通过现有的Google  API钓鱼网站黑名单和Alexa

网站TOP250构建黑白名单；

[0012] 登录表单过滤器，它将没有提交表单登录的网站分类为普通网站，因为目的是检

测钓鱼网站，所以没有表单提交的页面显然不具有钓鱼属性；

[0013] 经过两个过滤器，如果未被过滤的网站，则会进入下面的流程，被过滤的网站会直

接返回结果，这样能提升大部分常见网站的响应；

[0014] 当待测网站在黑名单或白名单中被匹配到，则返回检测结果，当待检测网站未在

黑白名单匹配到时，若被表单过滤器过滤则输出为合法网站，否则进入下一层检测；

[0015] 2、第二层favicon检测层，第二层使用favicon来获取网页的身份，相比于网页的

其他视觉特征，favicon更能标识一个网页的身份；并且采用Google  Search搜索favicon，

避免了自己维护数据库而消耗大量的计算与存储资源，其流程如下：

[0016] 2-1、favicon提取过程：通过对应网址，即可取得网页对应的favicon；

[0017] 2-2、身份验证过程：此过程利用Google图像搜索和Google图片库完成，将过滤出

的favicon进行Google搜索，然后在返回的匹配内容中解析出涉及的URL，这部分会返回两

个网页匹配结果和一个图片匹配结果，这里只需要检索网页匹配结果即可；

[0018] 然后是检测阶段，在返回结果中，提取四个特征的数据，统计被检测网站二级域名

在上述四个特征中出现的次数，使用训练好的GMM(高斯混合模型)对其进行线性加权归一

化，得到归一化匹配得分S，根据双阈值策略将[0,S1)划定为钓鱼类别，将(S2,1]划定为合

法网页类别，同时，对于[S1,S2]区间内的网页将判定为可疑类别；

[0019] 第二层的返回结果，对于被判定为合法或钓鱼的网站直接返回检测结果，对于被

划分为可疑类别的网站放入下一层进行检测。

[0020] 3、第三层机器学习检测层，第三层将对在二层中还未得出结果的网站使用机器学

习方法进行分类，首先提取待检测网页的特征，然后放入已训练好的Self-Structuring  NN

中进行分类；

[0021] 3-1、第三层的特征选取；

[0022] 选择UCI数据集的特征，此特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基本包含了现有研究中的大部

分特征考虑维度；

[0023] 第三层的返回结果，返回Self-Structuring  NN的分类结果，即钓鱼或合法。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第一层黑白名单、表单过滤层可以及

时发现已知钓鱼网站，降低检测的成本。

[0025] (2)第二层favicon检测层能够通过faviocn识别网站的真实身份从而检测钓鱼网

站，速度较快且不需消耗太多资源。

[0026] (3)第三层机器学习检测层可以准确的地对第二层判定为可疑的网站进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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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精确的判定结果。

[0027] (4)三个级别的检测既保证识别结果的准确性，又能尽可能的降低检测的时间。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背景技术中现有技术一的工作流程图；

[0029] 图2为背景技术中现有技术二的工作流程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的系统工作流程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2] 参照图3所示，本基于混合方法的三层钓鱼网站检测系统由三层组成：第一层黑白

名单、表单过滤层、第二层favicon检测层和第三层机器学习检测层；

[0033] 1、第一层黑白名单过滤层：直接通过现有的Google  API钓鱼网站黑名单和Alexa

网站TOP250构建黑白名单；

[0034] 登录表单过滤器，它将没有提交表单登录的网站分类为普通网站，因为目的是检

测钓鱼网站，所以没有表单提交的页面显然不具有钓鱼属性；

[0035] 经过两个过滤器，如果未被过滤的网站，则会进入下面的流程，被过滤的网站会直

接返回结果，这样能提升大部分常见网站的响应；

[0036] 当待测网站在黑名单或白名单中被匹配到，则返回检测结果，当待检测网站未在

黑白名单匹配到时，若被表单过滤器过滤则输出为合法网站，否则进入下一层检测。

[0037] 2、第二层favicon检测层，第二层使用favicon来获取网页的身份，相比于网页的

其他视觉特征，favicon更能标识一个网页的身份；并且采用Google  Search搜索favicon，

避免了自己维护数据库而消耗大量的计算与存储资源，其流程如下：

[0038] 2-1、favicon提取过程：

[0039] 这里采用的是简化处理的过程，通过下面的地址，即可取得网页对应的favicon：

[0040] 表1  favicon获取方式

[0041] Method HTML  Codes

A www.domain.com/favicon.ico

B <link  rel＝“shortcut  icon”href＝“/favicon.ico”/>

C <link  rel＝“icon”href＝“/favicon.ico”/>

D <link  rel＝“apple-touch-icon”href＝“images/favicon.ico”/>

[0042] 2-2、身份验证过程：

[0043] 此过程利用Google图像搜索和Google图片库完成，将过滤出的favicon进行

Google搜索，然后在返回的匹配内容中解析出涉及的URL，这部分会返回两个网页匹配结果

和一个图片匹配结果，这里只需要检索网页匹配结果即可；

[0044] 然后是检测阶段，在返回结果中，提取四个特征的数据，统计被检测网站二级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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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四个特征中出现的次数，使用训练好的GMM(高斯混合模型)对其进行线性加权归一

化，得到归一化匹配得分S，根据双阈值策略将[0,S1)划定为钓鱼类别，将(S2,1]划定为合

法网页类别，同时，对于[S1,S2]区间内的网页将判定为可疑类别；

[0045] 第二层的返回结果，对于被判定为合法或钓鱼的网站直接返回检测结果，对于被

划分为可疑类别的网站放入下一层进行检测。

[0046] 3、第三层机器学习检测层，第三层将对在二层中还未得出结果的网站使用机器学

习方法进行分类，首先提取待检测网页的22个特征，然后放入已训练好的Self -

Structuring  NN中进行分类；

[0047] 3-1、第三层的特征选取；

[0048] 选择UCI数据集的22个特征，此22个特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基本包含了现有研究

中的大部分特征考虑维度。

[0049] 表2特征选取

[0050]

[0051]

[0052] 第三层的返回结果，返回Self-Structuring  NN的分类结果，即钓鱼或合法。

[0053] 4、实验结果

[0054] 4.1、耗时测试，在训练阶段，第二层favicon检测层使用132个Alexa合法网站和91

个phishtank钓鱼网站的统计数据，放入GMM进行训练；第三层机器学习检测层使用30个金

融钓鱼网站、7044个phishtank钓鱼网站、4442个Alexa合法网站，放入Self-Structuring 

NN进行训练。

[0055] 在测试阶段，使用500个Alexa合法网站呢和500个phishtank钓鱼网站的URL，上层

不能确定的网站才会进入下层检测。根据实验，第一层检测了1000个网站，第二层检测了

796个网站，第三层检测了239个网站。

[0056] 三层的耗时都主要受网络速率的影响，第一层在检测页面是否包含表单时需要请

求页面的HTML，第二层需要获取网页favicon，并且使用Google的搜索API，第三层需要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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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HTML，在检查是否使用非合法端口时要测试每个端口的状态，还需要访问whois  API获

取网页注册信息等。本地处理耗时并不大。

[0057] 表3各层耗时统计

[0058]

[0059]

[0060] 4.2、性能测试

[0061] 使用以下指标评价模型性能:False  negative  rate(FNR)：被错误预测的正样本

占总体正样本的比例，即误报率。

[0062] False  positive  rate(FPR)：被错误预测的负样本占总体负样本的比例，即漏报

率。

[0063] Recall(R)：被正确预测的正样本占总体正样本的比例，即召回率。

[0064] Accuracy(ACC)：被预测正确的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即精确率。

[0065] 各指标计算公式为：

[0066]

[0067]

[0068]

[0069]

[0070] 采用500个Alexa合法网站和500个Phishtank钓鱼网站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0071] 表4实验结果

[0072] FNR FPR R ACC

1.60％ 3.40％ 98.40％ 97.50％

[0073] 采用三个级别的检测既保证识别结果的准确性，又能尽可能的降低检测的时间。

[0074]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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