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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动化检测恶意代码核

心特征方法，属于计算机系统安全的总体设计。

该方法是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恶意代码核

心特征的方法。通过静态分析，从恶意代码实际

安全意义的角度出发，提取恶意代码的图像纹

理、关键API调用、关键字符串特征。通过基于归

一化双特征库的随机森林树算法对提取的特征

进行学习，获得恶意代码家族核心特征库。恶意

代码图像特征对于恶意代码来说，具有更好的表

现力。因此构建双特征子库，将恶意代码图像特

征单独入库。保证每次特征融合，都能够选取到

图像特征向量中的某几个特征值用于训练。这样

保证了训练得到的分类器，拥有一定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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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化检测恶意代码核心特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是一种基于机器学

习算法的检测恶意代码核心特征的方法；通过静态分析，从恶意代码实际安全意义的角度

出发，提取恶意代码的图像纹理、关键API调用、关键字符串特征；通过基于归一化双特征库

的随机森林树算法对提取的特征进行学习，获得恶意代码家族核心特征库；

第一、核心特征提取方法整体架构

使用三种特征提取方法，并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三种特征进行学习；最终实现自动化

提取恶意代码核心特征，并且保证提取的核心特征不易被混淆，检测效果好；

对于一个恶意代码样本，提取出两份分析文件，一个是经过IDA反汇编的恶意代码操作

序列，另一个是恶意代码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恶意代码的反汇编文件记录了恶意代码API

接口的调用顺序，以及传递和返回的参数；因此通过分析处理恶意代码的反汇编文件，从中

提取出两种恶意代码特征：n-gram序列特征和关键字符串特征；这两个特征能够很好的反

映出恶意代码的局部敏感信息和实际操作的特征信息；

对于恶意代码二进制执行文件，直接通过统计学方式对特征进行提取很困难；因此考

虑将该二进制文件通过分割的形式构建灰度图像，通过对该灰度图像的特征提取，得到一

种含有非常丰富信息的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对于三种特征向量，需要利用高斯归一化算法

对特征向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保证最终三种特征的特征值分布范围相同；

采用随机森林树算法，随机的对训练样本以及三种特征向量进行选择；通过融合出多

个特征向量并配合多个训练样本集，对分类器进行训练，提高模型的多样性；构建双特征子

库，将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单独入库；保证每次特征融合，都能够选取到图像特征向量中的某

几个特征值用于训练；保证训练得到的分类器，拥有一定的准确率；最终的分类结果，则由

分类器集群进行投票表决；

第二、恶意代码图像特征提取

首先通过BM2(Boyer-Moore  two)算法将恶意代码二进制文件按每8bit为一长度进行

分割，每8bit的二进制读取出一个范围为0到255的无符号整形数；固定行宽，产生一个二维

数组的向量；向量中的每个原始的取值范围都为0到255；即一个灰度像素，0代表白色，255

代表黑色；通过这个二维数组，生成一个可视化的灰度图像；图像的宽度和高度则取决于样

本文件的大小；映射后的灰度纹理图片将被存储为一个无压缩的PNG图像；由于恶意代码二

进制文件中存储的实际是代码运行的过程，因此不同阶段的运行情况对应的映射图片灰度

也不一样；

恶意代码灰度图像中“.text”部分包含可执行代码，具有细粒度纹理，其余充满黑色，

表示末尾填零；“.data”部分包含初始的代码块，未初始的代码块；“.rsrc”部分包含所有模

块的资源；

图像的特征提取分为几种类型：颜色、形状、关系空间、纹理特征方法；特征提取的结果

是把图像上的点分为不同的子集，这些子集往往属于孤立的点、连续的曲线或者连续的区

域；考虑到恶意代码图像为无压缩的灰度图像，每个区域对应一个类型的操作，提取的特征

能够体现图像中各个区域的特征，并且在面对翻转、变化、混淆情况下，提取的图像特征不

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利用灰度共生矩阵(GLCM)对恶意代码图像进行纹理特征的提

取，灰度共生矩阵通过计算图像中各个区域的边界，并统计各区域的概率信息反映图像中

灰度有关方向和间隔整体的信息；

权　利　要　求　书 1/3 页

2

CN 107908963 B

2



对于图像上任意一点(p，q) ,(p+Δp，q+Δq)为图像中移动后的另一点；这两点形成了

一个点对,(m，n)为该点对的灰度值；即m为点(p，q)的灰度值，n为点(p+Δp，q+Δq)的灰度

值；通过固定Δp和Δq，通过移动点(p，q)来确定相应的(m，n)值；则相应灰度值的组合为

L2，灰度值的级数为L；通过计算灰度值(m，n)的出现频率，化积分为1，其概率为Pmn；得到灰

度共生矩阵即灰度联合概率密度为[Pmn]L×L；灰度共生矩阵并不能直接用于恶意代码图像

特征的表述，它反应的是图像灰度关于方向、相邻间隔、变化幅度的综合信息；通过灰度共

生矩阵提取出图像的角二阶矩、对比度、灰度一系列纹理特征；从安全属性相关的角度分析

选取了几种恶意代码图像的纹理特征并通过PCA算法对特征进行降维，选取出其中贡献值

较高的5种特征，分别为：

1)对比度 其中|m-n|＝s；

2)灰度相关 其中σp，σq，μp，μq分别为

与 的标准差和均值；

3)熵

4)相异

5)反差

第三、n-gram及关键字符串特征提取

从恶意代码实际语义的角度，利用n-gram模型对恶意代码的反汇编文件中操作码进行

提取；对于一个“.asm”的反汇编程序，由段落开始标识符、内存中地址、字节码、操作码、参

数组成；

反汇编程序片段中的segment表示对应的当前指令所属段落，address表示内存地址，

bytes对应的十六进制码，opcode表示操作码，operands则表示传递的参数；对于一个反汇

编文件，通过定位“.text”，提取出对应的操作码；对操作码进行n-gram建模，即可得到n-

gram特征向量；

本方法还提取了恶意代码的关键字符串特征，通过对恶意代码进行反汇编操作，提取

出许多直接可以打印出来的字符串；这些字符串展现恶意代码的一些敏感操作；采用字符

长度作为关键字符串特征，该特征提取方法将反汇编文件中所有可打印的字符串，按长度

进行划分统计成向量；对于IP地址，通过替换绕过检测；相关字符串信息在混淆处理后，长

度是不变的，选择统计字符串长度，消除噪音数据的干扰；

第四、特征归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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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统一多种特征向量融合的问题，对三种特征向量进行了特征归一化处理；对

于提取的多个特征，由于提取方法因素的不同，导致各个特征的数值范围区间并不相同；将

所有的特征值通过一定的规则映射到某一特定区间，消除因为数值范围不同而对特征学习

产生的影响；

本方法提取三种特征，每种特征向量都有多种维度的数据；只需要将这些多维向量都

进行归一化操作，即消除因为取值不同对特征学习造成的影响；具体的高斯归一化算法描

述如下：

1)对于任意一组n维的向量v(n)＝(v1，v2，…，vn)，首先利用高斯公式计算该多维特征向

量集合的均值μn和方差σn；

2)将v(n)特征向量归一化至区间[-1,1],从而可以得到归一化的特征向量v(N)：

其中上标N表示归一化操作后，所有的向量转变为具有N(0,1)分布的向量v(N)，使用2σi

进行归一化，使得新生成的向量取值范围固定在[-1,1]；

第五、随机森林树构建及核心特征选取

使用双特征库的随机森林树算法，重点考虑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利用随机选择的方法，

可以有效地消除恶意代码的混淆干扰；基于这种提取方法构建的特征库具有更强的抵抗

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动化检测恶意代码核心特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对于

三种所提取的特征，虽然每个特征属性都具有自己的安全意义；但是在针对恶意代码的检

测过程中，不同的特征面临的干扰、混淆影响是不同的，对恶意代码家族的核心特征来说，

能否更好的代表同一家族也是不同的；对于n-gram和关键字符串特征来说，是从恶意代码

的实际语义的角度来描述的；恶意代码图像特征从相同的执行代码，调用资源的角度来对

恶意代码进行描述；因此在对样本特征集进行选择时，应当着重考虑恶意代码图像特征；从

安全属性角度出发，提出一种改进的随机森林树算法；该随机森林树算法将特征库拆分为

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为恶意代码图像特征的图像特征库，另一个部分为n-gram和关键字符

串特征组成的语义特征库；在对特征库中多维特征进行选择的同时，考虑恶意代码图像特

征；每次特征提取都会随机在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库中随机选择几个特征维度，并在另外一

个特征库中也进行随机的选取，构建核心特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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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化检测恶意代码核心特征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安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自动化检测恶意代码核心特征方法，

属于计算机系统安全的总体设计。

背景技术

[0002] 恶意程序是当今互联网中的一个主要威胁，从经典的计算机病毒到网络蠕虫，再

到僵尸网络，无一例外的把连接到网络中的计算机系统作为攻击目标。此类威胁主要由黑

色产业驱动，通过系统化的利用被入侵主机达到非法目的，比如传播垃圾邮件、获取机密数

据等。遗憾的是传统的安全技术，比如防病毒扫描，在恶意程序不断增长的数量及多样性背

景下变得不再那么可靠，导致互联网中成千上万的主机面临恶意软件的威胁。如何能够对

恶意程序进行自动化处理分析，成为了当前的研究重点。

[0003]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处理恶意代码，为自动化提取恶意代码家族核心特征和检测新

的恶意代码家族带来可能。机器学习用于恶意代码的分类处理，成为了当前恶意代码分析

的主流。机器学习处理恶意代码主要分为三步进行，首先是对于恶意代码进行特征的提取。

第二步是对于提取的恶意代码特征进行清洗和融合，构建低维度的特征。最后则是利用机

器学习算法对于构建的特征进行学习，构建分类器用于恶意代码的分类聚类工作，因此特

征的选取和融合是重中之重。对于常见的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恶意代码特征提取工作而

言，为了能让模型的分类性能更好，更多的考虑的是恶意代码样本集中的特征属性，而没有

从安全属性角度去提取恶意代码的特征。这种恶意代码特征的选取的方式，仅仅只是在样

本集上拥有良好的分类效果，对于分析描述恶意代码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在未来恶意

代码变种的研究分析中缺乏泛化性。

[0004] 据Symantec统计，大部分新出现的恶意代码及其变种是在原有恶意代码基础上经

过一些变换操作得来的。并且现在大多数的恶意代码研究具备了自动变形的能力。由于恶

意代码变种数量的爆炸性增加，特征库中特征出现了维度爆炸。仅仅单一特征的构建，很难

在恶意代码的特征提取方面取得好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恶意代码针对使用单个特征的检

测模型时，会进行相应的绕过和替换。另一方面，单个特征选取会造成模型的泛化能力不

强，容易在测试数据集中过拟合，对未来恶意代码的防范分析不具有价值性。

[0005] 恶意代码特征向量标识了恶意代码的本质特征，良好的特征提取算法是恶意代码

变种检测的核心技术。常见的反病毒软件通常使用基于签名的方法来识别恶意代码。对于

给定一组恶意代码样本，首先将该恶意代码标注为一个家族。对于同一个家族的恶意代码，

应当具有相同的特征。将这些公共的特征提取出来，构建特征库，用于检测未来该恶意代码

家族的变种。这些恶意代码的公共特征也称作恶意代码家族核心特征。现如今对于恶意代

码家族核心特征的提取，则主要依靠研究人员的人工分析和经验。恶意代码的总体规模和

增长速度为研究人员的分析工作带来了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如何能够在海量恶

意代码数据的情况下，尽量自动或半自动地提取代表恶意代码核心本质的特征向量，为下

一步自动分析或人工分析提供更为全面的总体描述信息；二是根据特征如何更为快速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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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恶意样本进行自动聚类分类，从而提升样本的处理速度和提高人工分析效率。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为了解决在恶意代码分类检测过程中，恶意代码家族特征提取困难的问

题。

[0007]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自动化检测恶意代码核心特征方法，该方法是一种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恶意代码核心特征的方法。通过静态分析，从恶意代码实际安全意义

的角度出发，提取恶意代码的图像纹理、关键API调用、关键字符串特征。通过基于归一化双

特征库的随机森林树算法对提取的特征进行学习，获得恶意代码家族核心特征库。

[0008] 第一、核心特征提取方法整体架构

[0009] 使用三种特征提取方法，并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三种特征进行学习。最终实现自

动化提取恶意代码核心特征，并且保证提取的核心特征不易被混淆，检测效果好。

[0010] 对于一个恶意代码样本，提取出两份分析文件，一个是经过IDA反汇编的恶意代码

操作序列，另一个是恶意代码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恶意代码的反汇编文件记录了恶意代

码API接口的调用顺序，以及传递和返回的参数。因此通过分析处理恶意代码的反汇编文

件，从中提取出两种恶意代码特征，包括n-gram序列特征和关键字符串特征。这两个特征能

够很好地反应出恶意代码的局部敏感信息和实际操作的特征信息。

[0011] 对于恶意代码二进制执行文件，直接通过统计学方式对特征进行提取很困难。因

此考虑将该二进制文件通过分割的形式构建灰度图像，通过对该灰度图像的特征提取，得

到一种含有非常丰富信息的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对于三种特征向量，需要利用高斯归一化

算法对特征向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保证最终三种特征的特征值分布范围相同。

[0012] 为了能够更好的融合三种特征，采用了随机森林树算法，随机的对训练样本以及

三种特征向量进行选择。通过融合出多个特征向量并配合多个训练样本集，对分类器进行

训练，提高模型的多样性。考虑到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对于恶意代码来说，具有更好的表现

力。构建双特征子库，将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单独入库。保证每次特征融合，都能够选取到图

像特征向量中的某几个特征值用于训练。保证训练得到的分类器，拥有一定的准确率。最终

的分类结果，则由分类器集群进行投票表决。

[0013] 第二、恶意代码图像特征提取

[0014] 首先通过BM2(Boyer-Mooretwo)算法将恶意代码二进制文件，按每8bit为一长度

进行分割，每8bit的二进制可以读取出一个范围为0到255的无符号整形数。固定行宽，产生

一个二维数组的向量。向量中的每个原始的取值范围都为0到255。既一个灰度像素，0代表

白色255代表黑色。通过这个二维数组，生成一个可视化的灰度图像。图像的宽度和高度则

取决于样本文件的大小。映射后的灰度纹理图片将被存储为一个无压缩的PNG图像。由于恶

意代码二进制文件中存储的实际是代码运行的过程，因此不同阶段的运行情况对应的映射

图片灰度也不一样。

[0015] 对于上述木马病毒的恶意代码图像文件，其中“.text”部分包含可执行代码，具有

细粒度纹理，其余充满黑色，表示末尾填零。“.data”部分包含初始的代码块，未初始的代码

块。“.rsrc”部分包含所有模块的资源。这些可能包括应用程序可能使用的图标。考虑如何

对恶意代码图像进行特征提取，获取到得到较为稳定、不易受到干扰的图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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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像的特征提取分为几种类型：颜色、形状、关系空间、纹理特征方法。特征提取的

结果是把图像上的点分为不同的子集，这些子集往往属于孤立的点、连续的曲线或者连续

的区域。考虑到恶意图像代码为无压缩的灰度图像，每个区域相应对应了一个类型的操作，

因此提取的特征应当能够体现图像中各个区域的特征，并且在面对翻转、变化、混淆情况

下，提取的图像特征不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利用灰度共生矩阵(GLCM)对恶意代码图

像进行纹理特征的提取，灰度共生矩阵是一种通过计算图像中各个区域的边界，并统计各

区域的概率信息反应图像中灰度有关方向和间隔整体信息。

[0017] 对于图像上任意一点(p，q) ,(p+Δp，q+Δq)为图像中移动后的另一点。这两点形

成了一个点对,(m，n)为该点对的灰度值。即m为点(p，q)的灰度值，n为点(p+Δp，q+Δq)的

灰度值。通过固定Δp和Δq，通过移动点(p，q)来确定相应的(m，n)值。则相应灰度值的组合

为L2，灰度值的级数为L。通过计算灰度值(m，n)的出现频率，化积分为1，其概率为Pmn。得到

灰度共生矩阵即灰度联合概率密度为[Pmn]L×L。灰度共生矩阵并不能直接用于恶意代码图

像特征的表述，它反应的是图像灰度关于方向、相邻间隔、变化幅度的综合信息。通过灰度

共生矩阵提取出图像的角二阶矩、对比度、灰度一系列纹理特征。通过对恶意图像的分析，

为了能够降低特征的维度，提高计算效率。从安全属性相关的角度分析选取了几种恶意图

像的纹理特征并通过PCA(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算法对特征进行降维，选取出

其中贡献值较高的5种特征，分别为：1)对比度 其中|m-n|＝s。

[0018] 2)灰度相关 其中σp，σq，μp，μq分

别为 与 的标准差和均值。

[0019] 3)熵

[0020] 4)相异

[0021] 5)反差

[0022] 其中，m和n代表两个相邻像素；s＝|m-n|表示相邻像素m和n的灰度差；P(m,n)表示

相邻像素m和n的灰度差为s的像素分布概率，k是反差系数。第三、n-gram及关键字符串特征

提取

[0023] 从恶意代码实际语义的角度，利用N-gram模型对恶意代码的反汇编文件中操作码

进行提取。对于一个“.asm”的反汇编程序，由段落开始标识符、内存中地址、字节码、操作

码、参数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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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反汇编程序片段中的segment表示对应的当前指令所属段落，address表示内存地

址，bytes对应的十六进制码，opcode表示操作码，operands则表示传递的参数。对于一个反

汇编文件，通过定位“.text”，提取出对应的操作码。对操作码进行n-gram建模，即可得到n-

gram特征向量。

[0025] 本方法还提取了恶意代码的关键字符串特征，通过对恶意代码进行反汇编操作，

可以提取出许多直接可以打印出来的字符串。这些字符串展现了恶意代码的一些敏感操

作。采用字符长度作为关键字符串特征，该特征提取方法将反汇编文件中所有可打印的字

符串，按长度进行划分统计成向量。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提取关键字符串特征，是因为这些

字符串信息数据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噪音。对于IP地址，可以通过替换绕过检测。相关字符串

信息在混淆处理后，长度却往往是不变的。因此选择统计字符串长度，可以有效消除噪音数

据的干扰。

[0026] 第四、特征归一化

[0027] 为了能够统一多种特征向量融合的问题，本发明对三种特征向量进行了特征归一

化处理。对于提取的多个特征，由于提取方法等因素的不同，导致各个特征的数值范围区间

并不相同。传统上机器学习算法认为值越高的数据，占有越重要的比重。如果直接利用得到

的特征值进行学习，会导致某些特征值的影响被放大，有些特征值的影响被降低。因此对数

据进行规范化非常重要，将所有的特征值通过一定的规则映射到某一特定区间，可以消除

因为数值范围不同而对特征学习产生的影响。

[0028] 本方法主要提取了三种特征，每种特征向量都有多种维度的数据。只需要将这些

多维向量都进行归一化操作，即可以消除因为取值不同对特征学习造成的影响。具体的高

斯归一化算法描述如下：

[0029] 1)对于任意一组n维的向量v(n)＝(v1，v2，…，vn)，首先利用高斯公式计算该多维特

征向量集合的均值μn和方差σn。

[0030] 2)将v(n)特征向量归一化至区间[-1,1],从而可以得到归一化的特征向量v(N)：

[0031]

[0032] 其中上标N表示归一化操作后，所有的向量转变为具有N(0,1)分布的向量v(N)，使

用2σi进行归一化，使得新生成的向量取值范围固定在[-1,1]。

[0033] 第五、随机森林树构建及核心特征选取。

[0034] 使用双特征库的随机森林树算法，重点考虑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利用随机选择的

方法，可以有效地消除恶意代码的混淆干扰。基于这种提取方法构建的特征库具有更强的

抵抗力。

[0035] 对于三种所提取的特征，虽然每个特征属性都具有自己的安全意义。但是在针对

恶意代码的检测过程中，不同的特征面临的干扰、混淆影响是不同的，对恶意代码家族的核

心特征来说，能否更好的代表同一家族也是不同的。对于n-gram和关键字符串特征来说，是

从恶意代码的实际语义的角度来描述的。这两种特征所面临的干扰和影响也非常的严重。

而相较于前两种特征，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则更加的丰富，恶意代码图像特征从相同的执行

代码，调用资源的角度来对恶意代码进行描述。因此在对样本特征集进行选择时，应当着重

考虑恶意代码图像特征。从安全属性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改进的随机森林树算法。该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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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特征库拆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为恶意代码图像特征的图像特征库，另一个部分为n-

gram和关键字符串特征组成的语义特征库。相较于传统的随机森林树算法，在对特征库中

多维特征进行选择的同时，更多的考虑恶意代码图像特征。每次特征提取都会随机在恶意

代码图像特征库中随机选择几个特征维度，并另外一个特征库中也进行随机的选取，构建

样本特征库。

[0036]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7] 1.恶意代码核心特征提取方法。恶意代码核心特征提取是一种新型的恶意代码家

族特征的提取方式。该方法能够高效地找到恶意代码的家族核心特征，避免被恶意代码混

淆操作所干扰。在未来的恶意代码检测工作当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和高效的检测能力。该

模型提取恶意代码的图像纹理、n-gram、关键字符串特征。通过构建归一化双特征库的随机

森林树算法模型，对分类器进行训练，从而达到对相同家族恶意代码进行分类。

[0038] 2.恶意代码核心特征包括：恶意代码n-gram特征，该特征是利用大小为N的滑动窗

口对序列进行处理，得到长度为N的连续片段列表，每个列表就是一个特征向量。该特征从

恶意代码实际语义的角度出发，对恶意代码进行描述。恶意代码关键字符串特征：是指在恶

意代码反汇编文件中，可以直接打印出来的字符串。这些字符串展现了恶意代码的一些敏

感操作。恶意代码图像特征：相同家族的恶意代码，在图像的特征方面具有相似性。利用的

是相同家族恶意代码会调用类似的资源，或者类似的代码片段。

[0039] 3.归一化双特征库：通过融合出多个特征向量并配合多个训练样本集，对分类器

进行训练，大大提高了模型的多样性。但是在针对恶意代码的检测过程中，不同的特征面临

的干扰、混淆等影响是不同的，对恶意代码家族的核心特征来说，能否更好的代表同一家族

也是不同的。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对于恶意代码来说，具有更好的表现力。因此构建双特征子

库，将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单独入库。保证每次特征融合，都能够选取到图像特征向量中的某

几个特征值用于训练。这样保证了训练得到的分类器拥有一定的准确率。

附图说明

[0040] 图1：整体模型设计框架图。

[0041] 图2：木马病毒灰度图像图。

[0042] 图3：反汇编程序片段。

[0043] 图4：随机森林树模型。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自动化检测恶意代码核心特征方法，该方法是一种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恶意代码核心特征的方法。本方法通过静态分析，从恶意代码实际安

全意义的角度出发，提取恶意代码的图像纹理、关键API调用、关键字符串等特征。通过基于

归一化双特征库的随机森林树算法对提取的特征进行学习，获得恶意代码家族核心特征

库。

[0045] 第一、核心特征提取方法整体架构

[0046] 现如今恶意代码样本往往会采用多种混淆手段，单一的特征提取方法非常容易被

攻破。为了能够使最终提取的核心特征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本发明使用三种特征提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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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并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三种特征进行学习。最终实现自动化提取恶意代码核心特征，并

且保证了提取的核心特征不易被混淆，检测效果好。

[0047] 对于一个恶意代码样本，一般可以提取出两份分析文件，一个是经过IDA反汇编的

恶意代码操作序列，一个是恶意代码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恶意代码的反汇编文件记录了

恶意代码API接口的调用顺序，以及传递和返回的参数。因此通过分析处理恶意代码的反汇

编文件，可以从中提取出两种恶意代码，包括特征n-gram序列特征和关键字符串特征。这两

个特征能够很好地反应出恶意代码的局部敏感信息和实际操作的特征信息。

[0048] 对于恶意代码二进制执行文件，很难去直接的通过统计学方式对特征进行提取。

因此考虑将该二进制文件通过分割的形式构建灰度图像，通过对该灰度图像的特征提取，

可以得到一种含有非常丰富信息的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对于三种特征向量，需要利用高斯

归一化算法对特征向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保证最终三种特征的特征值分布范围相同。

[0049] 本发明为了能够更好地融合三种特征，采用了随机森林树算法，随机的对训练样

本以及三种特征向量进行选择。通过融合出多个特征向量并配合多个训练样本集，对分类

器进行训练，大大的提高了模型的多样性。考虑到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对于恶意代码来说，具

有更好的表现力。本发明构建双特征子库，将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单独入库。保证每次特征融

合，都能够选取到图像特征向量中的某几个特征值用于训练。这样保证了训练得到的分类

器，拥有一定的准确率。最终的分类结果，则由分类器集群进行投票表决。整体发明设计框

架图1所示。

[0050] 第二、恶意代码图像特征提取

[0051] 本发明首先通过BM2(Boyer-Moore  two)算法将恶意代码二进制文件按每8bit为

一长度进行分割，每8bit的二进制可以读取出一个范围为0到255的无符号整形数。固定行

宽，可以产生一个二维数组的向量。向量中的每个原始的取值范围都为0到255，既一个灰度

像素，0代表白色，255代表黑色。通过这个二维数组，可以生成一个可视化的灰度图像。图像

的宽度和高度则取决于样本文件的大小。映射后的灰度纹理图片将被存储为一个无压缩的

PNG图像。由于恶意代码二进制文件中存储的实际是代码运行的过程，因此不同阶段的运行

情况对应的映射图片灰度也不一样。图2展示了一种常见的木马病毒图像：

[0052] 恶意代码图像文件中“.text”部分包含可执行代码，具有细粒度纹理，其余充满黑

色，表示末尾填零。“.data”部分包含初始的代码块(粒度比较细)，未初始的代码块(黑块)。

“.rsrc”部分包含所有模块的资源，如应用程序可能使用的图标。从上述图像可以看出恶意

代码的图像包括非常丰富的特征信息，因此考虑如何对恶意代码图像进行特征提取，获取

到较为稳定、不易受到干扰的图像特征。

[0053] 图像的特征提取主要可以分为几种类型：颜色、形状、关系空间、纹理特征等几种

方法。特征提取的结果是把图像上的点分为不同的子集，这些子集往往属于孤立的点、连续

的曲线或者连续的区域。考虑到恶意图像代码为无压缩的灰度图像，每个区域相应对应了

一个类型的操作，因此提取的特征应当能够体现图像中各个区域的特征，并且在面对翻转、

变化、混淆等情况下，提取的图像特征不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本发明利用灰度共生矩

阵(GLCM)对恶意代码图像进行纹理特征的提取，灰度共生矩阵是一种通过计算图像中各个

区域的边界，并统计各区域的概率等信息反应图像中灰度有关方向和间隔等整体信息。对

于图像上任意一点(p，q) ,(p+Δp，q+Δq)为图像中移动后的另一点。这两点形成了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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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m，n)为该点对的灰度值。即m为点(p，q)的灰度值，n为点(p+Δp，q+Δq)的灰度值。通过

固定Δp和Δq，通过移动点(p，q)来确定相应的(m，n)值。则相应灰度值的组合为L2(灰度值

的级数为L)。通过计算灰度值(m，n)的出现频率，化积分为1，其概率为Pmn。可以得到灰度共

生矩阵(灰度联合概率密度)为[Pmn]L×L。灰度共生矩阵并不能直接用于恶意代码图像特征

的表述，它反应的是图像灰度关于方向、相邻间隔、变化幅度的综合信息。通过灰度共生矩

阵可以提取出图像的一系列纹理特征，例如角二阶矩、对比度、灰度相关等。本发明通过对

恶意图像的分析，为了能够降低特征的维度，提高计算效率。从安全属性相关的角度分析选

取了几种恶意图像的纹理特征并通过PCA(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算法对特征进

行降维，选取出其中贡献值较高的5种特征，分别为：

[0054] 1)对比度 其中|m-n|＝s。

[0055] 2)灰度相关 其中σp，σq，μp，μq分

别为 与 的标准差和均值。

[0056] 3)熵

[0057] 4)相异

[0058] 5)反差

[0059] 第三、n-gram及关键字符串特征提取

[0060] 本发明从恶意代码实际语义的角度，利用N-gram模型对恶意代码的反汇编文件中

操作码进行提取。对于一个“.asm”的反汇编程序，主要由段落开始标识符、内存中地址、字

节码、操作码、参数所组成。

[0061] 反汇编程序片段如图3所示，segment表示对应的当前指令所属段落，address表示

内存地址，bytes对应的十六进制码，opcode表示操作码，operands则表示传递的参数。对于

一个反汇编文件，可以通过定位“.text”，提取出对应的操作码。对操作码进行n-gram建模，

即可得到n-gram特征向量。

[0062] 本发明还提取了恶意代码的关键字符串特征，通过对恶意代码进行反汇编操作，

可以提取出许多直接可以打印出来的字符串。这些字符串展现了恶意代码的一些敏感操

作。本发明采用字符长度作为关键字符串特征，该特征提取方法将反汇编文件中所有可打

印的字符串，按长度进行划分统计成向量。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提取关键字符串特征，是因

为这些字符串信息数据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噪音。例如对于IP地址，可以通过替换绕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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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字符串信息在混淆处理后，长度却往往是不变的。因此选择统计字符串长度，可以有效

消除噪音数据的干扰。

[0063] 第四、特征归一化

[0064] 为了能够统一多种特征向量融合的问题，本发明对三种特征向量进行了特征归一

化处理。对于提取的多个特征，由于提取方法等因素的不同，导致各个特征的数值范围区间

并不相同。传统上机器学习算法认为值越高的数据，占有越重要的比重。如果直接利用得到

的特征值，进行学习，会导致某些特征值的影响被放大，有些特征值的影响被降低。因此对

数据进行规范化非常重要，将所有的特征值通过一定的规则映射到某一特定区间，可以消

除因为数值范围不同而对特征学习产生的影响。

[0065] 本发明主要提取了三种特征，每种特征向量都有多种维度的数据。只需要将这些

多维向量都进行归一化操作，即可以消除因为取值不同对特征学习。具体的高斯归一化算

法描述如下：

[0066] 1.对于任意一组n维的向量v(n)＝(v1，v2，…，vn)，，首先利用高斯公式计算该多维

特征向量集合的均值μn和方差σn。

[0067] 2.将v(n)特征向量归一化至区间[-1,1],从而可以得到归一化的特征向量v(N):

[0068] 3.

[0069] 其中上标N表示归一化操作后，所有的向量转变为具有N(0,1)分布的向量v(N)，使

用2σi进行归一化，使得新生成的向量取值范围固定在[-1,1]。

[0070] 第五、随机森林树构建及核心特征选取

[0071] 本发明使用双特征库的随机森林树算法，重点考虑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利用随机

选择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消除恶意代码的混淆干扰。基于这种提取方法构建的特征库具有

更强的抵抗力，双特征随机森林树算法模型如图4所示。

[0072] 对于三种所提取的特征，虽然每个特征属性都具有自己的安全意义。但是在针对

恶意代码的检测过程中，不同的特征面临的干扰、混淆等影响是不同的，对恶意代码家族的

核心特征来说，能否更好地代表同一家族也是不同的。对于n-gram和关键字符串特征来说，

是从恶意代码的实际语义的角度来描述的。这两种特征所面临的干扰和影响也非常的严

重。而相较于前两种特征，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则更加的丰富，恶意代码图像特征从相同的

执行代码，调用资源的角度来对恶意代码进行描述。因此在对样本特征集进行选择时，应当

着重考虑恶意代码图像特征。本发明从安全属性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改进的随机森林树

算法。该算法将特征库拆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为恶意代码图像特征的图像特征库，另一

个部分为n-gram和关键字符串特征组成的语义特征库。相较于传统的随机森林树算法，在

对特征库中多维特征进行选择的同时，更多的考虑恶意代码图像特征。每次特征提取都会

随机在恶意代码图像特征库中随机选择几个特征维度，并另外一个特征库中也进行随机的

选取，构建样本特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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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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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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