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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安卓系统非正常程序的检测方法实证研究
李清炀

华东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 上海 201620
摘 要: 针对安卓系统非正常程序较多的现状，提出一种新的检测方法，结合了应用程序分类以及系统调用法，目的

是提高安卓系统非正常程序检测的准确性。计算分类的数据采自谷歌商店，非正常程序样本采自安卓病毒共享库，

通过系统调用值和阈值的计算对比，判断实验样本的正常性。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准确检测出安卓

系统中的非正常程序，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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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Detecting Abnormal Procedures in Android
Systems
LI Qing-yang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re are many abnormal programs in Android system, a new detection method
is proposed, which combines applic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system call method. The purpose i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detection of abnormal programs in Android system. The classified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Google Store, and the abnormal
progra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Android virus shared library. The norma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samples was judged by
comparing the system call values and threshold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accurately detect abnormal programs in Android system, and has certain populariz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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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安卓应用软件的不断增多，非正常程序也在快速增长。安卓用户使用的第三方应用程序主

要是从谷歌商店搜索、购买和下载的，但是谷歌商店的非正常程序检测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得

程序安全性难以得到完全保障。非正常程序往往带有恶意攻击的目的，而且会产生变种，攻击手段

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当前关于安卓系统非正常程序检测使用较多的有静态法和动态法。静态法是依

靠纯技术手段对检测目标的特征进行抽取和分析，无需运行目标软件；动态法则需要运行目标软件，

通过动态分析对目标软件的行为进行检测。Shawn Powers用静态法抽取目标软件的特征样本，根据

提前构建的函数调用表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分类法判断程序的正常与否[1]。但是静态法只能识别以

往出现过的不正常程序特征，对于新型的不正常程序难以检测。Chanajitt等通过动态法记录目标软

件的运行日志，利用日志信息对不正常程序进行检测，并用回归分析法以及决策树法分类不正常事

件[2]。动态法会占用较多的手机系统资源，而且代码覆盖率并不高，经常有漏报现象出现。针对两

种方法存在的局限性，本文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检测方法，通过 SMO算法进行分类学习，检测工作由

远程服务器进行，并使用优化算法细分应用程序，最后调用系统数据实现非正常程序的准确检测。

1 安卓系统非正常程序的检测过程

1.1 安卓系统非正常程序的检测流程

本文检测安卓系统非正常程序的流程如图 1所示。首先按照已经收集好的权限信息情况，对权

限向量进行提取，采用 SMO分类器实现分类学习，并构建分类模型，然后采集各类别中的应用程序

调用频数，准确计算系统调用阈值。当新安装的应用程序开始运行时，会将程序权限信息发送给服

务器，并在类别判定之后每隔 1 min 上传调用数据，计算出调用值的大小，并与调用阈值相对比，

判断程序的正常与否，如果程序非正常，则整个监控过程结束。在 10 min里面，如果没有发现非常

行为，则可以定性为正常程序，整个监控过程结束。检测结果会反馈给用户，如果用户发现分类有

误，还可以对分类进行修改，然后重新开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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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安卓系统非正常程序检测流程图

Fig.1 Detection process of abnormal program on Android system

1.2 基于 SMO 算法的分类学习

在谷歌商店里，全部应用程序总共分成了 26 个大类别。本文通过 Python 脚本获取每一个大类

别中一定数量程序的权限使用情况，同时结合 AAPT提取训练集中的安卓显示文件，该文件为 XML
格式，在自动化分析下可以抓取相关的权限标签，得到每一个程序的权限使用情况。

程序 1：读取安卓显示代码
ap = axmlprinter.AXMLPrinter(open('AndroidManifest.xml','rb').read())
buff = minidom.parseString(ap.getBuff()).toxml()
假设当前的应用程序数量为N个，任意一个程序的权限使用情况记录成：Ai(P1,P2,…P136。Ai(1≤i≤N)

为程序名称，P136表示安卓系统根据字母表进行顺序排列的 136个权限，如果程序使用该权限则记

成 1，否则记成 0。尽管安卓应用程序的全部权限达到了 136个，但这些权限并不会同时使用。据相

关统计，安卓应用程序能够申请到的权限一般为 10~25个[3]。Rajivkumar等在研究中证明了 SMO算

法对安卓应用程序权限分类有着较好的效果[4]。Elbert等采用了 SMO以及其它三种算法，分别验证

安卓应用程序的权限分类结果，实验结果证明 SMO算法的查全率和准确率更高[5]。本文通过 SMO
算法进行分类学习，最终实现对安卓应用程序权限的准确分类。

假设训练数据为 n个，所有训练数据统计成：(A1,S1)(A2,S2),…(An,Sn)，用 Ai(1≤i≤n)代表权限使用

情况，用 Si(1≤i≤n)代表分类标签，标签值用 1或-1表示，其中 1表示一类，-1表示另一类。通过 SMO
算法两两比较训练数据类别，按照程序权限进行分类学习，由此判断出权限类别。当应用程序新安

装并运行时，程序权限使用情况会传给远程服务器，在服务器端分析处理之后，得出权限向量并进

一步比较与确定。

1.3 基于系统调用的安卓非正常程序检测

在 Linux3.10 内核中，系统调用达到了 290 个。按照

Kirubavathi 等的研究结果，对于安卓应用程序行为的反映，

能够使用到的系统调用并不多[6]。为尽量提升结果的精确性，

并且降低运算量，本文使用的系统调用有 18个，包括文件打

开和读取、子进程创建、可执行文件运行等系统调用。以

Financial statistics财务管理应用程序为例，检测这一分钟

内调用系统的频数，如图 2所示。

程序 2：获取系统调用的代码
String command = "strace − c − o" + FileLocation + " − p"+ PID
Runtime rt = Runtime.getRuntime()
rt.exec(command)
Financial statistics表面是一款财务管理的应用程序，但非正常程序发布者可以利用该程序对用户

图 2 Financial statistics应用程序系统调用频数
Fig.2 Call frequencies of Financial statistics
applica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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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信息进行主动收集。根据图 2显示的系统调用频数，I/O总控制函数（ioctl）调用数最高，超过

了 2000次。Gaviria等认为正常运行于 Linux内核中的进程，系统调用频数相对比较稳定，但有非正

常行为产生时，则系统调用频数会出现较大的波动[7]。本文使用的 18个系统调用频数在正常情况下

较稳定，但出现非正常行为时将导致频数改变。在基于 SMO算法的分类学习之后，本文基于系统调

用对安卓非正常程序进行检测。

第一步：计算每分钟内应用程序的系统调用权值：W(Si,Rj)=Ui×(1-F(Si,Rj))2 (1)
在上式中，Si(1≤i≤18)代表第 i个系统调用；Rj(1≤j≤26)代表谷歌商店根据英文字母顺序进行排列

的第 j个类别；Ui(1≤i≤18)代表第 i个系统调用的实际情况，如果已使用记成 1，如果未使用记成 0；
F(Si,Rj)是系统调用的出现频率；W(Si,Rj)是 1 min时间里产生的系统调用权值。

第二步：确定每一个类别下面系统调用的阈值。抽取训练集每一类别中 N个正常程序，在 k-1
至 k(1≤k≤10，kZ) min 里面连续操作，总耗时 10 min，系统调用值计算如公式（2）所示，系统调

用阈值计算如公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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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系统调用值与系统调用阈值，如在 10 min 里面系统调用值≥系统调用阈值，则可以判

断为非正常程序，10 min里面系统调用值＜系统调用阈值，可以判断为正常程序。

2 实验分析

2.1 安卓系统应用程序分类结果与分析

本实验通过 Python脚本抓取谷歌商店中不同类别下面的

应用程序，抓取量为 2096个，这些程序组合成训练集，在每

个类别中的分布情况如图 3所示。

通过 Python脚本读取每个程序的安卓显示代码，分析出

程序的权限向量，然后随机选择 10个大分类，采用 SMO
分类器进行分类学习，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应用程序分类结果
Table 1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application programs

类别
Category

准确率
Precision

查全率
Recall ratio

财务 0.824 0.803
个性化 0.896 0.741
工具 0.912 0.758
购物 0.893 0.764

交通运输 0.927 0.816
媒体与视频 0.918 0.793

摄影 0.885 0.807
体育 0.892 0.788

图书与工具书 0.916 0.753
小部件 0.904 0.796

根据应用程序分类结果，准确率和查全率都比较高，证明 SMO分类器可以进行较好的分类学习。

2.2 安卓系统非正常程序检测结果与分析

本实验从谷歌商店选取与 SMO分类学习相同的 10个大分类，每一个分类选取 20个程序，依次

在安卓手机中安装，并对程序功能操作 10 min，通过 Python脚本分析系统调用数据，使用公式（3）
计算系统调用阈值，结果如表 2所示。

本实验从安卓病毒共享库中提取 20个不正常样本，然后从谷歌商店中提取 10个正常样本，分

别在安卓手机中安装，通过 Python脚本分析，并使用公式（2）计算 10 min操作过程中的系统调用

值，部分应用程序的非正常检测结果如表 3所示。

图 3 被抓取程序在每个类别中的分布情况
Fig.3 Distribution gotten programs in each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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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系统调用阈值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threshold value in the system

类别
Category

系统调用阈值
Threshold value in the system

财务 3.297
个性化 3.716
工具 3.684
购物 3.319

交通运输 3.477
媒体与视频 3.623

摄影 3.849
体育 3.372

图书与工具书 3.586
小部件 3.618

表 3 部分应用程序非正常检测结果
Table 3 Abnormal detection result of partial programs

程序名
Program

所属分类
Classification

系统调用阈值
Threshold value

系统调用值
System call value

检测结果
Detection result

Financial statistics 财务 3.297 3.386 不正常
Shopping Cart 购物 3.319 3.427 不正常
Ticket purchase 交通运输 3.477 3.518 不正常
Image making 媒体与视频 3.623 3.753 不正常
Small tools 工具 3.684 3.762 不正常

Shooting gallery 摄影 3.849 3.654 正常
Sports goods 体育 3.372 3.268 正常

3 讨 论

从实验结果看，正确判断应用程序类别将对检测结果造成直接的影响。根据谷歌商店的分类，

Financial statistics归属于财务分类，系统调用阈值为 3.297，如果判断为交通运输类，则系统调用阈

值为 3.477，而 Financial statistics系统调用值为 3.386，则该程序会被判断为正常，由此造成了检测

误判。只有先正确判断出程序类别，才能进一步进行检测，程序类别是决定检测准确率的主要因素。

Coelho等提出一种基于系统调用的安卓系统非正常程序检测法，将系统调用事件分成正常和非正常

两种，通过系统调用的频数信息抽取和计算，对比两种事件的相似度，由此判断程序正常与否[8]。

Avuclu等认为安卓系统非正常程序检测需要以程序分类为基础，提出一种调用程序分类参数的方法，

为非正常程序检测提供重要依据[9]。但这些方法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本文采用的检测法综合了程序

分类和系统调用，对于安卓系统非正常程序检测有着更高的准确率。

4 结 论

本文提出的一种安卓系统非正常程序检测方法，主要是以应用程序的分类为前提，同时结合系

统调用法，通过安卓手机收集应用程序的权限信息以及系统调用数据，然后发送到远程服务器，由

远程服务器按照权限信息实现应用程序的分类，以此为依据统计系统调用的频数，检测运行程序的

正常与否。根据实验结果，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准确检测出安卓系统中的非正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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