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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安卓恶

意程序检测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对黑白样本进

行特征提取；使用样本集进行模型训练；待检测

样本通过训练好的模型识别；如识别为恶意样

本，则对该样本进行家族分类，如识别为白样本，

则进行异常检测，判别是否是新的恶意样本；将

识别结果反馈至样本库保存；对识别错误的样本

加入训练集，重新训练模型。本发明使用机器学

习算法和在线学习方法解决了现有的检测方法

漏检率高、恶意程序的识别准确率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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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安卓恶意程序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从样本库中对黑白样本进行特征提取；

使用样本集训练模型，样本包括黑样本和白样本；

待检测程序提取特征后通过训练的好的模型进行识别，若识别为黑样本，则对该样本

进行家族分类，如识别为白样本，则进行异常检测，判别是否是新的恶意样本；

将识别结果反馈至样本库保存；

对黑白样本进行特征提取的方法包括：

静态特征向量提取和动态特征向量提取；其中，

所述静态特征向量提取包括：

行为特征提取和权限特征提取；

将提取到的静态的行为特征、静态的权限特征和动态特征构成一条特征向量；其中，提

取有183个静态特征，包括54个行为特征和129个权限特征，以及提取有77个动态特征，构建

一个包含260个特征的特征向量；所述动态特征向量的提取通过基于定制ROM的动态沙箱来

检测获取，所述动态沙箱分别在应用层、框架层、运行环境层及内核层加入检测代码，并编

译生成系统镜像，然后和载入的样本共同写入虚拟机或真机，并输出结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机器学习的安卓恶意程序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行为

特征提取的方法包括：使用API引擎，采用静态分析方法获取函数调用和命令，获取静态的

行为特征；所述权限特征提取的方法包括：对AndriodManifest.xml配置文件进行分析，获

取静态的APP权限特征。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机器学习的安卓恶意程序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提取的所

述动态特征包括：使用模拟器获取宏观行为特征、API调用特征、Dalvik指令特征、系统调用

特征、ARM指令特征，其中，宏观行为特征模拟基于应用程序的攻击、API调用特征和Dalvik

指令特征模拟基于系统核心程序的攻击、系统调用特征模拟基于linux内核的攻击、ARM指

令特征模拟基于硬件的特征。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恶意程序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在线更新模型的过程，

使用引擎中识别错误的样本，添加到原来的样本重新训练新的模型，在新的模型召回率和

准确率都满足条件的时候替换掉原来的模型。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恶意程序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型训练采用xgboost算

法。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恶意程序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异常检测采用Isolation 

Forest算法。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恶意程序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对黑样本进行家族的分类采用

卷积神经网络和K-means算法综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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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安卓恶意程序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移动安卓程序网络安全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安卓

恶意程序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已经有基于签名、启发式、行为式等几种检测恶意代码的方法，应用最广泛也

是最成熟的当属基于签名的检测技术，当前研究的热点是能够检测未知恶意代码的基于数

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检测技术。

[0003] 但是，现有技术方案通常存在如下缺点：1.漏检率较高2.新的恶意样本很难识别

出来3.识别效率较低4.使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会出现当前训练集上有效，对于出现

新的恶意程序不能及时发现。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安卓恶意程序检测方法，以解决现有

的检测方法漏检率高、恶意程序的识别准确低的和新的恶意程序不能及时发现的问题。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安卓恶意程序检测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07] 对黑白样本进行特征提取；

[0008] 使用样本集训练模型，样本包括黑样本和白样本；

[0009] 待检测程序提取特征后通过训练的模型识别；

[0010] 待检测程序若被识别为黑样本，则该样本进行家族分类，如识别为白样本，则进行

异常检测，判别是否是新的恶意样本；

[0011] 将识别结果反馈至样本库保存。

[0012] 进一步地，对样本特征提取的方法包括：

[0013] 静态特征提取和动态特征提取；其中，

[0014] 所述静态特征提取包括：

[0015] 行为特征提取和权限特征提取；

[0016] 将提取到的静态的行为特征、静态的权限特征和动态特征构成一条特征向量。

[0017] 进一步地，所述行为特征提取的方法包括：使用API引擎，采用静态分析方法获取

函数调用和命令 ，获取静态的行为特征 ；所述权限 特征提取的方法包括 ：对

AndriodManifest.xml配置文件进行分析，获取静态的APP权限特征。

[0018] 进一步地，提取的所述动态特征向量包括：使用模拟器获取宏观行为特征、API调

用特征、Dalvik指令特征、系统调用特征、ARM指令特征，其中，宏观行为特征模拟基于应用

程序的攻击、API调用特征和Dalvik指令特征模拟基于系统核心程序的攻击、系统调用特征

模拟基于linux内核的攻击、ARM指令特征模拟基于硬件的特征。

[0019] 进一步地，还包括在线更新模型的过程，使用黑白分类模型引识别错误的样本，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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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原来的训练样本重新训练新的模型，在新的模型召回率和准确率都满足条件的时候替

换掉原来的模型。

[0020] 进一步地，所述动态特征向量的提取通过基于定制ROM的动态沙箱来检测获取，所

述动态沙箱分别在应用层、框架层、运行环境层及内核层加入检测代码，并编译生成系统镜

像，然后和载入的样本共同写入虚拟机或真机，并输出结果。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模型训练采用xgboost算法。

[0022] 进一步地，所述异常检测采用Isolation  Forest算法。

[0023] 进一步地，对黑样本进行家族的分类采用卷积神经网络算法和K-means算法综合

实现。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安卓恶意程序检测方法，首

先是对恶意程序分析，黑白样本特征提取，然后使用xgboost算法进行模型训练，对恶意样

本进行家族识别。对识别为白样本再进行异常检测，目的是检测出新的恶意样本。最后根据

识别结果，对识别错误的样本加入训练集重新训练，本方法明显提高了检测的准确率。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基于机器学习的恶意程序检测方法的流程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恶意样本检测流程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动态沙箱提取动态特征向量的架构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特征向量的构建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xgboost的原理示意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在线学习模型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32]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

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3] 参照图1、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基于安卓应用的恶意程序检测方法，

该检测方法的核心思想为：综合APK文件多类特征统一建立特征向量，采用多种方式提取可

以反映Android恶意程序行为的特征，包括敏感权限、敏感API函数调用序列、文件名字符

串、So文件名称、文件大小以及文件权限特征。通过随机森林或XGBOOST进行二分类判断黑

白，通过卷积神经网络和K-means聚类进行多分类识别家族，通过异常检测发现未知类型的

黑样本，多种算法的结果互相印证。识别结果经验证后可加入样本集迭代训练，实现模型的

在线更新。

[0034] 下面来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方法作具体详述。

[0035] 步骤S1、从样本库中对黑白样本进行特征提取；

[0036] 具体来说，首先是对恶意程序进行分析，对黑白样本的特征进行提取。特征包括静

态特征和动态特征，静态特征包括行为特征和权限特征，提取方法是使用现有的API引擎，

静态行为特征主要是使用静态分析的方法获取函数调用的特征，提取APP权限特征的提取

主要对AndriodManifest.xml文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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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为获取基于机器学习的检测方法中所使用的特征。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对静态特

征向量的提取，可采用特征选择模块共抽取54个关键的APP调用和命令，另外，还有129个权

限特征是来自“Manafest  file”所描述的APP权限。这些通过API获取函数调用的模块包括

短消息模块、设备管理模块(获取设备ID、订阅号、网络操作、SIM序列号等)、应用管理模块

(列举已安装应用、待安装应用等)，还包括检测到的加密、反射、JNI、动态类加载、创建新进

程和运行时方法。特征抽取模块还会抽取特定的linux命令作为特征，像“chmod"、"

chown"、"mount"以及一些特别的字符串象"/sys/bin/sh"等等。本发明的静态特征提取含

行为特征及权限特征，能够较为全面的反应安卓系统程序的特点。

[0038] 参照图3所示，对于动态特征向量的提取，由于Android的多层次体系架构，程序语

义在执行中也会有多层次的展现。对于恶意程序包含的恶意代码，也会在多个层面上表现

出恶意行为。越处于底层的恶意行为，在系统中隐蔽性越高，反之则越明显。多层次的恶意

代码展现也为恶意行为的监控提供了多个层次选择，部署于不同层次的监控方法，所能够

获取的语义层次也不同。针对上述特点，本发明将动态特征分为五类，即宏观行为特征、API

调用特征、Dalvik指令特征、系统调用特征、ARM指令特征，其中，宏观行为特征针对应用层，

模拟基于应用程序的攻击；API调用特征，针对应用框架层；Dalvik指令特征，针对系统库和

运行环境层；其中，API调用特征和Dalvik指令特征，二者合起来共同模拟基于系统核心程

序的攻击，系统调用特征，针对内合成，模拟基于linux内核的攻击；ARM指令特征，针对硬件

层，模拟基于硬件的特征。本发明的动态特征的获取涵盖多层次，提取较为全面，对后续的

分析提供了极大的参考。

[0039] 作为本发明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本发明设计了基于定制版ROM的动态沙箱来检

测和提取动态特征。现有技术中的主流动态沙箱技术采用动态插桩注入方式，通过插桩

Hook，需要检测的关键点，在关键点调用时，通过钩子进行日志输出后返回系统原代码流

程，此种方式实现相对简单，但在运行稳定性及检测点覆盖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本发明的

动态沙箱通过对Android核心源码的修改，分别在应用层(Libra ries)、框架层

(Framework)、运行环境层(Runtime)及内核层(Linux  kernel)加入检测代码，并编译生成

系统镜像，实现了具有行为检测功能的原生系统，然后和载入的样本共同写入虚拟机或真

机，并输出结果。本发明使用编译后的系统在各个层级关键的检测点运行时，可由系统直接

输出日志，省去了在系统代码和钩子代码的跳转，由于所有功能已编译在系统固件中，不需

要后期注入，所以在沙箱的稳定性和效率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通过对不同层级的代

码修改，实现了更加广泛的检测点覆盖。

[0040] 参照图4所示，在静态特征和动态特征提取完毕之后，将动态特征和静态特征构成

一条特征向量，以供机器学习使用。根据提取的183个静态特征(包括54个行为特征和129个

权限特征)以及77个动态特征，构建一个包含260个特征的特征向量，其中前183个是代表静

态信息的静态特征，后77个是代表动态信息的动态特征，绝大部分特征在向量中的取值只

有0和1，当应用程序中检测到相应特征时，特征值为1，没有检测到时特征值为0；少数特征

是其它数字或字母，用来表示样本大小或安装名称等其它规律。静态特征和动态特征结合

来对Android应用程序的行为进行刻画，覆盖了进程控制、文件操作、文件系统操作、系统控

制、网络管理、socket控制、用户控制和进程间通信8种类别，对安卓应用的描述更加全面，

使得安卓应用的检测更加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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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步骤S2、使用样本集进行训练，样本包括黑样本和白样本；

[0042] 具体来说，对上述黑白样本提取的到的特征，每个样本都是一条向量，针对每类特

征建立N-gram模型，每个模型可以独立评判恶意程序行为，最后将特征向量加入随机森林

算法进行学习，最终输出启发式规则并给予赋值。使用xgboost算法对样本进行二分类模型

训练，xgboost最大的特点能够自动利用CPU的多线程进行并行，同时在算法上加以改进提

高了精度。xgboost的模型和传统的GBDT相比加入了对于模型复杂度的控制以及后期的剪

枝处理，使得学习出来的模型更加不容易过拟合，使用xgboost得到的模型具有很高的准确

率。xgboost主要原理参照图5所示。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的，对样本的模型训练不限于

采用本实施中的xgboost算法，还可以采用随机森林等算法。

[0043] 下表1显示了采用不同算法在检测准确率上的比较，下表2显示了采用xgboost算

法在样本量和比例变化效果。

[0044] 算法 准确率 召回率 F1值

SVM 92.49％ 93.85％ 0.9317

随机森林 99.63％ 96.2％ 0.974

CNN 98.2％ 96.5％ 0.9734

DBN 96.29％ 97.92％ 0.971

Xgboost 99.83％ 99.6％ 0.997

[0045] 表1

[0046] 由表1可以看出，xgboost效果比其他机器学习算法表现的要好。

[0047]

[0048] 表2

[0049] 从表2来看，训练样本数量多，准确率和召回率都会提升，并且具有更好的鲁棒性。

[0050] 步骤S3、待检测程序进行模型识别；

[0051] 具体来说，训练集的样本提取完特征来训练模型，测试集样本提取特征进入训练

好的模型进行判断，然后输出测试结果。

[0052] 步骤S4、如待检测样本被识别为黑样本，则对该样本进行家族分类，如识别出为白

样本，则进行异常检测，判断是否为新的恶意样本；

[0053] 具体来说，在本步骤中，分为两个过程：一、如果待检测样本识别为黑样本，则对该

样本进行家族分类，其中，在本实施例中，对家族的分类采用了有监督的卷积神经网络

(CNN)模型实现，或者也可以通过无监督的k-means进行聚类，更优选地，采用两者结果综合

可获得更优的结果。二、如果检测为白样本，则进行异常检测，判断是否是新的恶意样本，在

本实施例中，使用Isolation  Forest算法，这个算法是一种异常检测算法，算法效果好，时

间效率高，能有效处理高维数据和海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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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Android平台下的恶意样本有一些是家族式的，有一些可能是独特的。以上模型都

是基于已知样本训练出来的，能够识别与已知样本类似的样本。为了识别未知类型的恶意

样本，引入了异常检测算法iForest，比如以3341个白样本训练模型，以黑白混合的数据集

测试，检测到黑样本时视为异常，检测出335个异常样本，正确率为90％。

[0055] 步骤S5、将识别结果反馈至样本库保存。

[0056] 具体来说，就是将识别出的结果保存到原来的样本库中。

[0057] 参照图6所示，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的实施方式，本发明还包括在线更新模型的

步骤。这个主要是解决恶意样本更新周期短，特征变化太快导致模型识别错误的问题，达到

模型随着样本的变化自动更新。模型更新是使用引擎中识别错误的样本，添加到原来的样

本集重新训练新的模型，在新的模型召回率和准确率都满足条件的时候替换掉原来的模

型，实现在线模型的更新。

[0058] 上述说明示出并描述了本发明的若干优选实施例，但如前所述，应当理解本发明

并非局限于本文所披露的形式，不应看作是对其他实施例的排除，而可用于各种其他组合、

修改和环境，并能够在本文所述发明构想范围内，通过上述教导或相关领域的技术或知识

进行改动。而本领域人员所进行的改动和变化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则都应在本发

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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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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