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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Android应用程序溢权漏洞检测和恶意

行为识别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Android应用程序溢权漏

洞检测和恶意行为识别方法。采用静态分析方法

以及字符串分析方法，并全面考虑APP中使用权

限的程序点，准确、有效提取出了Android  APP的

实际使用权限集合的上界，减少了溢权漏洞的误

报率；以实际使用权限为特征，更准确的描述了

APP的行为特征，在此基础上构造了准确率高、误

报率低的APP恶意行为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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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Android应用程序溢权漏洞检测和恶意行为识别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

骤：

第一步：使用反编译工具链对Android  APP安装包进行处理，得到反编译的Java字节码

程序，对程序进行扫描，提取与权限有关的API调用，即敏感API；

第二步：扫描有关Java反射的系统调用，采用字符串分析方法得到通过反射接口调用

的敏感API；

第三步：扫描Intent对象的所有发送点，采用字符串常量传播分析方法得到发送点上

Intent对象的action属性值；扫描Intent对象的所有接收点上Intent  Filter，得到接收点

上IntentFilter对象的action属性值；

第四步：扫描所有URI数据源的构造点，以及对URI数据的操作点，得到数据源的URI和

对URI的读写操作；URI数据源的构造点是指程序中构造URI的代码片段；URI数据的操作点

是指对URI进行读、写的代码片段；采用字符串常量传播分析工具得到URI对象的属性值；

第五步：根据第二步、第三步和第四步得到的敏感API、Intent和IntentFilter对象的

action属性值、以及URI对象的属性值以及读写操作，将其映射为相应的权限集合，该集合

就是APP在程序中实际使用的权限集合，记为PermUsed；

第六步：从AndroidManifest.xml文件中提取出APP申请的权限集合，记为PermReq；将

PermUsed和PermReq进行比对，判断APP中是否存在溢权漏洞和权限申请不足的漏洞；

第七步：从VirusShare下载1000个恶意样本，再从Google  Play上下载780个良性样本，

对其中一部分样本，采用第一步～第五步的方法，提取出它的实际使用权限集合，然后统计

在恶意应用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前20个权限作为判断应用恶意性的特征权限，并统计这20个

权限在正常应用中的出现频率，根据特征权限在恶意应用和正常应用中出现频率的差异

性，为每个特征权限计算一个权限恶意程度值，由权限恶意程度值构成一个权限恶意度列

向量；

第八步：将每个APP的实际使用权限映射成一个权限特征向量，将权限特征向量与权限

恶意度列向量相乘便得到一个应用的恶意程度值；

第九步：计算大量恶意和良性样本恶意程度值平均值，确定合适的权重阈值，形成一个

线性分类器用于判断一个未知APP的恶意性；如果应用的恶意程度值大于阈值，则为恶意应

用，否则，为良性应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Android应用程序溢权漏洞检测和恶意行为识别方法，其特征

是，第六步判断方法是：如果 说明有溢权漏洞，差集PermReq-

PermUsed是申请了但是没有用到的权限集；如果 那么说明存在权

限申请不足的设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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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Android应用程序溢权漏洞检测和恶意行为识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软件安全领域，主要涉及一种通过静态分析方法来检测Android移动

应用程序的溢权漏洞，并通过应用程序的权限特征来识别其恶意行为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Android自身安全机制存在缺陷，使得具有安全漏洞甚至恶意行为的Android

应用程序被大量制作，并通过国内大量参差不齐的第三方应用市场得到广泛传播，个人和

公众隐私数据频繁遭到窃取和滥用，严重威胁个人隐私，甚至国家经济政治安全。因此研究

Android应用程序(以下简称APP)恶意行为检测方法，开发检测系统，对于保护个人隐私信

息、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0003] 常用的恶意程序检测技术大多采用基于特征(signature-based)的方法，把APP的

Hash值、代码片段或出现的字符串等与恶意软件库进行比对。该方法依赖历史恶意程序的

分析和提取，对新型未知恶意软件几乎没有查杀能力。另外，很多恶意程序为了逃避检测，

采用了代码混淆和加密，使得这类方法难以有效抽取出典型特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Android  APP溢权漏洞检测和恶意行为识别方法，能够

有效提取出APP的实际使用权限，构造准确率高、误报率低的APP恶意行为分类器。

[0005] 本发明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0006] 1、Android  APP实际使用权限集合的提取以及溢权漏洞的检测方法；

[0007] 2、基于权限特征的APP恶意行为识别方法。

[0008]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关键是，有效提取出APP的实际使用权限。通常，APP所申请的权

限并不等于实际使用的权限，当申请的权限多于实际使用的权限时，就会出现溢权漏洞。恶

意APP经常使用溢权漏洞，获取敏感资源的操作权限，实施恶意攻击。

[0009] 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关键是构造准确率高、误报率低的APP恶意行为分类器，这依赖

于样本数量、样本的选择以及分类算法的设计。

[0010] 本发明提出一种对APP的实际使用权限进行提取和分析，并通过这些权限特征对

APP的恶意行为进行识别的方法。

[0011] 该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0012] 第一，由于APP的权限集合反映了该APP能够访问的敏感资源(如网络接口、位置信

息、联系人信息等)的集合，因此以权限作为APP的特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描述APP使用敏感

资源的行为，进而为判断和识别APP的恶意性提供依据。

[0013] 第二，APP请求的权限通常在应用程序的说明文件中以明文形式给予了明确说明，

因此便于提取和分析；

[0014] 第三，权限特征的分析依赖于大量恶性和良性样本，但是从样本中构造出分类模

型之后，可以用于识别其它未知或新出现的恶意APP，因此克服了基于特征的识别方法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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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001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Android应用程序溢权漏洞检测和恶意行为识别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6] 第一步：使用反编译工具链对Android  APP安装包进行处理，得到反编译的Java字

节码程序(以下简称“程序”)，对程序进行扫描提取与权限有关的API调用，即敏感API；

[0017] 第二步：扫描有关Java反射的系统调用，采用字符串分析方法得到通过反射接口

调用的敏感API；

[0018] 第三步：扫描Intent对象的所有发送点，采用字符串常量传播分析方法得到

Intent对象发送时的action属性值；扫描Intent对象的所有接收点(即Intent  Filter)，得

到IntentFilter对象的action属性值；

[0019] 第四步：扫描所有URI数据源的构造点，以及对URI数据的操作点，得到数据源的

URI和对URI的读写操作；

[0020] 第五步：根据第二步、第三步和第四步得到的敏感API、Intent和IntentFilter对

象的action属性值、以及URI对象值以及读写操作，将其映射为相应的权限集合，该集合就

是APP在程序中实际使用的权限集合，记为PermUsed；

[0021] 第六步：从AndroidManifest .xml文件中提取出应用申请的权限集合，记为

PermReq；将PermUsed和PermReq进行比对，检测APP中是否存在溢权漏洞和权限申请不足的

漏洞。

[0022] 下面的第七步～第九步，是根据大量恶意和良性APP样本的实际使用权限集合，得

到一个识别APP恶意性的分类器。

[0023] 第七步：根据提取出的PermUsed权限集，从中选择一定数目的典型权限作为描述

APP恶意行为的特征，并为每个权限确定恶意程度值；

[0024] 第八步：将每个APP的实际使用权限映射成一个权限特征向量，将权限特征向量与

权限恶意度列向量相乘便得到一个应用的恶意程度值；

[0025] 第九步：在大量恶意和良性样本恶意程度值平均值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权重阈

值，形成一个线性分类器用于判断一个未知APP的恶意性。

[0026]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7] 1、现有方法大多仅考虑了AndroidManifest.xml中声明的权限和API调用的权限，

得到的实际使用权限集较小，导致误报率较高；而本发明由于采用了静态分析方法以及字

符串分析方法，并全面考虑了APP中使用权限的程序点，因此能够准确的提取出实际使用权

限集合的上界，减少了溢权漏洞的误报率(false  positive)。

[0028] 2、现有方法大多以申请的权限作为特征，而本发明以实际使用权限作为权限特

征，更准确的描述了APP的权限特征。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Android  APP溢权漏洞检测流程图。

[0030] 图2是分类器流程图。

[0031] 图3特征权限在恶意应用中的分布图。

[0032] 图4特征权限在正常应用中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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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34] 在一个特定实施例中，检测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5] 第一步：使用APKTool和Dare对待测APK文件进行反编译得到Java字节码程序，该

程序是后面所有分析的基础。其中，APKTool把Android  dex文件翻译为smali文件，Dare把

smali文件格式转换为Java字节码格式，便于后续分析。

[0036] 第二步：采用字符串搜索，在程序中找到所有敏感API调用。“敏感API”是指

Android框架中，对权限有要求的类方法。敏感API的例子如表1所示。

[0037] 表1敏感API以及依赖的权限

[0038]

[0039] 第三步：Intent对象的发送点是指程序中发送Intent对象的代码片段。Intent对

象的接收点是指程序中注册IntentFilter对象的代码片段，如表2所示。采用字符串常量传

播分析工具(如IC3)，得到发送点上Intent对象的action属性值，以及接收点上

IntentFilter对象的action属性值。

[0040] 第四步：URI数据源的构造点是指程序中构造Uri的代码片段；URI数据的操作点是

指对URI进行读、写的代码片段，如表2所示。同样采用字符串常量传播分析工具得到URI对

象的属性值。

[0041] 表2程序点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108073813 B

5



[0042]

[0043] 第五步：把第二步、第三步和第四步提取出的所有值，通过PScout权限库，映射到

Android权限集合，从而得到APP实际使用的权限集PermUsed。Pscout是由加拿大多伦多大

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开发的一个开源的Android权限映射库，是目前为止最全的一个权

限映射库，而且PScout遵守国际开源代码协定，因此在本发明中使用该库不违反版权。具体

映射过程就是根据敏感API、Intent和IntentFilter对象的action属性值、URI的值以及读

写操作等，找到Pscout库中的对应条目，然后得到对应权限。为了加快映射过程，用MySQL数

据库实现了PScout中的数据组织。下面以API权限映射为例例示实现，表结构如表3、表4和

表5所示。

[0044] 表3Name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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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0046] 表4Permission表

[0047] PID Permission

1 android.permission.SEND_SMS

2 android.permission.READ_CONTACTS

3 android.permission.WRITE_CONTACTS

4 android.permission.CALL_PRIVILEGED

5 android.permission.BROADCAST_SMS

6 android.permission.RECEIVE_SMS

7 android.permission.READ_SMS

8 android.permission.WRITE_SMS

[0048] 表5Name-Permission映射表

[0049] Type NID PID

null 1 1

null 2 1

null 2 2

null 2 3

send 3 4

send 4 5

receive 4 6

com.android.providers.telephony.SmsProvider 5 1

com.android.providers.telephony.SmsProvider 5 8

com.android.mms.data.RecipientIdCache 6 7

[0050] 第六步：从AndroidManifest.xml文件中提取出APP申请的权限集合，即扫描文件

中<uses-permission>标签，从中提取出申请的权限集PermReq。然后把PermReq与PermUsed

进行比对，判断是否存在溢权漏洞。

[0051] 判断方法是：如果 说明有溢权漏洞，差集PermReq-

PermUsed是申请了但是没有用到的权限集；如果 那么说明存在权

限申请不足的设计漏洞。

[0052] 第七步：从VirusShare下载1000个恶意样本，再从Google  Play上下载780个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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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对其中一部分样本，采用第一步～第五步的方法，提取出它的实际使用权限集合，然

后统计在恶意应用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前20个权限作为判断应用恶意性的特征权限，并统计

这20个权限在正常应用中的出现频率，如图3和图4所示。根据特征权限在恶意应用和正常

应用中出现频率的差异性，为每个特征权限计算一个权限恶意程度值，由权限恶意程度值

构成一个权限恶意度列向量；

[0053] 第八步：将每个APP的实际使用权限映射成一个权限特征向量，将权限特征向量与

权限恶意度列向量相乘便得到一个应用的恶意程度值。比如，应用A的权限特征向量为：

[0054] QA＝(0,1,0,0,0,1,1,0,0,0,1,0,0,0,1,0,0,0,1,0)

[0055] 权限恶意度列向量F为：

[0056] F＝(0.8080,2.1316,0.5487,0.3253,7.3633,0.5568,

[0057] 1.96，0.1352,0.9113,0.1477,0.23,2.645,5.29,0.2017,

[0058] 1.2033,0.32,0.0804,0.0623,0.0613,0.0377)T

[0059] 则应用A的恶意程度值为：

[0060] VA＝QAF＝6.143

[0061] 第九步：分别对500个典型恶意应用和500个正常应用计算其恶意程度值，进而计

算恶意应用的平均恶意程度值和正常应用的平均恶意程度值，然后通过对这两个平均值加

不同的权重作为候选阈值，观察其判断结果的准确性，最终选择判断结果最佳的候选阈值

为最终的阈值；在判断应用恶意性的过程中，如果应用的恶意程度值大于阈值，则为恶意应

用，否则，为良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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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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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10

CN 108073813 B

10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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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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