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50(5):873-876 VOL.50 NO.5 2019
Journal of Shandong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 doi:10.3969/j.issn.1000-2324.2019.05.030

数字优先出版:2019-10-25 http://www.cnki.net

基于动态检测技术的软件设计安全漏洞查找方法
蔡荣文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 计算机软件设计需要考虑安全性，这是保证软件系统长周期稳定运行的关键。动态检测技术是当前应用较广

的软件安全漏洞检测方式，包括安全共享库、沙箱、内存映射、非执行栈、程序解释、非执行堆等技术，这些技术

方式都有不同的特点。通过对比分析每一项技术的优缺点，为软件设计安全漏洞查找提供技术选择的依据。结果表

明：动态检测技术可以在不更改程序源代码的情况下，对软件的运行环境实现全面的分析，提升了程序的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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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hod Searching for the Security Flaw in a Software Design
Based on The Dynamic Dete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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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uter software design needs to consider security, which is the key to ensure the long-term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software system. Dynamic detection technology is a widely used method of software security vulnerability detection,
including security shared library, sandbox, memory mapping, non-execution stack, program interpretation, non-execution
stack and so on.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technology, it provides a basis for technology selection for software design security vulnerability
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ynamic detection technology can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running
environment of the software without changing the source code, and improve the confidentiality of th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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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是计算机与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于软件中的安全漏洞，极有可能导致计算机与网络

被非法入侵。软件的安全漏洞通常是在设计的时候就留下的，包括软件的具体运行及系统安全策略

等方面的设计缺陷，因此对软件设计的安全漏洞及时找出其安全隐患并加以弥补修正，以降低软件

正式投入运行后给计算机和网络带来的风险是当前计算机安全领域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软件设

计与编写的过程中，植入安全代码是最直接的解决软件安全问题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与人为因素的

关系较大，不能保证每一位程序编写者都能认真对待，所以检测软件安全漏洞是非常关键的一步[1]。

涉及到检测技术的方式方法，当前使用较多的主要有三种，一是静态检测技术，二是动态检测技术，

三是混合检测技术。其中动态检测技术是使用最广泛的软件安全漏洞检测方式，原因是动态检测技

术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软件程序的保密性，而且检测的范围更全面，也非常地便于管理。

1 软件漏洞及动态检测技术

1.1 软件漏洞的含义

软件漏洞主要指隐含在软件中的弱点与缺点，这些问题极有可能造成软件运行时对危险因素的

敏感度提高，严重时还有可能被非法分子所利用，成为攻击系统的一个突破口。出现漏洞的主要原

因，是因为在软件的设计与开发时，程序编写人员出现操作上的失误而留下的，该漏洞通常分为安

全性漏洞和功能性漏洞两种，这两者都关系到软件的安全运行。功能性漏洞将会影响到运行平台的

性能，例如系统运行该软件时出现错误结果，或者系统的运行流程出现差错等；安全性漏洞不仅会

影响到软件本身的正常运行，同时也会影响到计算机系统的运行，而且会被黑客等不法分子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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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软件系统进行攻击，有可能会被植入恶性的执行代码，对软件系统发送错误指令[2]。相对而言，

安全性漏洞具备更高的危险性。

1.2 软件漏洞产生的途径

根据漏洞的自身特点，主要产生途径有以下三条：一是程序编写者在设计与编写软件的过程中

疏忽大意所造成的，软件的编写极富逻辑性，稍微有点偏差就会产生错误。二是软件本身在运算数

据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会产生预料之外的错误，影响到程序模块的正常运行。三是系统的运行环境

也可能会导致软件出现错误，从而产生安全漏洞，包括不同的系统版本或者不同的系统设置，都有

可能会留下不同的安全漏洞。四是软件的各种安全漏洞之间也会相互影响，可能以前的漏洞被纠正

与弥补的同时，新的漏洞却会不断出现。总之，解决软件漏洞问题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作，需

要持之以恒，并用正确的方法去查找解决。

1.3 动态检测技术

计算机软件程序在设计与运行过程中，无论是系统控制还是数据传输，都具有一定的共性[3]。

软件运行中的某一进程，其内存通常可以映射为部分，包括数据、代码、资源、栈、堆等，当操作

系统不同的时候，这些部分所占的比例也会不同。动态检测技术就是根据这些比例的变化，在检测

软件漏洞的时候，不用改变程序的源代码，主要是依靠改变软件进程的运行环境来达到检测的目的。

通常使用的动态检测技术有：安全共享库、沙箱、内存映射、非执行栈、程序解释、非执行堆等。

2 不同动态检测技术的分析对比

2.1 安全共享库

在计算机网络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共享库成为提升软件系统性能的重要手段，但是当前有不少

软件所使用的共享库并不安全，导致软件安全漏洞频发。尤为严重的是，在软件程序编写的语言中，

C语言和 C++语言里的一些函数还达不到安全的层次，例如 gets、strcpy等。如果不能合适地使用这

些函数，将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利用安全共享库这一技术，可以有效地避免软件受到攻击。安全

共享库的工作原理就是凭借动态链接，在计算机运行期间对有威胁因素的函数进行拦截，还能对运

行中的函数进行风险检测。这项技术不仅在Windows系统上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还可以在 UNIX系

统上流畅使用。安全共享库技术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能评估系统的内存情况，这样就能将数据

写在评估边界的里面。该技术的应用并不难，开发也较容易，而且在软件中应用该技术不需要对系

统设置作任何修改。从理论层面看，安全共享库的拦截率很高，能够拦截所有标准库函数的威胁，

但是它也有自身的不足，就是不能对系统的一些变化起到保护作用，如果本地的数据段溢出攻击，

安全共享库不能起到阻止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安全共享库只能阻止标准函数的攻击，如果遭受到

非标准函数的攻击，将起不到阻止作用。安全共享库不存在兼容问题，在标准库下运行的程序同样

在安全共享库技术下也能运行，不会出现任何差错。安全共享库可以拦截标准函数中有威胁的函数，

不会影响其它标准函数的正常工作，该技术可以将标准函数中有不安全因素的函数进行处理，为整

个程序扫除了一些障碍，程序的运行更顺畅。但是要把所有程序中的函数都进行阻止，将会让程序

的性能消耗增大 15%。目前，安全共享库的一些功能已经移到其它的标准库，最常见的就是 glibc。
如果计算机配置 glibc库，隐式安全性将得到提高。

2.2 沙箱

阻止某些程序的攻击还可以通过限制其访问的资源来实现。例如 C语言中存在一些系统函数，

像 execv、system等，一般的小软件是不会涉及到这些系统函数的，一旦发现这些系统函数存在于某

个大型软件中，就需要引起注意，很有可能导致软件受到威胁[4]。如果在计算机被威胁之前采用沙

箱技术，不让一些软件访问到这些系统函数调用，针对这些软件的攻击将被阻止。沙箱技术的应用

比较简单，不需要调整系统已有的程序，但是需要加一个步骤，就是在需要安全防护的程序上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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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策略，一般程序的访问策略定义都比较方便，如果程序较为复杂，则定义策略比较繁琐。沙箱

技术阻止攻击的性能主要通过定义策略的功能来实现，策略定义的严格程度和程序的保护程度呈正

比，严格程度越高，保护程度就越高。沙箱技术存在一个弱项，就是一些软件受到修改用户身份的

威胁之时，就不能起到阻止作用。沙箱技术的依托就是安全策略，一般来说，其不会引发兼容性问

题，如果应用的策略是一个严格度非常高的策略，也可能会造成程度无法正常使用，还可能造成系

统调用函数时无法进行正常的审查工作。沙箱技术会消耗系统的性能，如果系统函数只是偶尔调用，

这个消耗是几乎看不见的，但是系统函数调用次数较多，就能明显看出性能消耗。沙箱技术的应用

范围比较窄，仅仅限于系统调用。如果沙箱技术不能清楚地知道某个程序的逻辑情况，将起不到阻

止威胁的作用。

2.3 内存映射

内存是一些攻击者攻击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特殊的字符将内存覆盖，这些字符通常以 NULL
结尾。对于该攻击，可以采用内存映射来阻止。因为内存映射代码本身也会出现带有 NULL 结尾的

字符，这样就能扰乱攻击者。将这种内存代码随机映射在不同的内存地址之上，可以有效阻止部分

凭借内存地址进行的攻击。有些软件上存在的一些溢出漏洞，例如缓存区溢出漏洞，攻击者能利用

自身的技术和数据来覆盖内存地址，查找这些地址并不难，只要进行计算就可以得出，这样就能轻

易达到攻击的目的[5]。一旦采用了内存映射，随机映射几个地址，会给攻击者增加攻击难度，因为

安装了代码页之后，攻击者计算地址将会变得困难，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计算出。内存映射技

术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拦截作用，但是应用起来比较麻烦，要对操作系统进行重新设置，使得代码页

的映射能够在内存较低的区域进行。利用内存映射阻止攻击有一定的局限性，当攻击者采用的手段

不是覆盖内存，而是用新的代码来进行攻击，内存映射就形同于虚设了。此外，内存映射还存在一

个缺点，由于受到内存大小的约束，不可能将所有的内存都映射到代码页，所以内存映射只能应用

一部分。内存映射的最好功能就是能够拦截依靠猜测地址的攻击，然而在实际中，这种情况较少[6]。

内存映射对性能没有什么损耗，可以不用考虑。

2.4 非执行栈

有一些攻击者经常利用栈进行攻击，这是因为操作系统的一些数据是依靠栈来储存的，如果攻

击者想办法将自己的代码运行到栈中，并执行这些代码，就能破坏软件和操作系统[7]。有关于栈攻

击的方法和策略较为成熟，因此攻击者采用这种方法能够很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想要阻止这种攻

击，需要用一种程序来阻止栈攻击代码。如果有了这种阻止程序，即便栈中存在一些威胁代码，但

是不能运行，就难以继续攻击。这种非执行栈技术运行起来较为麻烦，因为需要操作系统的配合，

只有将操作系统进行一定的修改之后才能应用。此外，该技术使用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当系统存在

栈溢出漏洞的同时，还有另外的漏洞，非执行栈技术就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了，只能将操作系统的

内核做一些改变，才能让这种技术起到阻止攻击的作用。非执行栈技术存在着较多的缺点，这跟它

的工作原理有关，因为该技术是通过对栈的检测来阻止攻击，如果攻击者巧妙避开检测，就可以摆

脱它的干扰。该技术在使用的过程中还会引发不兼容现象，但在性能消耗方面则可以忽略不计，其

原理只是多加了几个指令，这些指令对于程序的运行起不到任何的影响。

2.5 程序解释

阻止攻击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在程序应用的过程中进行全程跟踪，同时检测程序的运行状态，以

此来保证程序的安全，这种避免攻击的方法就是程序解释技术。但是该技术在使用中会造成较多的

性能消耗，对于这个缺憾，有人试图采用动态优化来进行解决，其中程序检测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程序检测器既可以起到检测程序安全的作用，还可以避免消耗系统的性能。程序解释技术应用比较

方便，因为不需要对操作系统进行重新设置，对一些程序代码也没有影响，只有在启动的时候重新

做一下链接即可完成。利用程序解释技术对运行中的程序展开实时监测，就能对试图控制程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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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修改和程序相关数据的一些攻击进行有效的拦截，该技术虽然可以拦截大部分的攻击，却存在

着技术缺陷，如果攻击者通过改变地址的方式来进行攻击，程序解释技术将达不到拦截的目的[8]。

采用程序解释技术不仅能对运行中的程序进行安全监测，还能对动态生成的代码起到保护作用，防

止它们受到不良攻击。

2.6 非执行堆

除了以上几种动态检测技术，还有一种就是非执行堆技术，但是该技术还没有发展成熟，应用

程度也不高，主要是因为一旦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软件的瘫痪，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堆是一个

区域的名称，一个内存区域。简单来说，堆是动态的，如果有一种技术，能够让堆正常运行，使攻

击者的代码不能运行，就能达到防护的目的。考虑到该技术存在的缺陷，可以跟其它动态检测技术

一起使用，例如结合非执行栈技术，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让攻击者的代码不能运行，起不到任何的破

坏。非执行堆技术应用起来较为方便，只是需要对操作系统进行更改，尽管目前的发展还不成熟，

但应用性较好，有一定的推广价值。整体来说，该技术的防御范围非常广，只要是攻击者采用代码

进行攻击，都可以起到有效的拦截作用，当攻击者采用函数攻击，就难以发挥作用。该技术对系统

的性能损耗极少，只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兼容问题，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3 结 论

动态检测技术的发展，让软件设计安全漏洞的查找方法更加的全面，以前的静态检测目标只是

对安全漏洞进行跟踪检查，如今还可以实现软件系统运行环境的扫描和防护。软件设计的核心内容

是程序编写，因此通过动态检测技术达到程序保护的目的，是软件设计人员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程序执行的时候，对程序的运行环境进行检测分析，包括栈、堆、内存等，从而查找出软件中存

在的安全漏洞，这是动态检测技术的优势，可以在不更改程序源代码的情况下全面分析运行环境，

提升了程序的保密性。在动态检测过程中，要考虑到是否影响到软件系统的性能、其覆盖面是否广

泛、检测效果是否良好等因素，并通过分析对比，选择适合本软件的动态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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