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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9 年 4 月 1 日至 2009 年 8 月 18 日，为了宣传信息安全知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团

队合作精神，提高大学生的信息安全技术水平和综合设计能力，促进高等学校信息安全专业课程

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协调司的指导下,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安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简称教指委)主办、北京邮电大学承办，成都

信息工程学院和北京交通大学协办 “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按照竞赛章程和指南，整个竞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初赛时间为 2009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初赛由各高校参赛队网上报名，参赛队自行组队、自主命题、自主设计、不限定竞赛场

所。参赛队将参赛作品题目及项目简介通过电子邮件提交， 终共有来自 85 所大学的 572 支参赛

队报名。作品提交后，竞赛秘书处组织竞赛见证专家采用双盲评(即评审专家和参赛队之间相互匿

名)的方式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了评审，所有参加网评的专家都具有副教授或高级工程师以上职

称。竞赛决赛于 2009 年 8 月 15 日至 8月 18 日在北京邮电大学进行，共有 108 件作品进入决赛。 

 竞赛初赛网评专家由秘书处邀请，各高校教务处推荐，组委会确定的方式产生，本次竞赛

终确定了来自于 66 所高校或研究所的 210 名专家作为本次竞赛的初赛网评专家。竞赛评委成员由

竞赛秘书处邀请，教指委审批确定。评委由 25 名专家组成，其中组长为沈昌祥院士，副组长为张

焕国教授和方勇教授。竞赛过程中，第一次评委会议在北京邮电大学举行，讨论并通过了 终进

入决赛的作品名单；第二次评委会议在沈阳举行，讨论了决赛的有关注意事项；第三次评委会议

在北京邮电大学举行，讨论并通过了获奖作品名单，确定了下一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由“哈

尔滨工业大学”承办。 

 经过现场答辩与演示、专家评定、专家组讨论、竞赛组委会 终决定，本届竞赛共评出一等

奖 12 名，二等奖 24 名，三等奖 48 名，优胜奖 31 名。优秀指导老师 12 名，优秀组织奖 5名。 

 本作品集收集了大部分获奖作品简介，以期对获奖作品进行宣传，并为高校学生参加以后的

竞赛提供参考。作品集也可以作为指导老师、信息安全研究和开发人员以及信息安全相关企业的

参考。作品集的印刷和出版得到了获奖作品创作人员、指导老师及其所在高校的同意，作品所有

权归作品创作人员所有，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在未经过作品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

侵害其所有权。 

 本次竞赛得到了各高校教务处、网评和决赛专家的支持；北京邮电大学教务处对本次竞赛提

供了人员、环境和经费的支持；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为本次竞赛提供了人员和场地支持；北

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信息安全系以及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和北京交通大学的相关老师承担了竞赛



 

 

组织工作；SafeNet 公司、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对于本次竞赛给予了经费赞助；北京邮电大学杨

义先教授领导的灵创团队为本次竞赛提供了人员和经费等帮助。借本作品印刷之时，谨代表全国

信息安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组委会及本次竞赛组委会秘书

处对上述单位和个人深表感谢! 

 

 

 

 

 

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组委会   秘书处 

 

2009 年 11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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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安全交换机的 ARP 攻击自动防御系统 

参赛队伍：殷俊夫,王栋,刘胡笳 

指导教师：姚羽 

参赛高校：东北大学 

获奖类别：一等奖 

摘要；目前，由ARP攻击导致的中小型局域网瘫痪的例子不胜枚举。由于ARP攻击往往采用虚

假的地址信息，因此现存的主要防御方式均存在一定的缺陷。SQUARE小组设计并实现了一种

基于交换机端口安全的局域网防御系统：SQUARE，能够弥补现存方法的缺陷，实现对ARP攻击

源的实时检测、定位和自动隔离。 

1.相关工作 

目前，因为ARP攻击而导致个人主机、企业内网、校园网络瘫痪的例子不胜枚举。当前ARP攻击主要有两种形

式： 

(1)主动的恶意攻击。 

(2)主机被动感染ARP病毒，但它仍将以ARP欺骗的方式对网络进行攻击。 

而这两在种形式都将使用以下方式对网络进行攻击： 

(1)随机地址冲突攻击 

随机地址冲突攻击会导致交换机出现大量flooding现象，并且网络中的主机频繁出现IP地址冲突。 

攻击源在局域网中散布大量的随机虚假ARP包，导致网络中的主机频繁出现IP地址冲突。 

 
图1 网关欺骗攻击原理 

(2)网关欺骗攻击 

它所产生的影响为网络中的主机出现禁止上网访问和网络中传输的数据安全性遭到破坏。其攻击原理如图1

所示。 

在这种攻击中，攻击主机会向网络中的其他主机发送虚假的ARP包，使网关IP地址对应Attacker主机的MAC

地址，使网络中的其他主机将Attacker主机误认为网关，从而导致Attacker主机能够截获全部通过网关转发至外

网的数据。 

(3)禁止上网攻击 

禁止上网攻击的原理与网关欺骗攻击类似，只不过发起禁止上网攻击的Attacker主机会使用随机MAC地址与

网关IP地址对应，使正常主机无法与网关通信，直接导致主机无法访问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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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攻击者发送的大都是虚假的ARP数据包，因此目前常见的方法很难检测出真正的攻击者。当前针对ARP

攻击的主要防御方式为： 

(1)主机防火墙。以奇虎360 ARP防火墙为代表的建立在主机之上的个人防火墙只能检测到单个主机被ARP攻

击，却只能得到攻击者使用的虚假MAC地址，无法获得攻击者的真实地址信息，因此不能正确定位攻击主机，无

法对攻击源做任何处理，导致网络中依然存在大量虚假的ARP数据包。 

(2)配置交换机端口安全策略。配置安全策略主要是指在交换机端口上设置允许通过的源MAC地址的阈值，当

端口的安全地址的数目超过阈值时，则会产生安全违例。对安全违例的处理方式包括以下三种： 

Protected：端口将丢弃未知名地址的数据包； 

RestrictTrap：向管理员发送Trap通知，但对数据包不做任何处理； 

Shutdown：关闭端口并向管理员发送Trap通知。 

三种安全策略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如表1所示。 

表1 三种基本安全策略的缺陷 

安全策略 缺陷 

Protected 无法发现网络中出现ARP攻击 

RestrictTrap 网络管理员无法及时找到ARP攻击源 

Shutdown 可能导致网络中其他正常主机无法连接到网络 

而对于网关欺骗型攻击，无论是使用个人主机ARP防火墙，还是配置交换机端口安全策略，都无法阻止攻击

源。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作品将设计并实现一种基于交换机端口安全的ARP攻击自动防御系统：SQUARE，实时

检测ARP攻击并自动隔离ARP攻击源。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在现有的情况下，如何生成多种交换机。 

(1)对于随机 MAC 地址攻击 

当出现 ARP 攻击时产生大量虚假的 MAC 地址，交换机产生安全违例发送 Trap 给管理系统（可能多个交换机

出现安全违例），管理系统监听网络，捕获 Trap 通知，并创建单独的线程处理 Trap 包。通过算法分析出某个或

某几个交换机端口连接的是 ARP 攻击源。 

(2)对于网关欺骗型攻击 

当系统捕获某个虚假的网关 Arp 确认包的时候，通过 MAC 地址定位算法分析连接 ARP 攻击源的交换机端口

组，并进行分析定位。 

当找到攻击源之后，系统将会进行报警。管理员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确定是否需要封闭相应的攻击源端

口。从而消除危机，解决问题。 

(3)对于禁止上网型攻击 

针对网关 IP 地址进行随机 MAC 地址攻击检测，当检测到禁止上网攻击后，捕获 Trap 通知，并创建单独的

线程处理 Trap 包。通过算法分析 ARP 攻击源连接的交换机端口。 

在网络运行过程中，管理员可以通过预定义策略，自动或手动打开任何已经关闭的交换机端口，恢复问题

主机的网络连接。 

本系统主要由三层构成，分别是：用户层，内

核层，网络接口层。 

(1)用户层：主要支持用户的各种操作，是用户

能够简单的操作软件，并及时获取系统信息。 

(2)内核层：主要是分析处理网络接口层的数

据，并将处理结果反映到用户层，以便用户做出决

策。 

(3)网络接口层：主要是抓取交换机发出的

TRAP 包和向交换机发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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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核心就是 SQUARE 算法。通过 SQUARE 算法，我们可以准确定位攻击源的位置，并作出相应的处

理。SQUARE 算法的描述如算法 1 所示： 

3.实验及结果 

测试主要在功能和性能上展开详细、严密的测试， 后通过使用本系统与奇虎360 ARP防火墙在同样的攻击

条件下进行攻击测试来比较测试结果，验证了本系统的性能。我们对系统做了多组试验，其中之一共用了32台PC

机，8台交换机和一台路由器。其中网络中。 

系统测试的结果如图2，3，4所示： 

 

图2 随机地址攻击测试结果 

 

图3 网关欺骗攻击测试结果 

 

图4 同时攻击测试结果 

由实验可以得出，本软件可以快速准确的判断ARP攻击源，并断开攻击源的网络连接，可以有效的防御ARP

攻击。与三种基本端口安全策略和ARP防火墙相比较，本软件克服了它们的缺陷，并集成了其优点，与其它四种

ARP攻击防御的基本安全策略对比如表2所示。 

表2  SQUARE与四种基本安全策略的比较 

 Protected RestrictTrap Shutdown SQUARE ARP防火墙 

发现ARP攻击 √ √ √ √ √ 

ARP攻击报警  √ √ √ √ 

ARP攻击源追踪    √  

不影响其他主机通讯 √ √  √ √ 

自动封闭端口   √ √  

自动配置交换机    √  

IP 冲突攻击    √ √ 

网关欺骗攻击    √  

随机地址攻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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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上网攻击    √  

自动生成拓扑图    √  

兼容多种交换机    √  

4.创新点总结 

（1）能够准确的判断攻击源。、 

（2）自动关闭被感染主机所连接的交换机端 

（3）直接利用软件对交换机进行配置 

（4）拖拉式手动添加部件，灵活控制网络拓扑图 

（5）能够兼容不同品牌型号的交换机 

（6）具备自动生成拓扑图功能 

5.未来工作 

 进一步完善自动生成拓扑图与兼容多种交换机模块，系统能够更加稳定的生成大型高异构网络，系统随之具

有更加广泛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谢希仁. 计算机网络（第四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12. 

[2] 雷震甲. 网络工程师教程（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5. 

[3] 李磊. 网络工程师考前辅导.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4. 

[4] 郭红芳. 锐捷三层交换机上防范ARP欺骗攻击的解决方案.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09年 05期，2009. 

[5] 尹军,郑光勇,朱贤友. 如何在校园网络中快速查找ARP欺骗源. 计算机安全2009年 06期，2009. 

[6] 马颖. 计算机网络自动拓扑发现的研究. 重庆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07. 

[7] 石玫. 网络拓扑自主发现技术研究.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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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设备加密转接口 

参赛队伍：武兰阳,张伟,黄国,崔临龙 

指导教师：王  进 

参赛高校：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获奖类别：一等奖 

摘要；生活中U盘敏感数据丢失而造成的泄密事件频繁发生，因此U盘数据加密存储技术受到广

泛关注。目前市面上已有的U盘数据加密产品主要分为软件加密和硬件加密两类，它们在使用

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软件加密：需要安装专用软件，限制了其使

用范围；由于系统稳定性原因，容易导致软件损坏，从而导致数据丢失；密码需要人工记忆，

一旦忘记密码，数据将永久丢失；密钥数据的保存存在安全隐患。硬件加密：加密过程由硬件

完成，一般是一对一的加密，对普通U盘无法加密；产品的价格较为昂贵，限制了其使用的推

广。本课题设计和实现了一款USB加密转接口，该转接口具有较强的加密功能，继承了上述两

者的优点，弥补了两者的不足，性能稳定可靠，具有极高的应用推广价值。本课题设计和实现

的USB加密转接口具有以下特点：1、通用性强：无需特殊专用U盘，使普通U盘既可作保密U盘

使用，又可作普通U盘使用，实现了加密数据与非加密数据的逻辑隔离；2、安全性高：采用DES

算法加密数据，保证了数据加密强度；密钥保存于SD卡中，独立管理，不易受到攻击，用户无

需记忆密码；密钥位数较长，增强了数据的加密性；3、适用性广：作品支持目前市面上的所

有主流U盘；4、使用便捷：无需安装专用软件或驱动，即插即用；加密过程对用户透明。该作

品目前已通过大量测试，性能稳定可靠，正在试用验证阶段，该作品适用于政府机关、军队、

企业、个人以及其他对文件信息安全要求较高的场合。 

1.相关工作 

(1) 在制作初期，搜集信息、查阅和整理资料，了解应用需求，了解和分析当前加密产品的工作原理与不足； 

(2) 系统设计阶段，提出设计方案，进行方案论证，确定系统结构，明确小组分工，进行实际制作； 

(3) 进行软硬件系统调试，完善系统功能，提高系统性能； 

(4) 总结工作经验，提出改进方案。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1) 硬件设计与实现 

根据系统功能需求，本小组选取STC11F31XE单片机作为主处理器, 选用菲利普公司的PDIUSBD12作为USB 

DEVICE接口芯片，CH375芯片作为USB HOST接口芯片。其中，PDIUSBD12用来实现加密转接口与计算机的通信，使

转接口可以接收和处理SCSI/UFI命令和数据，CH375负责实现转接口对U盘任意扇区的读写。MCU实现对接口的控

制与对数据的加密，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 

(2)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采用Keil集成开发工具，利用C语言进行程序开发。根据功能需求，软件设计可分为四部分：USB 

DEVICE接口固件、USB HOST接口固件、数据加解密和密钥管理。 

USB DEVICE接口固件设计：MCU通过D12与计算机进行通信，主要研究USB通信底层协议以及USB通信端点的控

制，从而实现与计算机通信过程中将转接口配置为假U盘，使加密转接口可以接收和处理计算机发出的SCSI/UFI

命令。 

 USB HOST接口固件设计：研究MCU对U盘的读写，主要实现加密转接口处理SCSI/UFI命令，通过CH375对U盘的

扇区进行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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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加解密处理：主要研究DES加密算法的实现和MCU对U盘文件系统识别，通过转接口把计算机发给U盘的文

件数据加密存储，并隐藏加密数据的文件目录，解密过程是上述过程的逆过程。 

密钥管理：将加密算法DES所需的初始密钥保存在SD卡中，并通过SD卡进行用户身份识别。 

 

图1 系统结构 

3.实验及结果 

(1) 作品外观 

完成后的作品如下图所示。 

         

图2 作品外观  
(2) 功能测试 (以Kingston 2GB U盘作测试)  

第一步：把普通U盘直接连接计算机，可以发现名为“实验”的U盘盘符，打开该U盘会看到三个文件和一个

文件夹，这些均是未加密文件，如图3所示。 

 

图3 未加密文件 

第二步：U盘通过USB加密转接口连接计算机，但是不插入SD密钥卡，会发现USB转接口没有工作，计算机端

无任何响应，插入其它不带密钥的SD卡，计算机也无任何响应，实现了SD卡密钥管理和用户身份识别。 

第三步：U盘通过USB加密转接口连接计算机，并且插入SD密钥卡。在计算机上可以看到名为“国防之盾”的

U盘盘符，打开此U盘会发现加密文件，此时USB加密转接口正常工作，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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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U盘中原有加密文件 

第四步：向该U盘中复制一份文件，转接口将文件进行加密后存储在U盘中,如图所示； 

 

图5 向U盘中复制文件 

第五步：再用该U盘直接连接计算机，只能发现未加密文件，看不见加密文件，说明USB加密转接口能将加密

文件进行隐藏。 

3、 支持U盘的种类测试：通过大量的测试，目前支持的U盘主要有：Kingston、Sony、SSK（飚王）、清华紫

光、朗科、爱国者等市面上主流U盘。 

4、加密文件的加密强度测试（测试方法见详细报告） 

5、对加密文件的隐藏性测试 

该加密转接口不仅对数据进行了加密存储，还对文件目录进行了隐藏。 

(1)在测试2中已经看到U盘直接连接计算机时，无法看到已加密的文件，实现了对加密文件的隐藏； 

(2)使用专业恢复软件EasyRecovery对该U盘整盘扫描，仍然无法看到加密的文件,如图6所示。 

 
图6 Easyrecovery软件的使用 

4.创新点总结 

该USB加密转接口具有目前主流软硬件加密的主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些软硬件加密的不足，具有

较高的安全性和较强的实用性。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体现在几下几个方面： 

(1)即插即用，无需安装驱动和应用软件； 

(2)操作透明，加密存取由硬件来完成； 

(3)较强的通用性，该作品无需专用U盘，可完成对普通U盘的加密工作； 

(4)具有双重模式，数据逻辑隔离，加密数据和非加密数据在用户使用过程中是分开的，互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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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密钥独立管理，使用SD卡完成用户的识别与密钥的管理，增强了保密强度，同时方便用户管理。 

5.未来工作 

目前，该作品工作可靠、性能良好，但由于受限于硬件电路，总体性能需进一步改善和提高，总体工作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1)升级硬件系统，包括使用速度更快的微处理器和USB接口电路，使之能够支持IDE、SATA、eSATA等，而这

是整个系统性能提升的基础； 

(2)升级和优化固件程序，使之支持多分区U盘，多用户识别； 

(3)升级加密算法，拟采用3DES、AES等加密算法，增加加密强度； 

(4)研究密钥管理，采用加密强度更高、使用更加方便的密钥管理方法，例如指纹识别等进行密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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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义完整性的隐藏恶意代码检测系统 

参赛队伍：游伟,刘虹,刘爽,刘阳 

指导教师：梁彬 

参赛高校：中国人民大学 

获奖类别：一等奖 

摘要：Rootkit 是一类被攻击者用于隐藏自身踪迹和保留超级用户访问权限的工具
[1]
。它们

普遍具有隐藏特性，一般通过替换二进制命令文件、截获系统调用、截获内核函数指针、

直接修改内核对象等方式隐藏自身和相关恶意实体
[2]
，并与其它攻击工具结合使用，危害巨

大。其中，尤以内核模式的 Rootkit 为甚，其行为隐蔽、复杂、多变，对其进行检测更为

困难。当前，Rootkit 的检测方法和工具，主要从检测其隐藏功能角度出发，一般只涉及到

了 Rootkit 实现隐藏的某些方式，从程序文件、内核数据、内核控制流等较高层面的语义

完整性角度，对其加以检测。这样的检测机制不尽全面、彻底，可以被攻击者有针对性地

绕开，例如 hp
[3]
这个 Rootkit 就可以成功地绕开国际领先检测方法 SBCFI

[4]
。另外，虽然当

前有 KSTAT
[5]
等某些检测工具从较低层次的语义完整性角度进行检测，但由于其检测时进行

全内存扫描，因此性能较低。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较低层面语义完整性的检测方法，

该方法使用交叉视图（Cross-View)比对技术
[6]
，有针对性地扫描内存空间。并提出“不可

绕开特征”这一创新性的概念，扫描实体内核数据结构，从而获得系统内真实存在的实体

集合，将之与用户通过系统信息查看工具所能查看到的实体集合比较，检测出隐藏实体。

基于该检测方法，我们开发了相应的原型检测系统 RKDS（RootKit Detection System），适

用于主流的 2.4 版和 2.6 版 Linux 平台，能够准确、高效地检测隐藏的系统进程、网络连

接和内核模块。与现有的检测方法和工具相比，我们提出的检测方法具有以下优点：从较

低层面的语义完整性出发进行检测，难以旁路，检测精确；极具针对性地获得系统内真实

存在的实体，效率高；不依赖于特征库，能检测未知和变种的 Rootkit。 

1.相关工作 

当前，Rootkit的检测主要有4种方法： 

（1）以rkhunter为代表的，基于对已知Rootkit特征签名的检测[7]。此方法维护一个已知Rootkit特征签名

的数据库，通过模式匹配来检测Rootkit。 

（2）以Tripwire为代表的，基于对程序文件完整性的检测[8]。此方法在可信系统状态下，为关键的二进制

程序文件计算并保存Hash校验码，通过将检测时点的校验码与先前的相比对，来检测Rootkit。 

（3）以Nick等人提出的方法为代表的，基于对内核数据完整性的检测[9]。此方法，通过检测静态内核数据

和动态内核数据的完整性是否被破坏，来判断是否有Rootkit被植入。 

（4）以SBCFI为代表的，基于对内核控制流完整性的检测[4]。此方法主要关注内核程序的控制流完整性是否

遭到破坏，以此来判断是否有Rootkit被植入。 

上述这些检测方法和工具在检测Rootkit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它们大多从较高层面的语义完整性角度

出发，对Rootkit加以检测。这样的检测机制不尽全面、彻底，可以被攻击者有针对性地绕开。而现有从较低层

面对Rootkit进行检测的工具，又由于其检测时进行全内存的扫描而效率低下。为此，我们从较低层面的语义完

整性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性能高、难以旁路的检测方法，并在Linux平台上为之开发了相应的原型系统。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语义完整性的检测方法，该方法使用交叉视图比对技术。所谓交叉视图比对技术[6]，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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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通过比较不同途径获得的信息，根据其中的差异来发现异常。为此，引入两个相关概念：系统视图实体集和用

户视图实体集。系统视图实体集为系统内真实存在的实体集合，记作集合S；用户视图实体集为用户通过系统信

息管理工具所能查看到的实体集合，记作集合U。在此基础上，引入相应的语义完整性约束为：任何属于系统视

图实体集的实体，必然属于用户视图实体集，即对于(∀x) (x∈S →x∈U )。凡违背这一约束的实体，均被视为

隐藏实体，即设集合H =S-U，∀x∈H 为隐藏实体。 

基于这个检测方法，我们开发了相应的原型检测系统（RKDS），适用于主流的2.4版本和2.6版本Linux平台。

RKDS能够检测隐藏的进程、连接和模块，并提供结束隐藏实体的功能。如图1所示，RKDS由内核态模块（rkds.ko）

和用户态图形化控制程序（rkdsu）两部分构成。其中内核模块负责扫描系统内真实存在的实体、响应结束实体

请求；用户态程序负责获得系统视图实体集S 和用户视图实体集U、比对查找被恶意隐藏的实体，并输出检测结

果。内核态模块与用户态程序通过proc文件系统进行通信。 

 
图 1  RKDS 系统架构示意图 

实现RKDS系统有4个关键技术环节：获得系统视图实体集S、获得用户视图实体集U、交叉视图比对以获得隐

藏实体集H、结束隐藏实体。以下分别作简单介绍： 

（1）获得系统视图实体集S。由于一个实体在其整个生存周期内，必然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内核数据结构，此

类数据结构存在于系统内核空间中。首先，我们给出以下定义： 

定义：不可绕开特征是指可作为扫描依据的实体内核数据结构属性，这些属性与实体或系统的正常运行密切

相关，对其进行篡改将导致实体或系统无法进行工作。 

我们总结归纳了系统进程、网络连接和内核模块对应的内核数据结构特征，从中提取出其中的显著部分，进

一步研究。通过模拟攻击者旁路检测机制的方式，对实体特征进行修改，将修改后会造成实体崩溃（或不稳定）

及系统崩溃（或不稳定）的特征作为判断实体内核数据结构的依据，从而保证可靠地获得系统内真实存在的实体。

以获得系统内真实存在的进程为例，我们逐一分析了进程内核数据结构task_struct的成员变量，从中提取出不

可绕开特征—task_struct的成员变量thread_info中的task指针指向包含它的task_struct。任何修改这一特征

的企图，都将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因此，基于这一特征进行进程内核数据结构的扫描难以被攻击者旁路，从

而保证获得的系统视图进程集合真实、可靠。在搜索实体内核数据结构方面，盲目地进行全内存扫描，必然会导

致检测系统性能偏低。为此，我们深入分析了Linux内核关键数据结构的内存分配机制，发现Linux使用slab分配

器来管理这些内核关键数据结构的分配和释放。因此，我们有针对性地扫描slab，以获得系统视图实体集S，保

证检测系统具有较高的性能。 

（2）获得用户视图实体集U。通过模拟ps、netstat、lsmod等系统信息管理工具，读取proc文件系统中的相

关目录和文件，以此获得用户视图实体集U。 

（3）交叉视图比对以获得隐藏实体集H。通过比较系统视图实体集S与用户视图实体集U之间的差异，获得隐

藏实体集H。 

（4）结束隐藏实体。当用户请求结束实体时，用户态程序通过proc文件系统向内核态模块发送命令。由内

核态模块负责结束实体：向要结束的进程发送kill信号以结束进程；关闭要结束的连接对应的socket文件描述符

以结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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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及结果 

为了验证检测方法和检测系统的实际功能和性能，我们分别在 Linux-2.4（1.73GHz CPU，512M RAM，Red Hat 

Linux 7.3，2.4.18 内核，虚拟机：VMware）和 Linux-2.6（1.83Ghz CPU，2G RAM，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4，2.6.9 内核）环境下对 RKDS 进行功能测试和性能测试。结果表明，RKDS 在功能和性能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 

功能测试方面，我们收集到能成功运行于实验环境的8个Rootkit
[3]
，其隐藏方法包括截获系统调用(System 

Call Hook)、截获内核函数指针（Function Point Hook）、直接修改内核对象（DKOM）。RKDS均能检测出来，且

不存在误报。作为比较，知名检测工具rkhunter
[7]
和先进检测方法SBCFI

[4]
存在一定的漏报，如表1。 

Rootkit 

名称及版本 

Linux 

内核版本 

Rootkit 隐藏功能 检测情况 

进程 连接 模块 RKDS rkhunter SBCFI 

adore-0.42 2.4 是 是 是 √  × √ 

adore-ng-0.56 2.6 是 是 是 √ × √ 

knark-2.4.3 2.4 是 是 是 √ √ √ 

wnps-0.26 2.6 是 是 是 √ × N/A 

enyelkm-1.1.2 2.6 是 否 是 √ × N/A 

yl3rk-1.0 2.6 是 否 是 √ × N/A 

hp-1.0.0 2.4 是 否 否 √ × × 

modhide-1.0 2.4 否 否 是 √ × √ 

表 1  RKDS 功能测试结果 

性能方面，我们在Linux-2.4和Linux-2.6环境下，分别测试了RKDS检测进程、检测连接和检测模块的执行时

间。并通过对比RKDS安装前后，性能测试软件Unixbench对系统的评分以及三个典型的系统调用执行时间的变化，

来评估RKDS对操作系统整体性能的影响。测试结果表明：在Linux-2.6下，RKDS对被隐藏进程、连接和模块的检

测平均时间在0.1s左右；在Linux-2.4下，基于操作系统本身的实现机制，我们为获得实体需要扫描的内存数据

结构要多一些，因而RKDS的检测时间与在Linux-2.6下相比要长一些。但RKDS在Linux-2.4下检测实体所用时间也

不超过1s。RKDS对操作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局部性能的影响都十分微小，系统的性能下降不超过1%。表2是RKDS性

能测试结果。 

Linux 

内核版本 
测试项目 

测试结果 性能开销增

加 安装 RKDS 前 安装 RKDS 后 

Linux-2.4 

使用 Unixbench 测试( 得分 ) 107.2 106.2 0.933% 

典型系统

调用（s）

getpid() 1.011040875 1.014007625 0.29343522%

open() 2.740464375 2.745073125 0.16817405%

Linux-2.6 

使用 Unixbench 测试( 得分 ) 266.2 265.3 0.338% 

典型系统

调用（s）

getpid() 1.389093953125 1.39306724 0.286% 

open() 2.930956034375 2.933304578125 0.0801289% 

表 2  RKDS 性能测试结果 

4.创新点总结 

我们提出的检测方法及实现的原型系统，与现行的其它检测方法和检测工具相比，具有以下创新点： 

（1） 从较低层面的语义完整性出发进行检测，难以旁路，检测精确 

我们的检测方法立足于较低层面的语义完整性，关注到 Rootkit 隐藏特性难以旁路的两个关键点：所有实

体，不论可视与否，在其生存周期内必然在内存中有相对应的内核数据结构；所有 Rootkit，不论采用何种隐

藏方式，必然会导致系统内真实存在的实体与用户通过系统信息管理工具所能看到的实体不一致。在扫描实体

的内核数据结构方面，我们使用不可绕开特征作为依据，这一点保证了我们获得的实体信息真实可靠。我们的

检测方法能够检测出国际领先检测方法 SBCFI
[4]
所不能检测出的 Rootkit。 

（2） 极具针对性地获得系统内真实存在的实体，效率高 

我们开发的检测系统在获得系统内真实存在的实体方面，采用极具针对性的扫描方式，相比基于全内存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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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同类型检测工具 KSTAT
[5]
，具有更高的性能。 

（3） 不依赖于特征库，能检测未知和变种 

我们的检测方法不依赖于特征库，不需要已知 Rootkit 的特征签名，它的检测是基于较低层次语义完整性

的，不仅能够检测出已知的 Rootkit，还能够检测出未知的和变种的 Rootkit，优于基于签名的 rkhunter
[7]
等

检测工具。 

5.未来工作 

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较低层面语义完整性的检测方法，通过交叉视图比对技术[2]，检测隐藏实体。基于这个

检测方法，我们在Linux-2.4和Linux-2.6平台上分别开发了相应的原型系统，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我们提出的检测方法是与平台无关的。但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只在Linux平台上开发了相应的原型检测系

统。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在Windows等操作系统平台上实现我们的检测方法，使之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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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动态完整性检测系统 

                               ——PDIMS 

参赛队伍：魏成龙,宋少华,华雯,边攀 

指导教师：梁朝晖 

参赛高校：中国人民大学 

获奖类别：一等奖 

摘要：恶意软件破坏计算机安全的惯用手段是破坏进程的完整性，因此监视操作系统中进

程的变化，检测进程的完整性，防止进程被恶意篡改对保护计算机系统安全至关重要[1]。

进程的完整性检测可分为静态完整性检测和动态完整性检测。与静态完整性检测相比，动

态完整性检测能够检测出进程在执行过程中是否被恶意篡改，从而可以更好地确定进程的

可信性。我们从实时、动态检测的角度出发，针对进程执行时内存代码被篡改的威胁，提

出了一种以页为粒度的进程动态完整性检测方法，并以 Linux 操作系统为基础开发了一个

原型系统——进程动态完整性检测系统 PDIMS（Process Dynamic Integrity Measurement 

System），实现了以页为粒度的进程动态完整性检测与保护。PDIMS 根据进程的结构特征，

借助进程的可执行文件，剖析出进程执行时的代码布局，结合操作系统的工作原理及新一

代 CPU 的代码执行支持机制[2]，在代码页执行时，在操作系统内核中捕获并检测进程的完

整性。与现有的完整性检测系统相比，PDIMS 能动态跟踪进程代码页的变化，检测进程执行

时是否被恶意篡改，以确保进程的动态完整性，克服了现有检测系统在进程动态完整性检

测方面的不足。PDIMS 的主要贡献在于实现了以页为粒度的进程内存代码的动态完整性检

测，并充分利用新一代 CPU 的硬件支持机制，实现了对进程代码的实时、高效检测，同时，

通过面向现实威胁的实证检验，证明了 PDIMS 能够正确高效地检测进程的动态完整性。  

1.相关工作 

 从已有的经验和研究成果来看，系统的完整性检测可在多个层面上实施。 
(1) 以Tripwire[3]为代表的经典静态完整性检测系统立足于检测攻击者对文件系统实体的恶意篡改，但它

们并没有考虑到进程的动态映像（即执行时的进程状态），因而，如果进程在运行过程中被恶意篡改，这种类型

的检测系统将无法检测。 

(2) CoPilot[4]和NFORCE[5]通过对指定内存区域的检查来判定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是否被恶意破坏。然而，

它们只能对处于预定义区域中的信息的完整性进行检测，但不能将检测的内存区域与目标进程实际使用的内存区

域对应起来，因而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进程完整性的实际情况。 

(3) LKIM [6]通过对内核中关键数据结构的检测来刻画内核的动态完整性。尽管它能有效地检测Rootkit注

入、动态篡改等攻击行为，但它的主要目的是检测内核完整性，没有真正实现对进程的完整性检测。 

(4) Patagonix[7]的工作在进程动态完整性检测方面与我们的工作比较接近，但它主要集中于采用虚拟机技

术来对检测机制进行保护，同时仅仅对一些常见的Rootkit进行了检测，没有对进程代码在执行时被篡改的现实

攻击手段进行实证检验。因而，无论从着眼点还是实证检验方面来看，与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综上所述，系统完整性检测是国际上的一个热点研究课题，并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但我们的工作与前人的

工作相比仍具有很多突出的特点，并且实现上也有相当的难度。因此，PDIMS 的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

用价值。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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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实时、动态检测的角度出发，针对进程执行时内存代码被篡改的威胁，提出了一种以页为粒度的进

程动态完整性检测方法，并以 Linux 操作系统为基础开发了一个原型系统 PDIMS，实现了以页为粒度的进程动

态完整性检测与保护，PDIMS 原型架构图如图 1所示。 

 

PDIMS 主要技术环节包括以下五部分：  

①建立进程代码页完整性数据库： 此完整性数据库是 PDIMS 进行进程态完整性检测的基准。根据进程的

结构特征，借助进程的可执行文件，通过解析器剖析出进程执行时的代码页布局。将代码页信息传递给摘要计

算器，计算出进程被装载执行时各页的摘要（Hash 值），形成代码页完整性数据库。 

②设置进程代码页 NX（No eXecute）位：PDIMS 充分利用新一代 CPU 引入的 NX 位机制[2]，在页面执行前

设置 NX 位不可执行，这样处理器从此页面取指令执行时会产生一个异常，我们在 Linux 操作系统内核捕获此异

常，并在异常处理函数中进行进程代码页的完整性度量。 

③异常处理函数中检测进程动态完整性：通过设置 NX 位，我们在代码页执行时使其先陷入内核异常处理

函数中，在此函数中我们计算出此页面的摘要，然后检索数据库得到其对应的摘要值，如果二者是一致的，我

们认为此代码页未被篡改，否则，认为该代码页被恶意篡改。 

④检测后恢复代码页继续执行：当一个页面检测完成后，如果判定其没有被篡改，我们需要恢复 NX 位，

设置该代码页可执行，使其正常执行下去。为了防止页面在检测之后被恶意篡改，我们在设置不可执行后还要

对其设置写保护，这样当页面在检测之后被篡改，我们仍可以捕获写异常，并再次将此页面降级为不可执行，

保证了此方法对进程动态完整性检测的正确性。 

⑤内核态/用户态数据交换：PDIMS 的完整性数据库、需要保护的进程的信息处于用户空间，而完整性度量

在内核空间；另外，检测结果处在内核空间，需要向用户空间提示此信息。所以我们需要将内核态数据与用户

态数据以合适的方式进行交换。PDIMS 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了两种数据交换的方式——内核符号表，proc 文件

系统，完成了内核态/用户态的数据交换。 

3.实验及结果 

我们在Linux平台上设计并实现了进程动态完整性检测系统——PDIMS，并对其进行了两方面的测试：一方面

是功能测试，测试其是否满足我们所希望的功能需求，另一方面是性能测试，测试系统运行后对于测试平台的性

能影响。 

在功能测试中，主要测试PDIMS能否对进程执行时代码页被篡改进行精准的检测。我们使用了基于ptrace机

制的篡改进程执行体的恶意攻击[8]，将攻击者的shellcode注入进程的执行体。在测试中，我们使用了一个流行

的shellcode,q其目的是添加合法用户，注入进程vi中。结果显示，在未启用PDIMS保护vi时，该恶意攻击成功，

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成功添加了用户t00r到系统中； 而在启动PDIMS保护vi后，系统检测到该恶意攻击，并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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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到被篡改的页面，阻止其继续执行，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下面红色部分为检测出的出错代码页信息。 

 

图 2  PDIMS 检测结果 

   在性能测试中，我们对典型的系统调用、常用的命令及测试平台的整体性能进行测试，观察其在PDIMS安装

前后的系统性能开销，发现安装PDIMS对操作系统性性能开销影响较小。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性能测试 

测试项目 安装PDIMS前 安装PDIMS后 性能开销 

UnixBench 485.0 476.9 1.84% 

典型

系统

调用 

getpid(1000万次) 0.152944 0.158938 3.919% 

open(100万次) 3.9222194 3.9856382 1.617% 

sethostname(1000万次) 9.615482 9.7184334 1.071% 

常用

命令 

tar 0.388540 0.3891378 0.154% 

gzip 7.610042 7.617188 0.094% 

cp 6.8692288 6.888438 0.280% 

4.创新点总结 

我们提出了一种以页为粒度的进程动态完整性检测方法，并以 Linux 操作系统为基础开发了一个原型系统

——PDIMS，主要创新点如下：  

 实现了对进程完整性的动态、实时检测。以Tripwire为代表的传统静态完整性检测工具主要针对目标文件的

完整性进行检测，然而当进程装载进内存开始执行时，这些静态完整性检测工具将不能动态、实时的跟踪检

测。PDIM系统引入动态、实时的检测机制，在进程执行时利用操作系统工作原理及CPU硬件机制，动态地跟

踪当前执行的代码页，实时地检测进程的完整性。 

 充分利用新一代CPU的NX位硬件机制，实现了进程执行时完整性的高效检测。在进程装载入内存时，设置代

码页NX位，当进程执行此页时将产生异常，我们在相应的异常处理函数中，计算当前页面摘要值并与完整性

数据库中的摘要值进行比对，进而确定该页是否被恶意篡改。利用硬件机制，实现了进程执行时检查，检测

性能较高。 

 提出并实现了一种不依赖于攻击行为特征的进程完整性检测方法。许多防御检测工具，往往基于攻击方法的

特征进行检测，它们收集并形成攻击方法特征库，然后将检测的异常特征值与数据库中的特征值比对，确定

检测结果。这种类型的检测工具对于未知的攻击无法检测。PDIMS摆脱对攻击方法特征的依赖，并不关注

进程如何被篡改，以及篡改后恶意代码要做什么，而是抓住了进程动态完整性被破坏的本质即代码页被篡改，

进行检测。所以，PDIMS不需要维护攻击方法的特征库，维护开销较小，并可以对未知的攻击方法进行检

测，应用面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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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现实威胁，对系统完整性检测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目前典型的进程动态完整性检测工具Patagonix，
主要针对rootkit对进程的破坏进行检测保护，但是没有对Linux等实际操作系统平台上进程动态被篡改的攻

击手段进行实证检测，仅仅对一般常见的rootkit进行了检测验证，而这些rootkit并没有篡改执行进程的代码

页，所以无法验证其实际功效。我们仔细分析了目前黑客篡改进程代码页的具体实例，如基于ptrace系统调

用机制的攻击，在PDIMS上进行攻防验证，真实地看到PDIMS检测到该恶意攻击，并及时阻止其继续执行。 

5.未来工作 

 我们从实时、动态检测的角度出发，针对进程执行时内存代码被篡改的威胁，提出了一种以页为粒度的进程

动态完整性检测方法，并以Linux操作系统为基础开发了一个原型系统PDIMS，实现了以页为粒度的进程动态完整

性检测与保护。经过测试，PDIMS在防御范围的广泛性、保护对象的多样性以及整体性能的高效稳定性等方面有

着突出的表现。 

 原型系统中我们为常见进程建立了动态完整性数据库。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完善此数据库并研究更加

高效的检索算法，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性能。另外，我们提出的检测进程动态完整性的方法与平台无关，我们将扩

大我们的应用范围，在更多的操作系统中实现原型系统，使之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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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多还原点的磁盘隔离系统 

参赛队伍：焦永生,李程  

指导教师：舒辉 

参赛高校：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获奖类别：一等奖 

摘要：目前，磁盘数据安全问题备受关注，与之相关的安全产品也相继出现，但是在功能

上普遍存在一些缺陷。针对当前磁盘数据安全软件存在的时间空间效率低问题，我们开发

了支持多还原点的磁盘隔离系统。该系统通过采用接管空闲磁盘空间分配与回收技术、BIOS 

INT 13H 重定向技术、内存防覆盖技术、磁盘过滤驱动技术，在建立合理的数据结构的基础

上实现了 Windows 操作系统下在一块磁盘上建立多个隔离区，每个隔离区建立多个还原点

的功能。在相同的环境下，与市场上同类产品测试比较，完成同样的工作该系统的空间效

率与时间效率比较高。  

1.相关工作 

1.1 系统设计思路 

系统的设计思路中并不对 Windows 文件系统的任何表结构做任何的更改和控制，而是为每个隔离区设计工

作映射表，保存该隔离区的地址映射关系，其它隔离区的数据在该表中没有映射关系。系统中的隔离区与通常

意义上的硬盘隔离卡划分的隔离区是不同的，它不是硬盘的一个或几个分区，而是系统经过工作映射表的地址

映射之后所能读写的硬盘数据和该映射关

系的集合，它是一种逻辑上的隔离。隔离

区的创建过程实际上就是工作映射表的创

建过程。整个系统的设计思路如图 1所示。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所有的硬盘数据

的读写都经过工作映射表的地址映射之后

再向底层硬件提交读写请求，不同的隔离

区只能读写不同地址的数据，从而实现隔

离功能。工作映射表中地址映射关系的地

址空间是面向整个硬盘的，因此实现了多

个隔离区共享整个硬盘空间。图 1 中的还

原点映射表是为还原功能设计的，该表保

存创建还原点时刻工作映射表，并通过冗

余存储来保护受保护数据，当还原系统时，

将备份的还原点映射表替换当前工作映射

表，实现还原。 

在本系统的设计思路中涉及到截获所有对磁盘数据的读写操作，而这个过程需要分两种情况： 

(1) 在磁盘驱动加载之前，系统对磁盘数据的读写是通过 BIOS INT 13H 中断来完成的，需要通过 BIOS INT 

13H 重定向来实现对磁盘读写的重定向。 

(2) 磁盘驱动加载之后，所有对磁盘数据的读写都是通过 I/O 管理器向磁盘功能驱动程序发送 IRP 包来实

现的，通过设计磁盘过滤驱动，截获发往磁盘驱动的 IRP 包，实现文件读写的重定向。 
1.2 系统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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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模块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初始化模块，系统管理模块和磁盘过滤驱动模块。 

初始化模块负责管理数据区的初始化操作，主要工作包括获取磁盘的基本信息，创建和初始化管理数据区，

设计并配置私有 MBR 等。 

系统管理模块负责实模式下系统的控制，主要工作包括隔离区操作和还原点操作， BIOS INT 13H 的重定

向，实现实模式下磁盘扇区读写的重定向等。 

磁盘过滤驱动模块负责 Windows 系统下对磁盘读写请求的截获，主要工作是对读写请求进行扩展处理，

实现文件读写的重定向。 

2.作品研究内容 

本作品研究的目标是开发出磁盘隔离与还原系统，实现 Windows 下单硬盘的多隔离区、多还原点。根据以

上研究目标，本作品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研究了磁盘隔离与还原技术，分析提出本作品支持多还原点的磁盘隔离系统的设计思路。 

(2) 研究了 Windows 主要文件系统的数据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获取了磁盘的基本信息和空间使用状况，为

实现空闲磁盘空间的接管提供保证。 

(3) 研究了实模式下磁盘访问重定向技术，实模式下磁盘的读写依靠 BIOS INT 13H 中断来完成，通过接管

INT 13H 中断可以实现磁盘读写的重定向。 

(4) 研究了 WDM 驱动程序模型，剖析了磁盘 I/O 的处理流程，设计磁盘过滤驱动，过滤发往磁盘驱动的 IRP

包[4,5,6,7]，实现 Windows 启动后文件读写的重定向。 

(5) 对研发的支持多还原点的磁盘隔离系统进行测试：分别在 Windows 2000 和 Windows XP 系统中的不同

分区格式进行了功能和性能测试，与当前市场上比较流行的相关软件作了功能和性能上的比较，并得出 后的

结论。 

3.实验和结果 

为了验证系统是否达到设计要求，我们在 Windows 2000 和 Windows XP 系统中的不同分区格式进行了功能

和性能测试，对其功能实现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性能以及稳定性进行了测试，并详细记录了测试数据。 

3.1 正确性和有效性测试 

对于隔离功能，我们的测试方法如下：在一个隔离区中进行磁盘数据修改的操作后，进入其他隔离区查看

是否变化，再对新进入的隔离区进行磁盘修写操作，如此反复，检测隔离功能的实现。经过大量测试，我们的

隔离系统准确实现了多隔离区，并且多隔离区共享同一硬盘空间，隔离区之间的操作、数据互不可见。 
对于还原功能，我们的测试方法如下：在一个隔离区中创建还原点，然后进行磁盘数据的修改操作，再对

该隔离区进行还原，查看是否恢复到创建还原点的时刻。大量测试结果表明系统能够准确实现还原功能，符合

设计要求。 

3.2 性能测试 

通过以下几个参数来衡量本系统的性能： 

(1) 拷贝文件时在本系统中耗时与正常耗时的比例，用来衡量磁盘读写效率的降低。 

(2) 管理数据区空间占总磁盘空间的比例，用来衡量系统的空间开销。 

(3)系统还原时间，用来衡量系统还原率。 

测试结果表明，系统数据结构占用总磁盘空间小于 2%，磁盘读写效率降低小于 10%，还原时间都在 15 秒以

内。 

3.3 稳定性测试 

由于本系统涉及到磁盘过滤驱动技术，因此维护内核的稳定性就至关重要。经过在 Windows 2000，Windows 

XP 环境下进行多次测试，测试结果表明系统连续工作 72 小时下运行稳定，功能实现准确，达到了预期设计的

要求。 

按照软件测试要求，对支持多还原点的磁盘隔离系统的功能、性能指标和稳定性进行测试，通过对测试数

据的分析，本系统实现了单硬盘下的多隔离区设置，每个隔离区可以设置多个还原点的功能，并且磁盘空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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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2%，读写效率降低<10%，还原速度快且运行稳定，符合设计要求。通过与市场上同类软件的比较，结果

显示本系统控制功能更加完善、操作更加灵活。 

4.创新点总结 

4.1 思想创新 

该系统并不对Windows文件系统的表结构做任何的更改和控制。通过对Windows下各种文件系统对硬盘数据

信息的组织形式及其主要数据结构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我们抛开已有的实现方法，另辟蹊径，完全独立的设计了

磁盘分配表，工作映射表以及还原点映射表，基于这些表结构，准确且有效的实现了系统隔离和还原功能，并且

保证了系统的运行性能。 
4.2 技术创新 

(1) 接管空闲磁盘空间的分配与回收 
目的：防止共享数据和还原点数据被破坏。正常情况下，当删除文件时，该文件占用的磁盘簇将变为空闲

簇，可以被再次分配。而在本系统中，在一个隔离区中删除某个文件，该文件可能也是其它隔离区共享的，也

可能是某还原点的数据，因此不能将该磁盘簇重新分配，所以我们要接管文件系统对磁盘空间的分配与回收。 
设计思路是：设计磁盘分配表，在磁盘隔离系统安装时完成初始化，表中记录所有磁盘簇的使用情况，即

标记磁盘簇是已分配还是空闲的。标记方式是在表中设计数位，为零表示此磁盘簇是空闲的，大于零表示此磁

盘簇是已分配的。当需要分配空闲磁盘簇时，系统便去磁盘分配表中寻找计数位为零的表项。 
(2) 利用缓存提高实模式下的读写效率 
目的是提高实模式下的磁盘读写效率。 
设计思路是：开辟了一段内存作为缓存，管理数据区中的部分数据被预先读到缓存中。当管理程序需要读取

磁盘数据时，先到缓存中查找，如果没有命中再去磁盘中读取。根据数据访问的局部性和顺序性原则，与之邻近

的数据也可能很快被访问到，在读取该数据的同时，将与之邻近的数据也一并读入缓存中。 
(3) 实模式/保护模式下读写的重定向 
目的是实现对缓存、管理数据区、还原点数据、共享数据等的保护。 

设计思路是：在实模式下读写磁盘扇区数据是通过BIOS INT 13H中断[3]来完成，那么通过构造INT 13H中断

向量的入口点函数，替换原有的入口点函数，对中断处理进行干预，可以实现对磁盘读写的控制。保护模式下，

Windows系统已经启动，所有对磁盘数据的读写都是通过磁盘功能驱动完成的，我们设计磁盘过滤驱动，将其绑

定在磁盘功能驱动上，从而所有发往磁盘驱动程序的IRP请求都将首先经过磁盘过滤驱动的处理，然后才会到达

磁盘驱动。在磁盘过滤驱动中更改读写地址便可以实现文件读写的重定向。 

5.未来工作 

支持多还原点的磁盘隔离系统软件已经实现，并在多个不同的系统环境不同分区格式下进行了测试，为今

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整个项目开发人员少、时间紧、任务重，还有许多的问

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1) 进一步完善系统的功能。加入磁盘碎片整理功能，能够在系统空闲的时候，比如屏保后或者用户锁定

计算机后自动进行磁盘碎片整理工作。 

(2) 研究动态添加还原点的功能，本系统采用安装时预先约定还原点数量的方式，当创建的还原点数量超

过约定的 大值时将不能再设定新的还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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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风诺)Web 服务防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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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高校：北京理工大学 

获奖类别：一等奖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黑客软件的泛滥，许多网站时常受到恶意攻击，中、

小型网站的安全问题尤为突出。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黑客软件的出现降低了攻击

的技术门槛,网站缺乏必要的经常性维护，被篡改后长期无人过问，网站的防护软件在处理

攻击行为时存在滞后性和被动性等。“风诺”系统是一款主要面向中、小型信息发布网站的

Web 服务防护系统。本系统基于 Windows 服务结构，提供基于 B/S 框架的远程控制功能，除

具备目录监控、资源防盗链、SQL 注入检测等常见功能外，系统还实现网页防篡改和服务陷

阱功能，能够通过开启服务陷阱实现主动防御，并能在网页被非法篡改后毫秒级还原。本

系统已经被网络安全专业公司选用,在经过了长达两个月的功能及性能测试以及在包括校

园网站和公司、部委等各类信息发布网站上进行稳定的试运行后,已经准备大面积部署到在

京的某些部委网站上正式运行。系统从第一版发布迄今,经过了超过半年的不同类型网站正

常运行测试。结果表明：本系统可以很好的抵御中、初级黑客的各种攻击和入侵，达到了

系统的设计目标要求。 
关键词：Web 防护 主动防御 网页防篡改 防盗链 服务陷阱 

1.相关工作 

“风诺”Web服务防护系统是“风诺”开发团队在对中、小型网站安全防护需求进行详细的调查，以及对同

类Web防护产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后，自主设计并开发的一套针对Web服务器的防护系统。目前，本系统已部署在多

家网站进行试运行，运行时间已达半年之久。 

本系统的实现难度在于应用层与驱动层之间的整体交互，故本小组在开发系统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驱动级

程序开发。系统采用 C++作为开发语言，使用 Microsoft Visual C++ 6.0、IFS-DDK 等集成开发环境，本小组

手写驱动程序代码总计二万余行，克服了开发工作量大与驱动程序调试难等困难。 

由于不仅仅满足于原型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在后期实际测试过程中，本小组通过和业界单位积极沟通，并与

专业安全公司合作，将本系统进行全面的功能和性能测试,并安装在包括校园网站以及公司、部委等各类信息发

布网站上进行试运行，通过系统的日志功能积累了大量的实际运行数据，为系统的不断改进提供了依据。  

表1 “风诺”Web服务防护系统代码统计 

模块 代码总量（单位：行） 字节总量（单位：byte） 

监控 69488 2127872 

保护 30643 915456 

防火墙 21791 643082 

界面 5012 132096 

总行数 131946 3950592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风诺”Web 服务防护系统综合采用多项安全防护技术开发，集安全检测、分析、响应于一体，旨在为服

务器提供全方位的保护。系统主要包括监控、保护和防火墙三大功能模块，涵括 Web 服务防护、服务陷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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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监控、资源防盗链、网页防篡改、ARP 防火墙、传统防火墙、邮件通知、日志管理和远程控制等十个子功能。

其功能及层级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功能及层次关系图 

为实现以上功能，“风诺”系统主要对以下关键技术进行深入研究： 

(1)网页防篡改 

网页防篡改功能通过采用基于事件触发机制的驱动级文件保护技术，实现了对服务器文件的保护。首先将

用户指定保护文件备份至安全目录，并计算出唯一数字水印添加至水印库。公众每次访问受保护网页时，都将

该网页的数字水印与事先记录的数字水印进行对比，一旦发现网页被非法篡改，立即在系统底层直接还原，保

证被篡改的网页内容不被公众浏览。同时，将篡改信息记录到日志中，并通过邮件的方式向管理员进行报警。 

(2)服务陷阱 

服务陷阱通过开启常用端口，并能够根据协议规则模拟出真实的网络服务。当用户频繁访问这些服务陷阱

时，系统对访问者信息进行记录。因为这些服务并不是真实提供的，所以有理由认为访问者是恶意的，可以根

据用户设定的规则对其进行处理。 

(3)资源防盗链技术 

资源防盗链技术基于 Windows IIS Web 服务器技术开发的 ISAPI 过滤器子系统。该过滤器拦截所有传入的

HTTP 请求并进行检查，截取 HTTP 报头中的 REFERER、HOST 信息和 URL 中的资源后 ，通过 REFERER、HOST 信

息对比分析出是否为其他服务器进行盗链，分析结果是其他服务器，则认定为盗链行为。 

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实际运行结果表明，本系统具有的 Web 服务防护功能、服务陷阱功能和防火墙功能，

能够将大部分还处在网络试探阶段的攻击行为拒之门外；目录监控和网页防篡改功能则能够在黑客入侵服务器，

上传恶意代码并篡改网站文件时将网站损失降到 低。 

3.实验及结果 

由于页面有限，实验及结果只介绍“风诺”系统的重点与难点功能部分。 

(1)网页防篡改功能实验 

 实验步骤 

在没有开启网页防篡改的情况下，篡改受保护网页。在网页防篡改开启的状态下，篡改受保护的网页，对

比两者不同之处。 

 实验结果 

没开启网页防篡改情况下，篡改受保护网页的结果。 

开启网页防篡改，篡改受保护网页的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开启网页防篡改情况下篡改受保护网页的结果 图 3 系统对扫描虚拟端口达到预置频率的 IP 进行阻止 

(2)服务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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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步骤 

当用户非法扫描虚拟端口时，查看系统对这些 IP 是否进行阻止处理。 

 实验结果 

当用户对系统开启的虚拟端口进行扫描，且频率达到用户预置的扫描频率时，系统对非法用户的 IP 进行

阻止处理的结果如图 3所示。 

通过实验测试表明，“风诺”系统各项功能运行正常，效率合格，可以为中小型信息发布网站提供有力保

护，抵御来自中、初级黑客的入侵。同时，在试运行过程中，我们根据网站防护的实际需要改进了系统的部分

功能，使得系统的功能更加健壮。 

4.创新点总结 

“风诺”Web 服务防护系统定位明确，主要面向对象为基于 WINDOWS 系统的中、小型信息发布网站，可以

抵御中、初级黑客的大多数入侵。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系统针对性强，功能全面，具备网页防篡改、服务陷

阱等十个功能模块，可以自动实现检测，分析和响应于一体的全方位防护。与同类防护产品相比，具备功能全

面，自动化程度高，性能稳定等明显优势。 

在防御方面，“风诺”Web 服务防护系统引入主动防御思想，通过对访问者行为的判断作为入侵检测的依据，

利用系统的高性能反馈机制，及时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反馈，能在第一时间阻止可疑行为，将恶意攻击行

为扼杀在试探扫描阶段，从而改变了传统的 web 服务器直到被攻击者造成一定危害以后才能采取应对措施的被

动局面。 

在保护方面，“风诺”Web 服务防护系统对 Web 文件防护采用事件触发的驱动级文件保护技术，将文件保护

核心内嵌于 Web 服务器系统，在监控“写”的同时，也监控了“读”的操作，从根本上守住了网页流出的途径，

有效地杜绝用户浏览到被篡改网页的可能。 

5.未来工作 

(1)在“风诺”系统已有的功能基础上，结合下一步的推广部署工作，明确更多的Web服务器实际安全防护需

求，对系统进行二次开发，增加更多的实用功能，使系统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2)紧密配合网络安全专业公司的推广工作，进一步扩大系统的应用面，使“风诺”成为一款更加完善的网

站防护软件。 

(3)目前，本系统目前主要面向基于WINDOWS系统的中、小型网站，本小组希望开发系统的其他操作系统版本，

并进一步了解大型、分布式网站的实际需求，拓宽系统应用范围和规模。 

参考文献 

[1] 张大方. 软件测试技术与管理[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 

[2] 王艳平,张越. Windows 网络与通信程序设计[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3] (美)里克特,(法)纳萨尔 Windows 核心编程(第 5 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4] 《黑客防线》编辑部. 《黑客防线》2009精华奉献本[M] 北京: 人民邮5出版社, 2009. 

[5]  楚狂人. Windows 文件系统过滤驱动开发教程(第二版)2007. 

[6] (美)里克特,(法)纳萨尔. Windows 核心编程(第 5 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7] Michael R. Brumm. ISAPI Filter for Microsoft's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http://www.michaelbrumm.com/leechblocker.html. 

[8] 《黑客防线》编辑部. 《黑客防线》2009精华奉献本[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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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硬件平台的移动存储设备信息隐藏系统 

参赛队伍：卫奇,王诗君,于飞,刘潇 

指导教师：金天 

参赛高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获奖类别：一等奖 

摘要：随着移动存储技术的迅猛发展，U盘、移动硬盘等移动存储设备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

应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移动存储设备的失窃带来的泄密往往严重而且难以

挽回，且移动存储设备大多处理、存储过私密数据，因此在淘汰时还会造成回收上的问题。

更有恶意程序被设计出来，旨在通过感染PC机来获取涉密U盘或移动硬盘上的信息。针对于

此，可以将需要保密的文件（秘密信息）隐藏
[1]
在一般的图像、视频或其他媒体文件（宿主

信息）中，并保存到移动存储设备。这样，秘密信息便以隐藏的方式存在于U盘等移动存储

设备这种不安全的信道中。将实现该功能的设备称为“隐藏终端机”，开发平台选择ARM 2440 

DVK-Ⅰ开发板
[2]
，开发语言为C++.当将移动存储设备插入计算机USB接口或内置密钥不同的

ARM板时，看到的只是一般的媒体文件。而只有将移动存储设备与验证过密钥的ARM板相连，

才能从媒体文件中提取出隐藏信息。 

1.相关工作 

信息隐藏的研究虽然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隐写术，但对于以数字媒体为载体的数字信号隐藏来说，国际上正式

提出这方面的研究则是从1992年Kurak等提出图像降级用于秘密交换图像开始的。在1995年上半年，剑桥大学的

Ross Anderson就注意到国际上至少已经有五个不同的研究组在从事信息隐藏方面的研究。在他的推动和组织下，

国际上的第一届信息隐藏研讨会于1996年5月在剑桥大学举行。这次会议推动了信息隐藏理论和技术的研究，至

今先后召开了六届国际信息隐藏学术会议。 

我国在 1999 年 12 月 11 日，在何德全、周仲义、蔡吉人三位院士的积极倡导下，由北京电子技术应用研究

所组织，召开了全国第一届信息隐藏学术研讨会。国家“863 计划”、“97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都对信

息隐藏领域的研究有项目资金支持。自 2001 年以来，相继有信息隐藏技术领域的专著发表。从目前的研究发展

来看，我国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与世界水平处在同一阶段，而且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思路，但就研究成果来说，

大多局限在初始阶段，还没有商品化的软件推出。 

2.研究内容 

本系统的设计目的是实现秘密信息在 U 盘中的安全存储与传输。实现方法是用存放在 ARM 中的密钥先将信息

在 ARM 中进行 DES 加密，之后再将密文隐藏在载体图片中，隐藏所需的密钥也存放在 ARM 中。 

具体工作包括： 

 开展了顺序隐藏和二次随机隐藏算法的实现工作 

 设计实现了基于阈值的随机隐藏算法 

 实现支持多种文件类型的信息隐藏 

 对上述算法进行了全面的性能分析和对比 

 核心模块采用跨平台语言开发，支持PC和ARM平台，兼顾作品的性能和便携性 

在研究传统顺序 LSB 隐藏算法
[3]
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两次随机

[4]
的 LSB 隐藏算法和基于阈值判决的隐藏

算法，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与性能测试
[5]
。经分析可知，隐藏容量、安全性、健壮性总是相互制约的。 

一、 传统 LSB 顺序隐藏算法 

二、 基于两次随机的 LSB 隐藏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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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于阈值判决的 LSB 隐藏算法 

本系统实现结构图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结构图 

研究发现，本系统不仅可以对文本文件txt、doc进行隐藏，而且可以实现对mp3、wav等音频文件，bmp、jpg

等图像文件
[6]
进行隐藏。同时，由于LSB的大容量隐藏特性，以及阈值隐藏算法速度快

[7]
的特点，信息隐藏比例

可以高达12.5%-25%，且渴快速实现隐藏和提取，具有非常高的应用推广价值。 

3.实验与结果 

针对上述研究内容，本系统进行了功能和算法测试。 

1.功能测试 

(1) PC 上隐藏文本文件、音频文件、图像文件，ARM 上进行相应的提取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PC 上的隐藏文件 

隐藏文件类型 txt wav jpg 

隐藏文件大小 73B 3.44KB 31.4KB 

PC 上隐藏时间 1.73s 2.11s 3.34s 

ARM 上提取时间 10.44s 14.11s 22.85s 

(2) ARM上隐藏文本文件，PC上进行提取，如表2所示。 

表2 AEM上的隐藏文件 

隐藏文件类型 txt 

隐藏文件大小 11B 

ARM 上隐藏时间 21.75s 

PC 上提取时间 0.54s 

2.算法测试 

顺序LSB隐藏算法、基于两次随机的LSB隐藏算法、基于阈值判决的LSB隐藏算法实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算法实验结果 

隐藏算法 顺序 LSB 隐藏算法 
基于两次随机的 LSB

隐藏算法 

基于阈值判决的 LSB

隐藏算法 

隐藏时间 0.85s 1min22.07s 1.44s 

提取时间 0.83s 1min22.53s 1.12s 

隐藏后图片的 PSNR 55.8950 55.8976 55.9113 

隐藏前后相似度 99.9906 99.9878 99.9810 

4.应用场景 

将本系统产品化后，可以实现 U 盘等移动存储设备中秘密信息独立、安全的传输。具体来讲，就是可以不

对 PC 机终端进行任何改造，而对 U盘、移动硬盘等移动存储设备，实现秘密信息的加密、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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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产品化后与移动存储设备配合使用，可以应用在很多涉密场合。 

(1)在处理涉密文本信息时，可以在“信息隐藏终端机”上输入文本信息或者从 PC 机端获取秘密信息，将

其加密、隐藏在载体图片中，再存储在 U 盘中。这样，就避免在 U 盘中明文显现秘密信息，而且即使 U盘遗失

或被盗，其获得者也很难察觉秘密信息的存在。 

(2)在另外一些场合，涉密信息不仅仅是文本，还有可能是某一段重要谈话的录音，也就是音频格式的文件。

以 wav 文件为例，可以用该隐藏系统将 wav 文件加密隐藏到图像中，实现几乎无失真的提取还原。 

(3)有时候，涉密信息本身就是一张图片。比如军事侦察、导弹分布的照片，很容易暴露。这种情况下，将

涉密图片隐藏在生活图、明星图等其他常用图片中，为涉密文件的传播起了非常好的掩护功能。 

当需要通过 U 盘来存储秘密信息时，大规模生产后，成本会大大降低，这样的“信息隐藏终端机”在信息

安全领域、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5. 创新点总结 

本系统的创新性有如下几点： 

(1)带有加密的信息隐藏机制。由于采用隐藏算法，隐蔽性强，不易引起信息传递中第三方的攻击。 

(2)硬件密钥存储方法。即使U盘被他人盗取，即使他人知道提取隐藏和解密算法，也会由于无法获取密钥而

无法获得隐藏信息，使其安全性大大增强。 

(3)跨平台的信息隐藏技术。由于采用了ARM板上的linux来实现隐藏，可以不对PC终端做任何改变而在ARM中

实现信息的隐藏与提取。 

(4)基于阈值判决的隐藏位置确定算法。克服了顺序隐藏隐蔽性弱，随机隐藏运行时间长，效率低的缺点，

在保证隐藏位置分散性较好的基础上，获得了很高的运行效率，大大节省了隐藏时间。 

(5)隐藏信息格式的多样性。只要能转换为二进制的非结构数据，例如，文本文件、音频文件、图像文件等，

均可以作为隐藏的对象。 

6．未来工作 

在今后对系统的进一步完善中，可以考虑实现： 

(1)针对更大容量的秘密信息，能够分别隐藏在多个载体图片中，提取时将从这些图片中分别提取的隐藏片

段拼接组合之后得到完整的秘密信息。从而摆脱隐藏信息大小的限制，拓展其应用范围。 

(2)充分利用不同算法的优势，针对所要隐藏的不同对象，自主采取适应其特性的隐藏与提取算法，达到易

用性与安全性的 佳平衡。 

(3)设计更加友好的人机交互方式，从而进一步简化操作流程。另外，实现产品的集成化、微型化、便携化，

降低生产制造成本，使它满足物美价廉的标准，能够面向更广阔用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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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多通道多任务的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系统 

参赛队伍：申文博,韦秋实,杨春生,孙连生 

指导教师：张伟哲 

参赛高校：哈尔滨工业大学 

获奖类别：一等奖 

摘要：互联网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 大的信息库，中国网民人数超过2.98亿，规模全球

第一。互联网是网民 新 快获取与发布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的重大事件 初都是通过互

联网批露或诱发的，其动员力、煽动力和影响力不可小视，对社会公共安全形成重大威胁。

网络舆情研究是网络信息内容安全的重要研究内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监测与分析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本系统是基于现有的舆情挖掘和分析理论，研究、实现的一

个实际的舆情监控和分析系统，主要包括支持多通道、多任务的网络舆情信息获取、原始信

息的提取和索引的建立、舆情敏感词监控与敏感信息扩散跟踪三个功能。与传统的舆情分析

系统相比较，本系统的创新点如下：从门户网站的新闻、个人博客和著名论坛等多个通道获

取舆情信息；采用多任务技术提高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信息获取速度；采用目标可定制技术规

避海量信息处理的压力；舆情敏感信息扩散跟踪可以及时发现突发事件的爆发源头；基于图

表的舆情分析能更好的为用户提供舆情分析功能；系统各个子系统采用数据耦合以及并行的

系统架构能加快系统处理速度。 

 相关工作 

网络舆情分析需要研究网络信息的内容获取、组织、分析与挖掘技术。本节仅对舆情发掘技术的研究现状

进行描述。 
(1)国内舆情研究[1] 
目前国内互联网舆情信息的采集与挖掘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中科院计算所提出 COFFER 系统

(Consensus Observation and Forecasting For intERnet)对互联网上舆论信息进行有效汇集、整理与分析，对网络舆

论信息、舆论趋势走向和社会动态进行实时监测；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2005)设计开发了方正智思舆情预警辅

助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由舆情规划、舆情收集、分析处理、舆情预警四个环节组成；2009 年 1 月 10 日国内

首个网络舆情安全研究机构北京交通大学网络舆情安全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2)国际舆情研究 
国际舆情分析起步较早，同样在近年来受到更多的重视，主要方式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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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数据：自动分析方式是通过搜集报纸、杂志、网上报道等文本信息，对其进行分析汇总后形成舆情分

析结果。如英国科波拉公司推出了 “感情色彩”舆情分析软件，该软件可以在 1 秒内读取 10 篇新闻资料并判断

文章的政治立场。 
Web数据自动分析方式：自动搜集和分析网络上的Web数据，形成舆情分析报告，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

会科学计算实验室的SDA(http://sda.berkeley.edu/)项目，目前已经推出3.5版本，该系统提供实时Web数据分析功

能。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作品的研究内容是基于现有的舆情挖掘和分析理论，研究、实现一个实际的舆情监控和分析系统。系统分

为三个子系统，具体使用的技术分布图如图1所示。 

如上图所示，本系统的信息获取子系统使用到的技术有多通道、多任务技术，并且提供可供详细配置抓取任

务的接口。后台处理子系统采用HtmlParser提取网页和博客正文、采用DOM树以及模板的技术结构化提取BBS数据；

在索引创建方面，使用了Lucene技术实现了增量式索引；在分类方面，使用Python对SVM的参数进行优化以提高

分类的准确率。在分析和统计舆情信息方面，词典库的舆情分析方法，检索出每个敏感词的出现时间、通道、主

机和次数，存入数据库，为详细的分析和话题追踪做准备；在UI子系统中，使用图表显示的方法进行舆情分析和

统计，使用相关度和出现时间相结合的方法实现话题的追踪。 

结合现有技术以及成果，本系统的主要的研究点集中在多通道、多任务技术，基于DOM树和模板的BBS结构化

信息提取，分类和舆情数据的获取五个方面，下面进行一一说明。 

(1)多通道技术：网络媒体多种多样的今天，单一的网页抓取不能准确、全面的进行舆情分析，所以本系统

的信息获取子系统实现了多通道技术，同时抓取网站、博客和论坛信息，并使用不同技术进行处理。 

(2)多任务技术：考虑到传统网页抓取的局限，我们考虑可以在容忍一定的网页缺失以及容忍一定的网页重

复抓取的前提下，将不同用户下发的较大规模的抓取任务切分为若干较小规模的任务子集，并将子集交给若干

爬虫节点并行抓取，以加快爬虫系统的整体获取速率。 

(3)基于DOM树和模板的BBS结构化信息提取：由于不同的论坛站点在结构上有较大的不同，所以对不同的论

坛类别读取不同的配置文件来达到系统的通用性。设计方案如下：系统读取论坛的主题页，按照html标记解析

为DOM树，然后根据配置文件提取每个主题的标题、作者、发表时间、点击量等相对应帖子内容的URL等信息，

具体信息类别和个数可能根据BBS站点的不同而改变。 

(4)分类技术：仅使用SVM基本算法进行分类的准确率很低，所以使用Python获取参数进行优化，可以提高判

断的准确率，同时为了加快运行速度，我们对于每篇文章，仅截取前1024个字符，进行类别判断。 

(5)舆情数据的获取和源头追踪：舆情分析的指标难以确定，同时现有的自然语言处理的算法时间复杂度很

高，所以我们提出使用人工和词典库相结合的舆情数据获取方案，在敏感词词库中添加基本的敏感词，进行舆

情分析，同时可以通过人工管理敏感词，定制特定的信息，增加舆情分析的准确度。另外通过语料相关度以及

出现时间生成散点图，实现敏感信息的源头追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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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及结果 

由于系统采用松耦合的框架，需要对系统的各个模块进行测试才能 终反映出系统的性能。系统实验设计

涉及到网站划分的重复率实验、下载速度实验、论坛内容提取速度和准确性实验、分类实验、数据分析模块实

验和并行处理效果实验。由于篇幅有限，仅对并行处理效果实验进行介绍。 

 信息获取子系统下载原始预料，后台分析子系统处理原始语料，为测定两子系统的并行处理效果，首先定

义指标 R 为消费效率，为已处理的网页数/已下载的网页数。R 值越大，两子系统的并行控制做的越好。在并行

控制中，信息获取子系统首先启动，后台处理子系统定时启动，根据消费和生产的速率可以设置消费者定期启

动的时间 IT(interval time)，IT 在保证消费效率的同时，应该越长越好，因为频繁的调用会降低系统的下载

速度。 

 使用校园网进行实验，把 IT 设置为 5、10、15、20 分钟时，得图 2。 

0 0 :1 5 0 0 :3 0 0 0 :4 5 0 1 :0 0 0 1 :1 5 0 1 :3 0 0 1 :4 5

0 .0

0 .2

0 .4

0 .6

0 .8

1 .0

R

T im e

 5 m in
 1 0 m in
 1 5 m in
 2 0 m in

 

图 2 系统并行实验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虽然 IT 设置为 5 分钟时系统的消费效率 R较高，但是频繁的调度降低了系统的下载速度。

当 IT 为 20 分钟时，消费效率波动较大；当 IT 为 15 分钟时，系统能迅速达到并且维持系统的较高的消费效率，

所以选用 15 分钟作为后台分析子系统的定期启动时间 IT。 

4.创新点总结 

本系统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多通道：采用多通道的方式，采集舆情信息，保证覆盖网络的主要舆情信息，确保舆情信息的完整性和

可靠性。 

(2)多任务的网页抓取：系统从不同的用户群中接受多个任务，把这些任务进一步分为子任务，每个子任务

由一个爬虫负责，实现了不同网站并行抓取，相同网站并行抓取，提高了系统的实时性。 

(3)源头追踪：以相关度和出现时间展示舆情热点的扩散情况，配合舆情热点发现，及时、有效地追踪当前

的舆情热点。 

(4)松耦合的并行处理：考虑到信息获取子系统和后台分析子系统需要做大量信息的获取和处理工作，消耗

时间比较多，所以采用松耦合的并行结构，两子系统并行工作，大大缩短了舆情获取时间，实现了了舆情分析的

实时性。 

(5)基于DOM树和模板的BBS信息提取：各个BBS页面结构有很大区别，分析了动网，Discu6、Discuz7、魔力、

天涯、猫扑、wForum的论坛主题页结构后，我们提出了使用DOM树和模版的论坛信息提取方法，即将主题页依照

其内部的html标签建成DOM树，使用模版标记出信息所在的位置，然后进行遍历抓取。 

(6)文档分类：方便用户更好的检索，能满足用户需要检索类别的需求。进行舆情分析时，提供敏感词出现

的类别能让用户更好的锁定敏感词出现的领域，进而再通过本系统下发任务，对敏感话题进行详细分析，追踪源

头。 

5.未来工作 

本系统未来改进工作放在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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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布式索引：目前系统索引采用集中的方式存储，若中心服务器出现故障，必然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

实现分布式索引可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健壮性。 

(2)舆情热点挖掘：目前舆情热点挖掘采用的是关键词匹配技术，缺乏灵活性，如网络舆情中出现的 新词

汇，系统无法对该舆情热点进行分析和统计，所以要实现新的舆情热点挖掘方法。 

(3)舆情热点扩散追踪的改进：目前系统支持使用相关度和出现时间对单敏感词扩散追踪，不能够从整体角

度展示热点扩散追踪，需要进一步改进。 

参考文献 

  [1] 杜阿宁.互联网舆情信息挖掘方法研究[D].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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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换分区的主机行为安全检测系统 

参赛队伍：姜皇勤,王留超,龙腾,王潜 

指导教师：李炳龙 

参赛高校：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获奖类别：一等奖 

摘要：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内网安全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为应对这一问题，

主机行为安全性检测成为当前内网安全研究中的热点课题之一。现有的主机行为安全检测技

术主要是截取网络数据包和获取内存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但这两种技术有一定的局限性。其

中，截取网络数据包分析需要与网络速度匹配，受网络带宽限制，而且由于网络流量大，检

测会消耗大量系统资源。对内存数据进行分析虽然有很多优点，但获取内存数据的实时性要

求较高且内存数据的易失性导致其分析上的局限性。交换分区在物理上是硬盘的一部分，逻

辑上是内存的扩充，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又称虚拟内存，用以提高系统运行效率。其主要

功能是：当物理内存不足时，操作系统就会把内存中暂时不用的内容交换到交换分区中，从

而扩大物理内存的容量。相关资料表明，交换分区中包含了计算机用户大量的操作行为信息，

如访问网站的网址、收发的E-mail、浏览的图片等。因此，研究基于交换分区的主机行为检

测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交换分区是操作系统管理的系统文件，传统的应用层文件访问

技术无法对该文件进行访问，造成了对交换分区的定位、获取困难。另外，由于交换分区中

的数据是二进制序列数据，难以直接理解其含义。为此，我们重点分析了FAT32和NTFS两种

文件系统的组织形式，设计了一种从硬盘上直接读取交换分区文件（pagefile.sys）的底层

获取技术。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设计了以下三种技术对主机行为进行安全检测：网站访

问行为模式匹配技术、E-mail地址信息检测技术、JPEG文件雕刻技术。通过以上技术，我们

设计了基于交换分区的主机行为安全检测系统，该系统可以分析主机用户的网络访问、

E-mail收发以及JPEG文件浏览等操作行为，能够实现对主机行为的安全性检测。性能及功能

测试结果表明，该系统支持FAT32和NTFS文件系统，能够在Windows 2000、2003、XP及Vista

等操作系统上运行，可有效对主机用户浏览互联网和文件访问等行为进行检测。该系统可应

用于内网信息的监管、青少年上网行为管控、数字取证等方面，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1.相关工作 

交换分区是内存的扩展，其中包含有大量相关内存数据，相关资料表明，交换分区中包含大量用户主机行

为信息，但目前对交换分区相关技术的研究较为少见。美国NTI（New Technology Inc）公司研制了基于交换分

区的GetFree产品，用于计算机犯罪取证调查，但是其研究成果并未公开发表；另外，韩国学者Lee等人也展开了

对基于交换分区分析的研究工作。由于交换分区中数据的重要性，研究交换分区相关技术意义重大。 

通过Windows应用层API技术并不能访问交换分区文件，因此，我们拟通过分析文件系统数据结构及其关系，

找到一种获取交换分区文件的方法。交换分区的大小一般为物理内存的1.5倍到2.5倍，其容量大而且其中都是二

进制序列数据导致一定的检测困难。为了提高检测效率，我们拟采用KMP算法。KMP算法是经典的字符串匹配算法，

在自然语言研究领域已得到广泛的应用。我们对KMP算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改进，并将其应用于交换分区检测过

程中，提高交换分区的检测效率。另外，交换分区中数据是按照内存页面进行存储的，其元数据保留在内存中，

因此当系统关机时，交换分区中数据的元数据也将丢失，为了分析交换分区中用户浏览或者访问的文件，必须对

其中数据进行雕刻，因此，我们拟分析JPEG文件类型特征，设计基于JPEG文件类型的雕刻算法，识别出交换分区

中的JPEG文件，用以检测主机浏览JPEG文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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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 

为实现该项目的设计目的，我们采取模块化实现方法，将系统分为四大模块，具体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结构图 

    从系统实现方案图中可以看出，系统实现的关键在于：“一个技术”、“两个算法”、“三种模式”。其中，“一

个技术”指交换分区数据的底层获取技术，是系统实现的核心和难点；“两个算法”指模式匹配算法和 JPEG 文

件雕刻算法，是系统实现的重要方法；“三种模式”指网址特征模式、E-mail 信息特征模式和 JPEG 文件特征模

式，是系统实现的基本要素。由此，本系统的研究内容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交换分区数据底层获取技术 

此技术是该项目的核心和难点。我们在重点分析 FAT32 和 NTFS 文件系统的基础上，从硬盘的存储结构入手，

逆向分析不同文件系统底层数据结构及其关系，得到获取交换分区位置的算法并通过活动分区标识，确定

pagefile.sys 所在的分区位置。在交换分区的底层获取技术中，难点是：交换分区 pagefile.sys 的定位。 

(2)基于 KMP 算法的字符串匹配技术 

结合本系统的特点，深入分析匹配机制，应用 KMP 算法，减小匹配失配回溯次数，提高匹配效率，实现快

速扫描。 

(3)网络行为模式库构建技术 

网址特征模式指主机域名系统的特征模式，如“.com”、“.net”；E-mail 信息特征模式指邮箱地址特征模

式，如“…@ ….com”、“…@ ….cn”。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特征模式用于匹配交换分区中的数据，从中提取出

主机的网络访问和收发 E-mail 行为的相关信息。 

(4)基于 JPEG 文件类型特征标识的雕刻算法 

识别 JPEG 文件类型的一般方法，如基于文件扩展名的识别，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可通过改变文件的后

达到欺骗的目的。但 JPEG 文件的头标识信息是无法改动的。所谓头标识信息是指文件存储代码的 开始一部分

编码，它标识了文件的本质特征类型。另外，通过引入 JPEG 文件熵值特征分析技术，可排除交换分区中无用数

据的干扰。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入手设计 JPEG 文件雕刻算法，可有效还原出存在于交换分区中的 JPEG 文件。该

技术的难点为：JPEG 文件起始位置定位和 JPEG 文件类型的确定。 

3.实验及结果 

为测试该系统的各项功能和性能，我们从网址信息的查找、E-mail地址信息的查找、JPEG文件雕刻三个角度

测试了该系统，同时为检测该系统的运行效率，我们测试了不同主机情况（如表1所示）该系统执行以上三项功

能时的运行时间。具体结果如表2，表3，： 

表 1  测试主机硬件配置 

 P1 P2 

计算机类型 笔记本 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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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型号 Intel Core Duo T2050 Intel Core Duo T5550 

主频 1.6GHz 1.83GHz 

内存容量 1G 2G 

表 2 功能测试结果 

测试主机 主机P1 主机P2 

网址信息 6674条记录 22192条记录 

E-mail地址信息 683条记录 367条记录 

JPEG文件雕刻 167张JPEG文件 96张JPEG文件 

从表2可以看出，该系统可以从交换分区中得到大量的网址、E-mail和JPEG文件信息，实现了预定的设计目

标。由数据可以看出，E-mail信息要远少于网址信息，符合人们的使用规律，证明了该系统检测的有效性。 

表 3 性能测试结果 

项目检测时间 

内存大小 

网址检测 E-mail地址检测 JPEG文件雕刻 

FAT32 NTFS FAT32 NTFS FAT32 NTFS 

1G 790s 363s 1020s 411s 192s 178s 

2G 1572s 747s 2009s 896s 287s 195s 

由表3数据可以发现，对交换分区的检查速度较慢。这是因为交换分区一般为物理内存的1.5倍到2.5倍，容

量较大，全部检测需要一定时间。 

4.创新点总结 

基于交换分区的主机行为安全检测较好地克服了传统的内网安全防护技术的局限性，其创新性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1)设计出一种交换分区文件的底层获取技术 

交换分区文件中二进制数据的完整性、可读性差，分析难度大。我们在深入分析 FAT32 和 NTFS 文件系统中

硬盘的组织形式、文件的存储和访问机制的基础上，克服传统应用层文件访问技术的局限性，设计出交换分区

文件的底层获取技术，实现对交换分区文件的快速获取和高效查询，为基于交换分区的主机行为安全检测奠定

了坚实基础。 

(2)提供一种有效的网络行为检测机制 

系统通过分析 Internet 网站和 E-mail 地址信息建立网络访问特征模式，对交换分区的内容进行模式匹配，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网络行为检测机制。 

(3)设计出一种基于文件头标识和熵值特征的文件雕刻算法 

分析 JPEG 文件基本结构，通过获取其文件头标识和熵值特征，设计出一种基于文件头标识和熵值特征的文

件雕刻算法，实现对交换分区内 JPEG 文件的雕刻。 

5.未来工作 

通过对该系统应用前景的分析，我们计划从以下几两个方面对该系统进行改进： 

(1)构建敏感文本信息特征模式库，实现对敏感文本信息的检测，可进一步增强系统的安全检测能力，更好

地解决内网和主机的安全问题。 

(2)通过分析应用广泛的 Word、PDF、PPT 等类型文件的文件头标志和熵值特征，进一步丰富常见文件特征

模式库，扩大文件雕刻功能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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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程序威胁分析系统 

参赛队伍：冯典,罗卫梁,张晨,李耀 
指导教师：李剑 

参赛高校：北京邮电大学 

获奖类别：一等奖 

摘要：本文以现有行为分析技术所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分别从静态行为分析和动态行为分

析两个方面对系统进行实现。现有的安全软件大多只关注系统的各项敏感信息，从应用层对

系统进行保护，这样必然导致对底层关注的缺失。本文从机器代码的角度入手，分析可执行

文件中存在的安全漏洞，并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实时分析其动作特点，从根本上防止了缓冲区

溢出攻击。经过实验证明，这样的防护效果强于现有的主流安全软件。另外，现有的异常检

测方法大多只关注系统调用出现的频率或者局部变化，这样使得恶意软件可以通过进行一些

无关调用来迷惑安全软件，这样导致检测率较低。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提出了一种将动态行

为和全局特征结合起来的检测模型。文章针对满足支持度要求的系统调用短序列，给出了“特

征模式”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基于粒子群算法改进的神经网络方法(BP-PSO)。当利

用该模型进行检测时，首先用程序轨迹匹配特征模式，如果不匹配再用BP-PSO进行检测，从

而使得该检测模型充分利用了程序正常运行的全局特征和程序运行期间的局部变化。通过实

验表明，利用该模型进行异常检测，具有很高的检测率和较低的误报率。 

1.相关工作 

Forrest 等人[1]提出的时延嵌入序列(TIDE)的方法中，考虑到了短时间序列在全局序列中出现频率的特

性。检测时,来自检测轨迹的序列与正常数据库轮廓中的序列相比较，找不到一样的序列叫做不匹配。任何一次

不匹配都说明该序列是没包括在正常训练数据库轮廓的序列，就可能是异常行为。通过计数不匹配次数并计算

其占数据库中总序列的百分比，再将这个百分比与预先给定的阈值相比较，就可以判断程序此次执行是正常还

是异常。此后,出现了多种基于频率的检测方法。Lee[2]等人用 ripper 基于频率统计的方法从系统调用序列中

挖掘正常和异常的模式。KNN[3]分析的方法仅仅是观察所有关键程序中的一部分重要的系统调用，而并非全部

系统调用，它没有观察系统调用的局部顺序，而是观察描述系统行为的系统调用的频率。Lee[4]提出了信息论

测度的方法，计算相对条件熵和信息增益及信息损耗等用于分析入侵检测数据的性质，并对 Unix 系统的系统调

用数据进行了实际检测。在 Forrest 改进的 STIDE 方法中，把出现在局部区域的不匹配数目作为一种异常行为

的度量。假设局部区域的大小选为 L,则类似文献[1]仍将长度为 k 的窗口通过检测轨迹，一次滑动一个系统调

用，将得到的序列与数据库轮廓中的序列相比较，记录前 L 个序列中有多少不匹配，将不匹配数 LF 与阈值 Y(1 

≤Y ≤L) 比较，若 LFC 大于 Y，则认为有异常行为发生。该文论证了局部区域的不匹配数目有时也能够比较好

地表征异常行为。随后基于局部序列的检测方法不断涌现，在基于局部序列的检测方法中，普渡大学的 Lane

使用隐马尔科夫模型(HMM)对用户命令序列进行了分析。他通过对正常用户的命令序列建立正常行为简档，然后

将当前的数据序列与正常行为简档进行比较。给出一个相似度，用以区分合法用户与入侵者。Raman 意识到了

STIDE 和 HMM 的优势与缺点，提出了综合两者优点的模型 Hybrid－HMM(HHMM)，但是其系统调用短序列依然基于

出现次数作为其特征，且每个短序列长度都限定为 2，并且依然没有改进 HMM 计算量大的缺陷，人为地限定短

序列的长度不能很好地反映程序的行为特征，对检测性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另外，由于其检测方法中要用到

系统调用出现的概率，所以这个方法不适于在线检测。而基于局部序列思想的提出，只考虑具有“写”性质的

系统调用,容易造成漏报，因为“读”动作也可以是入侵行为。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针对系统调用的异常检测技术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基于频率的异常检测方法，

另一类是基于序列的检测方法。在基于频率的检测方法中，由于过分关注全局的环境，容易忽略局部的异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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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容易造成漏报，同时又无法完成在线检测，不能及时发现入侵行为。在基于局部序列的方法中，又过分关

注局部的微小变化，而没有从整体去考虑程序正常行为的特点，故而容易造成误报。根据 Forrest 的研究，正

常系统调用迹中存在大量的有规律的、重复出现的系统调用序列，把这些重复出现的序列看成一个独立的程序

特征，可以更精确地刻画程序的正常行为模式。受到上述思想的启发，在我们的检测模型中，将从正常系统调

用序列中提取程序的特征模式库，从而保证在全局角度把握程序的行为特征。这个特征模式不同于文献[5]中提

到的行为特征，它是不定长的且每个特征模式都满足支持度要求。在检测时，首先考察要测试的系统调用序列

是否符合程序的全局行为的特征模式，如果不符合，则继续考察是否在局部发生明显的异常行为；若是，则判

其为入侵。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程序的全局行为特征又能充分利用程序局部行为变化特点,从而达到提高检测率,

降低误报和漏报的目的。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1)防溢出技术 

 PE 文件格式分析技术。根据 PE 文件结构找出代码段的相对地址偏移量。 

 远程进程 DLL 插入技术。向目标进程中注入我们自己编写的 DLL，以对目标进行 API Hook 操作。 

 本进程 API、变量地址向远程进程地址空间映射。向目的进程映射 API 函数地址和变量地址，以进行远

程函数调用。 

 底层 API 检测技术。通过查找和修改代码段的机器指令，拦截常规 API Hook 不能发现的有安全隐患的

API。 

 基于指令分析的安全缓冲区长度计算。通过分析函数调用结束时的机器指令，顺次查找栈帧，计算安全

缓冲区长度。 

(2)动态检测技术 

 原始文件自动保存技术。在进行动态检测需要注入 DLL 时，系统自动生成映射文件，原始文件自动重命

名为 name.exe~。 

 API Hook 技术。使用 Detours 对 API 函数调用进行预处理，拦截所有 API。 

 BP－PSO 联合检测技术。粒子群算法（PSO）用于对 BP 神经网络算法的改进中，提高准确率和效率。 

 数据库技术。将数据库技术用于编码和数据存取，提高编码效率和缩短存取时间，以满足实时检测要求。 

(3)静态检测技术 

端口－进程对应技术。将端口开放情况与对应的进程进行罗列，查找出新增端口及其对应的进程。 

3.实验及结果 

 对 strcpy,strncpy,strncat,wcscpy,wcsncpy,wcsncat 均能正常检测，保护堆栈段不受缓冲区溢出的

影响。 

 能判断程序是否为正常程序，并能给出完整的特征模式序列。 

 对系统进程，端口，PE 文件信息能正常获取。 

4.创新点总结 

我们开发的“可疑程序威胁分析系统”不同于市面上已有的漏洞挖掘和入侵检测系统。我们的系统不仅能

实时的监控系统关键部位，对所监视的异常程序进行静态监控，还能够根据缓冲区溢出攻击的原理，从根本上

防范缓冲区溢出攻击的威胁。另外，通过 DLL 注入的方式启动异常程序，利用神经网络对其全部的系统调用进

行特征库匹配，这样不仅能检测到已存在的威胁，对未知的异常程序也能很好识别。这种同时利用粒子群算法

改进神经网络，并将其运用于异常程序检测的方法是我们的创新。具体来说，我们使用了如下的创新技术，来

实现该防护： 

(1)将 API HOOK 技术，DLL 技术和木马技术结合。API HOOK 的方法一般在攻击方法上用的很多，在防御方

面用的比较少。这里，我们将需要记录的 API 做成一个动态链接库，然后利用木马技术将 DLL 注入到目标程序

中，并自动启动目标程序，然后记录其所有的系统调用序列。 

(2)使用未公开的 API AllocateAndGetTcpExTableFromStack 和 AllocateAndGetUdpExTableFromStack 来实

现进程与端口关联，使我们能清楚的看到是那个应用程序在使用哪个端口，这样就打破了 Windows 对端口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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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使木马之类的恶意程序无处藏身，这是我们的一个突破。 

(3)使用未公开 API PerformCallback4 来实现远程进程访问，并对远程进程进行 DLL 插入。由此，我们打

破了 DLL 中对寄存器访问的种种限制，可以在远程进程空间“为所欲为”。 

(4)通过分析指令来解析堆栈结构，计算缓冲区长度， 终完成对是否产生溢出攻击的判断。一般分析指令

都是静态进行的（如杀毒软件进行病毒的特征扫描），而我们这里，利用程序对指令进行动态分析，是我们的一

个突破。 

(5)通过分析代码段的机器代码来发现有安全缺陷的 API，并修改相应的机器代码来实现拦截。这种对于底

层 API 的拦截方式与传统的拦截方式完全不同，弥补了传统方法的缺陷，是我们系统的核心和 大的创新点之

一。 

(6)通过使用粒子群算法来更好的解决神经网络本身存在的“过拟合”和泛化能力低的问题。我们用 PSO 算

法中粒子位置的更新过程来代替神经网络的全部连接权值和阈值，使的训练误差减小而训练速度却能加快。这

里，我们将两种算法的优点完美的结合起来。 

(7)提出系统“特征模式”的概念，从全局和局部两个方面同时对可疑程序进行检测。以往基于异常调用的

入侵检测系统往往只关注系统调用序列的频率或者只关注局部的异常，我们的作品打破了两者的界线。实验证

明，我们的作品能在现有系统检测错误的情况下正确检测，这也是我们作品的核心和 大的创新点之一。 

5.未来工作 

目前为止，杀毒软件仍然在应对未知威胁方面力不从心。从我们所做的试验来看，由于每个程序功能的不

一致性，每个软件都会有一个自己特有的特征模式，而正常程序和异常程序又会有区别。比如前者在运行之初

几乎每个程序都会调用 GetVersionEx 这个 API，而后者往往是查看某个端口或者某个系统服务是否开启。正是

基于这些现象，我们想到，今后杀毒软件的病毒库是否可以改为存储大量安全和恶意程序的特征模式，然后实

时监控运行的程序，这样不仅可以降低误报率，提高准确率，更具魅力的是杀毒软件将具备真正的查杀未知威

胁的能力，从而构成一个联动的实时监控的防护系统。 

由于我们的系统可以 Hook 到全部的 API，也可以实时监控是否存在缓冲区溢出危险，这就提示我们可将这

套系统运用到操作系统的漏洞挖掘领域。操作系统的漏洞挖掘主要是发现是否存在缓冲区溢出的可能，或者发

现某种系统服务是否存在被攻击的可能性，而这些漏洞往往不是操作系统本身的错误，而是第三方软件造成的。

操作系统开发人员可以借助我们系统产生的程序调用序列日志，来发现这种潜在的安全威胁，从而即时的为操

作系统打补丁。 

另外，可以将虚拟机技术和 SOCKET 技术引入到系统之中。如果检测的程序是一个及其为危险的程序，直接

在 PC 上运行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考虑将序列获取模块运行于虚拟机中，而序列处理与分析模块运行

于主机中，并利用 SOCKET 技术实现主机与虚拟机之间的通信。这样一来，即使程序非常危险，也不会对主机造

成危害，而且由于数据已传回到主机进行处理，主机的处理性能比虚拟机高很多，实时性也不会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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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artner 

参赛队伍：唐磊, 蒲以国, 谢婧希, 柳陆 

指导教师：刘乃琦 

参赛高校：电子科技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轻便快捷的移动存储设备用户群日益壮大。U-Partner正如其名，承担起移动存储设

备的贴身伴侣。U-Partner提供的FAT16/32文件系统下独具特色的文件恢复功能将快速定位

已删文件，准确快捷地恢复出文件原有内容；U-Partner提供从文件系统、注册表到过滤驱

动的读写控制和autorun型病毒的免疫功能，有效遏制对U盘的非法修改；U-Partner的RC4流

密码文件加密功能，能够根据主机的唯一特性生成密钥加密密钥，实现特定用户+特定主机

的独特模式，保护重要资料不被非法窃阅；快速启动盘制作工具简单高效安全，在制作启动

盘的过程中尽 大努力不格式化U盘，保护原始数据，同时支持FAT16/32/FREEDOS/MSDOS，

使U盘充分发挥系统维护的作用。采用MFC制作的界面简洁友好，方便用户操作；可移植性好，

纯“绿色”，占用内存小；能稳定运行在windows 2000/XP上。本文简介了U-Partner的原理

方法和设计思路，重点介绍文件定位恢复的算法流程、文件系统和驱动写保护原理、主机唯

一特性加解密原理和启动盘制作流程，并测试软件的实验效果和性能，验证了U-Partner优

质的特性。 

1.相关工作 

为保证U-Partner顺利完成，我们严格按照软件工程的方法进行开发，经历了选题、市场调查、需求分析、

详细设计、开发和调试、测试等过程。2个月的开发时间，我们马不停蹄，完成了U-Partner的开发工作。我们开

展的一系列工作如下： 

(1)选题 由于我们刚刚学习了数据恢复这门课，对文件系统有了一定的理解，掌握文件恢复的原理。我们注

意到U盘作为移动存储的主力军，常常作为病毒传播的“元凶”。只有控制向U盘自动写入数据的途径，就能阻断

这类病毒的肆虐；我们还发现目前的启动盘制作工具在制作开始时大都要格式化U盘，我们想制作一个不格式化U

盘的启动盘制作工具；我们还考虑到有些用户可能需要加密U盘中的重要数据......通过前期的调研，我们觉得

开发这个软件既利用了所学知识，又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因此U-Partner应运而生。 

(2)市场调查和需求分析 为了确定U-Partner是否具有市场价值，我们调查了很多电脑用户，发现大部分用

户缺乏数据保护的意识，他们急需一个简单全面保护移动存储设备数据的软件。随着U盘的大量普及以及容量的

不断攀升，U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开发U-Partner将能帮助广大用户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调查和实际分析对比，

我们定义了软件的各项功能指标，并在分析中不断调整， 终编写了需求分析文档，作为我们开发的依据。 

(3)详细设计 确定了基本功能后，我们开始考虑各个模块的设计思路。我们根据操作系统存储规则设计了

FAT32下的文件恢复方法。对于读写控制，我们考虑了在U盘端和主机端分别控制。在主机端我们研究了windows

驱动的原理，决定在驱动层控制写入；由于U盘的主控各不相同，通过主控控制读写可移植性较差，我们决定通

过修改文件系统结构使操作系统无法识别U盘从而控制读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启动盘模块的设计方法，参

阅了pnp bios等规范以及计算机启动过程。通过实验，我们发现手动格式化U盘的可行性，同时为了避免格式化U

盘，我们设计了U盘分区和特性检查的方法。对于加解密模块，我们考虑到用户承受时间的限制，选择了RC4流密

码作为加解密算法，同时我们根据主机惟一特性生成加密用户密码的密钥加密密钥，满足保密特殊文件的需求。 

(4)开发和调试 五月初我们进入开发阶段，经过分工，用户界面和各模块并行开发，开发过程中我们反复调

试各模块，保证模块了的正确性，减少后期返工。6月初我们基本完成了U-Partner的代码部分的开发。 

(5)测试 经过大量的集成和系统测试，完整的U-Partner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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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U-Partner主要分为4个模块： 

(1)数据恢复。目前U盘主要是FAT16和FAT32文件系统，我们决定只研究这两种格式下的文件恢复。通过所

学知识我们知道，FAT文件系统中，磁盘中数据依次是主引导记录（DBR）、文件分配表（FAT）、目录（FDT）和数

据（DATA），删除文件时只是将FDT中的目录项首个字节置为0xE5，FAT表链被清空，而FAT32文件系统中还会将FDT

中文件起始簇号的高16位清空。对于FAT文件系统，我们发现大量文件是连续存放的，只有少部分大文件可能是

分成几部分存放的。对于连续存放的文件，我们只要找到文件的起始簇号，即文件的起始位置，就可以将整个文

件提取出来。而分成几部分存放的文件需要查找文件“碎片”，难度较大，我们决定以后在后续版本中改进。对

于FAT16文件系统，被删文件的首簇号仍然保存在FDT中，我们只需要找到对应的FDT,就可以找到整个文件（在未

被覆盖的情况下）。而FAT32系统中被删的文件高16位已被清空，我们需要研究一种方法找到文件的高16位首簇号。

我们发现，U盘数据存储具有以下特点： 

 容量一般有限，高16位不会太大； 

 未被覆盖的情况下，文件被删之后FAT表中将留下代表文件的“空隙”； 

 文件末尾往往不能存满一个簇， 后一个簇存在确定数量字节的空白； 

 相邻的FDT表项往往具有相同的高16位首簇号。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设计了与U盘相适应的高16提取方法： 

 查找被删文件FDT表项的相邻表项并且文件创建时间相同，找到后转2），没找到转3）； 

 检查FAT表中从文件起始簇号开始是否存在和文件大小相适应的“空隙”，若有转4），没有转3）； 

 从0开始遍历起始簇号高16位，每次循环执行2），直到U盘的容量上限，被删文件查找失败，退出。 

 检查文件结尾簇是否有指定数量的空白，若有则找到了被删文件，退出程序。若没有则转3）； 

     同时，为了在被删地方恢复文件而不保存在其他地方，我们设计了恢复FDT和FAT链的方法。 

(2)U盘的写控制。我们设计了三种方法，分别从病毒免疫，文件系统和操作系统驱动进行控制。在病毒免疫

方面，我们参考资料发现，很多病毒利用autorun.inf传播，操作系统会自动执行该文件。为此，U-Partner可以

自动监听并向插入的U盘写入名为autorun.inf的文件夹，防止病毒写入。在文件系统方面，我们修改U盘引导记

录使操作系统无法识别U盘的文件系统。我们研究了windows驱动的编写方法和数据从主机写入U盘的过程，通过

截断irp包的传递和修改返回状态，就能让操作系统无法写入数据。通过查阅资料，我们发现写入数据前将

modesense irp包置为失败可以让操作系统以外U盘被添加写保护，从而阻止向U盘写入数据。另外我们还发现通

过改变注册表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torageDevicePolicies\WritePro 

tect的值，可以控制所有可移动盘（除SD卡）的写入。我们都一一集成到了U-Partner，供用户选择。 

(3)启动盘制作。为了了解电脑启动的过程，我们参考了大量资料，做了很多实验，搞清楚了DOS启动的过程。

我们深入研究了FAT文件系统启动扇区的汇编语言执行流程，特别研究了FAT32文件系统的启动区的记录格式，通

过编写程序格式化U盘，写入系统文件，就可以制作成功。但是这样制作启动盘每次都要格式化U盘，U盘中原有

的数据会丢失。我们设计了一种U盘分区的方法。执行步骤如下： 

 根据FAT表检查U盘的剩余空间是否足够写入引导记录和系统文件，不够则转3），否则转2） 

 在U盘的空闲空间的后部开辟一个分区，写入引导记录和系统文件，同时将U盘的第一个扇区写入MBR记

录，将原MBR或DBR作为文件备份在根目录下。启动盘制作结束。 

 提示用户需全盘格式化或删除文件才能制作启动盘。 

为了提供更大的选择，我们还让U-Partner集成了MS-DOS和FREE-DOS两种操作系统供用户选用。实验中，我

们发现格式化过程中需要重新插拔U盘，有时候显得很不方便，我们专门研究了通过调用setupdixxx函数让操作

系统自动重新加载U盘文件系统的方法，即让U盘“自动插拔”，方便了用户操作。 

(4)全盘加解密。为了 大限度的保护U盘中的数据，我们结合所学的密码学知识，研究了U盘中数据的加解

密方法。通过查阅资料，我们发现RC4算法采用对称的流密码体制，加解密速度较快，密钥长，破解难度大。通

过遍历文件系统，依次对所有文件进行加/解密。为了实现特定用户在特定主机上才能打开秘密文件的需求，我

们设计了利用特定主机硬盘逻辑序列号生成密钥加密密钥，保证数据只能在特定机器上由特定用户打开。为了验

证密码，我们将加密后的密码保存在U盘特定物理存储区域，方便定位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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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及结果 

经过后期反复测试和修改代码，U-Partner各项功能正常，各模块工作效果令人满意。我们在目前标准配置

的机器（1G内存，120G硬盘，1.6GHz单核CPU）上做了各种测试和实验，结果如下： 

 数据恢复模块：原地全路径恢复485M的大文件花费2.0s。 

 文件加解密：加密共12.8M文件花费9.0s。 

 启动盘制作：4G大小U盘制作分区启动盘花费了13.0s。 

 读写写控制模块：所有移动盘写控制会立即生效，特定盘写控制和特定盘永久写控制在1.0s内执行结束。  

4.创新点总结 

U-Partner 创新性和功能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U-Partner 提供了对移动存储设备内已删而未覆盖的文件进行恢复的功能，可以自动构建目录树(已删

和现存文件项)，并生成已删文件列表，结构清晰，查找方便；支持文件名关键字搜索，更加人性化；提供原地

全路径恢复，防止由于主机的权限设置导致无法恢复（无法读写）,这是我们为移动存储设备量身定做的数据恢

复机制，实现 U-Partner 事后保障，让用户无后顾之忧，对数据安全更放心。 

(2)可对全盘进行加密，全盘加密后，非法访问文件将会得到乱码，毫无信息价值，间接保障了存储信息的

安全，有效避免了信息泄露、隐私侵犯。我们采用流加解密，加解密快捷，采用密钥加密密钥对用户输入的密

码进行加密，而且提供 2 种密钥加密密钥生成方式（独立生成和基于主机特性惟一识别）。 

基于主机特性惟一识别，融入团队新思想，在特定主机上对 U盘进行全盘加解密，双重保证了数据的安全。

实现一盘一机，让仅仅拥有软件破解技术的侵入变得毫无意义。 

(3)当主机主引导区被破坏而无法启动时，带有 U-Partner 的移动存储设备可充当临时启动盘,启动盘的功

能支持 FAT32 和 FAT16 使其更适合大容量 U 盘。新建分区的功能使其能够在不破坏原有文件的情况下制作启动

盘，提高了安全性。同时提供 MS-DOS 和 FREE-DOS 供用户选择。 

在技术方面，我们力求寻求 优解决方式，利用活跃的思维，在原有的保障恢复技术上不断的创新。并通

过不断的实践和测试评估，不断改进完善。技术方面的主要创新体现在： 

 采用驱动开发，从内核控制软件执行，增强了软件的灵活性和功能。 

 深入研究了 FAT 文件系统，设计了可行数据恢复方法，恢复效率高，文件恢复效果良好。 

 深入研究了系统启动过程，将 U 盘模拟成硬盘，设计了有特色的启动盘的制作过程。 

 研究了文件加解密方式和密钥存放方法，将 RC4 算法运用到 U 盘的加解密中，较大地提高加解密效率。 

5.未来工作 

    U-Partner不是一个停滞不前的作品，她将随着U盘应用的推广不断完善自己。目前其主要需要改进的地方有： 

 数据恢复中添加全盘扫描的功能，找到断链文件和目录项，寻找新方法恢复未连续存储的文件； 

 寻找U盘主控的共同特征，通过主控来控制读写； 

 开发一种在dos下运行的软件能够有好的访问硬盘和NTFS文件系统； 

 研究透明加解密的方法，使加解密更高效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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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程序行为分析识别系统 

参赛队伍：黄诚, 唐皓, 傅文政, 刘伟 

指导教师：欧晓聪 

参赛高校：四川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在互联网日益发展的今天，恶意程序的危害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恶意程序

的开发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其数量和严重程度也呈快速上升趋势。传统的安全软件主要

还是依赖于特征库的更新，但是这样存在两个弊端：一、特征库的更新必须是在恶意程序

出现之后；二、恶意程序样本数量巨大，完全依靠人工分析是不可取的。如何快速地识别

恶意软件，是目前信息安全领域的重要课题。基于以上原因，本系统不依赖特征库，而是

基于程序行为对恶意程序进行分析识别。系统通过对 Windows 操作系统内核的深入研究，

并且结合恶意程序的行为特点，提出了 Windows 内核下基于恶意程序线程行为的细粒度动

态跟踪记录技术。由于核心代码在系统内核实现，所以，对行为的跟踪记录具有高度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此外，本系统可以对未知恶意程序样本进程分析，较人工分析相比，大大

提高了对未知恶意程序爆发的响应速度。 后，通过对朴素贝叶斯分类算法的学习研究，

将其引进并用于对恶意程序行为的判定，这是本系统对所分析的恶意程序样本进行识别的

可靠理论依据。同时，本系统采用 Detours 工具对 API 进行监控，这使得本系统对恶意程

序操作的捕获更加准确。 

关键字： 恶意程序、特征库、分析识别、贝叶斯算法、Detours 

1.相关工作 

(1)引进Detours技术 

为了对被分析程序 API 调用进行监控，本系统采用微软提供的 新开发包 Detours，并收集大量 API 函数

进行挂钩，来实现从 windows 底层拦截程序的 API 调用。Detours 是在程序执行时被插入的，只会改变内存中

的目标函数代码而不会修改目标程序，这保证了被执行程序的安全。 

(2)过滤驱动的设计 

本系统使用过滤驱动来实现对注册表、网络、进线程、文件的监控。并综合运用了挂钩注册表访问函数、TDI

驱动过滤、DDK相关函数等相关技术，来实现对上述四个方面行为的分析识别。从而保证了捕获操作的完整性和

准确性。 

(3)贝叶斯样本库采集整理 

本系统采用贝叶斯算法，基于程序行为进行分析识别，进而实现对恶意程序的判定。贝叶斯算法是基于统计

的分类算法。所以本系统在判定之前收集了218样本程序，统计出了它们的189个行为操作的危险等级，然后整理

出贝叶斯判定库，并以此作为依据来对被分析程序的行为作出判定。 

(4)人性化的设计 

为了更好的实现本系统和使用人员的交互，本系统从人性化出发，设计了两种工作模式，三种界面风格。同

时，本系统能够生成Word和Excel格式的

报告，以方便用户以后使用。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系统能够从多个角度对被分析程

序的行为进行捕获，在得到被分析程序

的行为后，本系统可以对这些行为进行

详细的分析和识别。然后，本系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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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斯算法，并结合所分析出来的行为，来判断被分析程序是具有恶意。本系统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作三大部分、

四个层次、五个模块。它们的具体组成以及它们所实现的功能如上图。 

(1)三大部分：用户界面、分析识别部分、驱动部分 

用户界面给用户提供了一个友善的外观，两种模式和三种个性化界面来满足不同目标不同层次用户的需求；

分析识别部分作为底层驱动部分和界面程序的中介，与驱动程序交互，分析并判断程序行为的危害性，格式化数

据并输出到界面程序当中；驱动部分位于系统内核，拦截并记录被分析程序的操作行为，并交由分析识别部分处

理。 

(2)四个层次：监视层、组织层、判定层、用户显示层 

监视层处于 底层，主要捕获被分析程序对文件、注册表等的行为并予以记录；组织层负责监视层与判断层

之间的通信；判定层对组织层传上来的操作行为数据根据恶意行为库进行分析处理，提取有关信息；用户显示层

为用户提供一个友善的外观。 

(3)五个模块：注册表监控模块、网络监控模块、文件监控模块、进线程监控模块、API监控模块 

注册表监控模块实现的是对注册表的监视，本系统采用挂钩16个注册表访问函数来实现对待分析程序注册表

的监控；网络监控模块利用了TDI驱动协议过滤实现，分析得到程序的网络操作行为。实现对被分析软件的网络

方面的监控；文件监控模块通过创建驱动设备对象，然后挂接到卷设备上来监控对被分析软件对文件的相关操作。

从而发现是否或创建访问了非法的文件，为判断待分析软件是否为恶意软件提供根据；进线程监控模块应用DDK

提供的函数来监视待分析软件的进线程创建、注入等行为；API监控模块使用了微软提供的开发包Detours来方便

的对函数进行拦截，在程序分析时注入DLL，实现对程序API函数调用的监控。 

(4)未知恶意程序的分析识别 

本系统对于恶意程序的判定采用贝叶斯算法,它不需要像传统软件一样进行病毒库更新，所以它能够对未知

的恶意程序进行识别。同时，贝叶斯算法也保证了判断的高准确性。 

3.实验及结果 

为了验证本系统的功能是否实现，本系统一共测试了218个样本程序。这些样本程序包括了132个正常程序和

86个恶意程序。 

本系统对上面所有样本程序都进行了测试，并对表1中各个测试模块的行为进行记录，如表1所示。通过测试

证明，本系统能过成功的对被分析软件这几个方面的行为进行识别。 

 
在测试中，对于正常程序，本系统对130个样本程序进行了检测，并且能够成功地将118个程序判定为正常程

序。而对于恶意程序，本系统对85个样本程序进行检测，并且成功地将78个程序判定为恶意程序。由此，得到了

本系统的漏检率、正确检测率、错误检测率，如表2恶意程序行为分析识别测试结果所示。 

从上面两个表格可以得出：本系统能够准确的识别出恶意程序的恶意调用、文件非法操作、注册表非法操作、

网络窃取等方面的操作。同时，经过基于统计的贝叶斯算法分析，本系统能够准确的分析识别恶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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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新点总结 

(1)基于行为的恶意程序判定 

本系统使用基于程序操作行为来对恶意软件进行动态分析。这使得本系统不用依赖于特征库，也不需要像

传统软件一样进行病毒库更新。只占用较少的系统资源，对传统安全软件不能发现的未知恶意程序也能很好的

识别。是已广泛应用的基于特征的安全软件有效的补充。 

(2)过滤驱动与 Detours 互补分析 

本系统使用了过滤驱动程序获取程序操作行为，其核心功能是在系统内核实现的，所以它所捕获到的操作

都是从内核中得到的，具有很高的准确性，完整性。 

另一方面，系统使用 Detours 技术从系统底层拦截程序 API 调用，只会改变内存中的目标函数代码而不会

修改目标程序，这保证了被执行程序的安全。 

两者获取的数据相互验证补充，为恶意程序行为的检测提供了准确而详细的依据。 

(3)多角度监控 

驱动程序在文件、注册表、网络、进线程、API 等各方面都进行了细粒度监控，能够准确的捕获恶意软件

在这些方面的操作。真正做到无错报，少漏报。 

5.未来工作 

(1)单任务分析到多任务分析的转变 

目前，本系统是使用单任务运行的，它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只能对一个程序进行分析识别。但是现在恶意程

序肆虐，它的数量不断上升，用户需要同时对多个程序进行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依次对每个恶意程序进行分

析，所需时间太多，导致其不能实时响应大规模恶意程序的爆发。基于以上原因，本系统需要能够同时对多个

恶意程序进行分析，本系统必须实现多任务分析。 

(2)自动对危险程序进行相应的处理 

本系统当前只能完成对恶意程序的操作分析和识别的功能，不能采取相关的处理操作，而只能由用户手动

处理恶意程序。在以后的工作中，本系统会解决掉这个问题，让系统可以自动的对恶意程序采取相应的操作。

这也将使得，本系统更加人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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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范文庆，周彬彬.《Windows API——函数、接口、编程实例》.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9. 

[4] 武安河.《Windows2000/XP WDM 设备驱动程序开发》.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5] （美）Jeffrey Richter，王建华, 张焕生.《Windows 核心编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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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ord文档的多文件信息搭载系统 

参赛队伍：柴朝阳, 曹阳, 石松坡, 林超 

指导教师：秦艳琳 

参赛高校：海军工程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基于Word文档的多文件信息搭载系统是针对当前单文件信息搭载系统搭载信息格式单

一，搭载量小，搭载的文件在传输过程中易被截获破解，传输中易存在错误或丢失等问题，

利用VC++6.0软件，综合多种技术设计实现的信息搭载系统。系统设计开发时首先对Word文

档的格式进行深入分析，在认清其结构组成以及各部分信息类型基础上，寻找搭载切入点并

计算出可搭载量，进而得出单个文件搭载基本原理。然后对单文件信息搭载系统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搭载多种格式信息文件、同时利用多个文档进行搭载、对载后文件进行加密传输、传

输前后实行Hash校验等解决方案，综合运用信息分割与合并、DES加密算法、MD5算法Hash校

验等技术，解决了信息文件卸载校验、系统多种功能自动完成、各子程序的执行次序方案选

择等难点问题，设计实现了信息文件多格式选择、多文档搭载与卸载、信息文件加解密、信

息文件哈希校验等功能，并在软件开发完成之后，对系统的功能及性能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大

量测试，充分证明了软件的实用性、简易操作性以及安全可靠性。 后通过总结发现，系统

在政府、企业、军队等需保密通讯的特殊机构传递保密信息，保障信息安全隐蔽传输等方面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信息文件；多文件搭载；分割合并；DES 加密；Hash 校验 

1.相关工作 

（1）对Word文档格式的分析与研究。 

（2）对单文件搭载与卸载的研究与测试。 

（3）对文件分割与合并的设计与实现。 

（4）由DES算法对信息文件加解密的设计与实现。 

（5）对信息文件传输前后Hash校验的设计与实现。 

（6）多文档搭载与卸载的设计与实现。 

（7）对程序全部功能及性能测试和对程序界面的美化。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针对单文件信

息搭载系统存在的

缺点与不足，我们

设计开发了多文件

信息搭载系统，系

统的主要功能如图

3-1 所示: 

在实现过程中

功能都顺利完成，

搭载时功能如图

3-2： 

卸载时功能如

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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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开发过程中主要研究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1）Word 文档格式 

 在系统开发之前，首先要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借助二进制分析工具，了解 Word 文档的结构组成以

及各部分信息类型，为信息的搭载和卸载做好准备工作。 

（2）信息文件多格式的选择 

为满足用户的广泛性需求，本系统结合信息文件二进制搭载方式，通过对信息格式的读取保存，实现了多

格式选择。 

（3）多个文档的搭载与卸载 

为满足安全性需求，同时提高系统的可搭载量，在单文件搭载理论的基础上，使用信息分割与合并技术，

借助循环程序实现对分割信息实施逐一搭载，卸载过程与此技术相似，实行步骤相反。 

（4）信息文件加解密 

为提高信息文件传输的安全性，本系统借助常用有效的 DES 算法与自主加密算法相结合，分别在分割合并

与搭载卸载时实施信息的加解密操作，保证用户信息的安全性。 

（5）信息文件哈希校验 

针对信息传输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缺失或错误，系统设计了基于 MD5 算法的 Hash 校验，对传输前后的文件计

算出唯一的 Hash 值进行比对，保证信息的完整有效性。 

3.实验及结果 

系统的测试包括两部分，分别是功能测试与性能测试 

` (1)功能测试 

测试包括： 

 单文件搭载模块测试，其中包括单文件搭载，单文件卸载 

 多文件搭载模块测试，其中包括多文件搭载，多文件卸载 

 多文件智能判断模块    

 加密模块的测试 

测试结果： 

 单文件在不改变载体文件属性情况下可有效的搭载卸载。 

 载后文件大小，内容均未改变，并正确卸载出信息文件，文件哈希校验成功，显示出的哈希值与搭载

时的相同。 

 能识别出多余文档并且提示，也可识别出缺失文件。 

 在密码输入正确的情况下才可真确解密。 

(2)性能测试 

测试包括： 



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获奖作品集 

第 46 页 共 297 页 

 多文件搭载采用的搭载方式（即单文件中方式 1+方式 4 组合）对于不同内容 Word 文档的搭载率 

 （搭载率=可搭载量/载体文件大小）。 

 多文件搭载前后载体文件的内容，大小是否改变。 

 搭载速度（时效）。 

 对于不同格式信息文件的搭载测试。 

 载后文件中搭载点和卸载点是否易被发现。 

(3)测试结果： 

 对于不同内容 Word 文档的搭载率在 18.51%至 44.27%之间。 

 多文件搭载前后大小没有改变，搭载速度快。 

 不同格式信息文件搭载正确，速度快。 

 搭载点和卸载点在不同载后文件中重复较少，隐蔽性较好。 

(4)创新点总结 

 对信息文件分割，采用多个载体文件进行搭载传输。 

 可搭载多种格式信息文件。 

 可自动校验卸载错误，实现智能卸载。 

 采用加密传输与 Hash 校验相结合确保信息文件传输的安全性。 

5.未来工作 

下一步工作主要包括： 

    （1）进一步对Word文档进行格式分析，在不改变原有属性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可搭载量。 

    （2）采用先进的压缩技术，使得文件加密体积大大缩小。 

    （3）设计采用强度更高的加密算法，进一步保障信息文件的安全可靠性。 

参考文献 

[1]Niels Ferguson,Bruce Schneier.Practical Cryptography[M],2005. 

[2]Bruce Schneier.Applied Cryptography Protocols,algorithms,and source code in C(Second 

Edition)[M],2000. 

[3]冯登国.密码学原理与实践[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4]吴世忠,宋晓龙,李守鹏.密码编码和密码分析原理与方法[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5]Jon Bates,Tim Tompkins.实用 Visual C++ 6.0[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6]林勇，宋征.Visual C++ 6.0 应用指南[M].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 

[7]何志丹.深入浅出Visual C++入门、进阶与应用实例[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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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海春,邱寄帆,邱敦国.一种基于Word 文档的数字密写设计与实现[J ].微计算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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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软件特征的盗版自发现系统 
参赛队伍：靳宪龙, 王珏, 顾叶明, 侯毅 

指导教师：芦斌 

参赛高校：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软件盗版防止是一个受到国内外政府、企业广泛关注的课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问题之一。本课题正是针对这个问题开展研究，设计并实现了“基于软件特征的盗版自发现

系统”。该系统针对“发现难”、“取证难”、“追究责任难”的问题，以抓取“盗版软件

流通源”为目标，可以自动发现进行非授权散布软件的网站，进而应用网络实体地理位置定

位技术确定这些流通盗版软件网站的实际位置（针对“发现难”问题），同时记录盗版发现

过程中的相关证据（针对“取证难”问题）；由于该系统针对“盗版软件流通源”，这一主

体数量较少，且常常具有法人的特点，因此使得通过法律手段追究其责任成为可能（针对“追

究责任难”问题）。该系统包括软件垂直搜索模块、特征匹配模块和用户界面模块。软件垂

直搜索模块依据给定的关键字从互联网上下载软件；特征匹配模块判断下载的软件是否为指

定程序的拷贝或“变形”，如果发布该软件的网站没有发布权限，则说明该网站在非授权的

情况下发布“盗版软件”，即该网站为盗版软件的流通源；用户界面模块可以监视软件垂直

搜索模块的运行情况、特征匹配情况等，对于已发现的盗版软件流通源，应用网络实体地理

位置定位技术，获取其详细地理位置，并在地图上显示给用户。该系统应用软件特征技术进

行盗版发现，在软件特征方面，本文针对Myles软件特征机械分割指令的操作码，不能体现

程序语义的缺点，借用文字处理中“分词”的思想，依据概率原理，对程序指令序列进行不

等长分割，得到程序的分解碎片集，并将该碎片集作为软件的特征。该特征可以有效反映程

序的语义，具有较高的鲁棒性与可信赖性。该系统为各软件企业提供盗版发现的服务，对打

击软件盗版具有积极的作用，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可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研究背景及应用前景 

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对软件盗版问题投入了大量的关注，并从法律、技术等手段提出各种防止盗版的措

施，但软件盗版的防止仍然存在“发现难”、“取证难”、“追究责任难”的问题，本作品针对这些问题，寻

求解决思路。该系统的主要用户为软件开发企业，为其提供“盗版发现”服务，从而减小软件被盗版的可能性。 

2009 年 6 月 12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产业司司长赵小凡指出，2008 年我国软件服务业收入规模达

7573 亿，2009 年预计能达到 9000 亿元，2010 年有望突破 10000 亿元。根据 BSA 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软件

的盗版率高达 80％，软件产业因保护不力造成的损失估计高达 66.77 亿美元（约合 460 亿元），平均每家软件

企业因盗版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355 万元。如果该技术可在 5%的软件企业推广，则每家企业因采用本技术可

挽回经济损失约 30 万元，总计每年可挽回经济损失约 1.94 亿元。另一方面，5%的企业，每年对该系统的服务

费为 1 万元，该系统每年的产值将达到约 650 万元。 

此外，该系统的设计思路可能催生一系列新的产业。例如，提供盗版取证、帮助被盗版企业发起法律诉讼

等服务的公司、提供软件保护服务的公司、扩展传统搜索引擎提供的服务的公司，进一步完善和扩展软件行业

的产业链。本作品能为打击软件盗版发挥积极作用，有利于促进软件行业的发展，从而可以拉动相关行业的经

济增长，将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1)实现原理 
一般而言，软件盗版过程中存在 3个不同的角色：软件的破解者、盗版软件的流通者、盗版软件的 终使

用者。“软件的破解者”是盗版软件产生的源头，其一般的主体为对计算机硬件、操作系统、软件技术非常熟

悉的自然人；“盗版软件的 终使用者”是盗版软件的终端用户，其一般的主体为自然人，这一角色对软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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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的侵犯往往是被动的，而且数量众多，难以使用法律手段追究其责任；“盗版软件的流通者”是盗版软

件从“生产者”到“使用者”之间的桥梁，其一般的主体为网络上的网站（其往往具有法人的特点），这些网

站以有偿或无偿的方式为盗版软件的 终使用者提供下载服务。这一角色将软件盗版的危害剧烈放大，并极有

可能从中获利。该角色危害较大，数量较少，且常常具有法人的特点，因此使用法律手段追究其责任成为可能。

从防止盗版的角度而言，发现“盗版软件的流通者”对于软件盗版而言尤为重要。 

因此，要及时发现软件的盗版现象，并通过法律手段追究盗版责任，则必须及时发现“盗版软件的流通

者”，也就是及时发现提供盗版软件下载服务的网站，这正是本项目解决软件盗版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应用网

络爬虫、软件特征提取及匹配技术构建“基于软件特征的盗版发现系统”。 

软 件 特 征

数 据 库
特 征 提 取 器

In te r n e t 网 络 爬 虫

特 征

程 序
特 征 提 取 器

特 征

网 站 地 址

授 权 网 站

数 据 库

相 似 性 比 较

判 断 合 法 性

待 监 控 程 序
待 监 控 程 序

待 监 控 程 序

输 出 非 授

权 网 站  

图 1 软件盗版发现系统原理示意图 

该系统原理如图 1 所示。待监控程序由用户给定，是该系统实施保护的程序，即该系统实施该软件的盗

版发现任务。特征提取器提取待监控程序的特征，并将该特征存入软件特征数据库。网络爬虫依据一定的策略

从 Internet 上获取可疑程序，并提取可疑程序的特征，将该特征与软件特征数据库中的特征进行相似性比较，

如果相似性较大，那么说明该可疑程序很可能就是待监控程序的原版或破解版，此时再判断发布该可疑程序的

网站是否是授权网站（即该网站是否具有发布待监控软件的权力），如果是非授权网站，那么将该非授权网站

的网址及详细地理位置输出给用户。至此，对于待监控程序的盗版现象即被发现。 
(2)系统框架及研究内容 

本系统按功能主要划分为三个模块（如图 2 所示）：软件垂直搜索模块、特征匹配模块、用户界面模块。 

数 据 库

用 户 界 面 模 块

垂 直 搜 索 模 块

S p rid er

D L o a d er

特 征 匹 配 模 块
    

网 页 描 述 特 征

静 态 字 符 串 特 征

基 于 统 计 分 词 特 征
 

图 2 系统功能模块关系图 

软件垂直搜索模块使用网络爬虫技术，从用户给定的一个或多个初始 URL 种子所指向的网页开始，对目标

网络区域中的软件进行自动搜索及下载，同时将下载得到的软件进行解压，传送给特征匹配模块并进行相似度

比较。本模块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HTML 格式分析、页面中敏感信息的提取、网络爬虫的 URL 排序算法、多线

程技术、支持断点续传的文件下载技术、压缩包及安装包的自解压、自提取技术等。 

特征匹配模块将待检测的软件进行特征提取，并与用户给定的待保护软件的特征进行相似度比较，将比较

结果传送给用户界面模块，以供用户进行分析。本模块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分词字典的建立、软件静态特征提

取、相似度的定义及计算、鲁棒性和可信赖性的测试和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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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根据疑似软件的相似程度来判定疑似软件是否为标准软件的盗版，并输出判定结果。从数据库中

获取判定为盗版软件的来源网站，对网站服务器进行地理位置解析，将解析得到的区域显示给用户。本模块的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多语言的交互、界面的美化、网络实体地理位置定位技术等。 

3.难点与关键技术 

在本系统的实现过程中，存在如下难点与关键技术。 

(1)混合编程 

由于我们 4 位队员所熟悉的软件开发环境不同，因此整个工程采用 vc++和 c#两种语言编写，在程序开发

中处理混合编程的问题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点。 

(2)多进程、多线程的同步 

该系统由 5个进程组成，每个进程中都包含数个线程，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各进程的同步、线程的同步对于

我们大三学生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3)网络爬虫的实现 

由于本系统需要实现对特定网络的监视以及对特定软件的下载，因此需要实现一个具有分析与筛选功能的

聚焦爬虫。在爬虫实现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有 URL 排序算法、页面分析算法和网页搜索策略。 

(4)软件特征提取与相似度对比 

软件特征的匹配是该系统的基础，也是判断软件盗版流通源的关键。因此选择或设计一个好的特征是系统

可靠性的关键之一。在具体实现中，我们针对 Myles 特征等长机械分割指令操作码，不能体现程序语义的缺点，

借用“分词”的思想，依据概率原理，对程序指令序列进行不等长分割，得到程序的分解碎片集，并将该碎片

集作为软件的特征，该特征具有较好的鲁棒性和可信性。 

(5)网络实体地理位置定位 

直观显示出非授权网站的地理位置及相关信息。在技术实现上需要利用DNS服务获取对应IP地址，将IP地址传入

Google的定位服务接口，进行网络实体地理位置定位，获得目标所在地的经纬度等信息在地图上直观显示给用户。 

4.实验及结果 

(1)运行环境 

本软件运行环境：WindowsVista 以上版本操作系统，需要.NET Compact FrameWork3.5 以上版本的支持，

数据库选用 SQL Server2005，需要 IDA 的支持； 

由于本软件运行时会生成大量的工作线程，所以对计算机的配置要求较高，否则可能出现计算机没有响应

的情况；并且本软件的主要功能都与网络密不可分，所以运行时请务必保证稳定的网络环境。 

(2)测试及结果分析 

我们对该系统分别进行了功能测试和性能测试，由于篇幅限制，详见《测试报告》及《作品报告》。这里

仅给出测试结果及分析。 

软件功能测试：获取可下载链接功能：可以较好的获得和显示下载链接及其描述信息，支持暂停与继续，

提供对多关键字的支持。文件下载功能：能用有效的下载链接正常下载文件，能很好的显示下载信息及状态，

支持多文件同时下载，提供自动解压缩功能。软件特征比对功能：能正确完成两个软件间的特征匹配，并能够

正常显示结果，支持多级匹配策略。网络实体地理位置定位功能：地图显示及刷新正常，地理位置定位准确，

能显示详细信息。 

在性能测试中，分别对软件主程序、网络爬虫模块和特征匹配模块进行了测试。软件主程序能稳定运行并

且消耗较小的系统资源；网络爬虫模块能稳定运行，虽然要消耗较多的系统资源但是这换来了更高的效率；特

征匹配模块能稳定运行，匹配效率较高。 

5.创新点总结 

该系统以发现盗版软件的流通者为目标，设计和实现了“基于软件特征的盗版自发现系统”，在课题实施

过程中，在如下方面获得了一些结果： 

(1)针对软件盗版“发现难”、“取证难”、“追究责任难”的问题，以抓取“盗版软件流通者”为目标，

提出了“盗版自发现”的概念，实现的系统可以自动地发现非授权散布该软件的网站，进而定位流通盗版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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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站（针对“发现难”问题），同时记录发现过程中的相关证据，为取证提供技术支持（针对“取证难”问

题）。此外，该系统针对的“盗版软件流通者”，该主体数量较少，且常常具有法人的特点，因此使得通过法

律手段追究其责任成为可能（针对“追究责任难”问题）。 

(2)针对 Myles 软件特征等长机械分割指令的操作码，不能体现程序语义的缺点，借用文字处理中“分词”

的思想，依据概率原理，对程序指令序列进行不等长分割，得到程序的分解碎片集，并将该碎片集作为软件的

特征。该特征反映了程序的语义，具有较高的鲁棒性与可信赖性。 

(3)以现有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页面为种子，依据给定的关键字，应用网络爬虫从网页上的非结构化数据

中提取软件描述信息、软件下载连接等，并下载软件，实现了支持软件搜索的互联网“软件垂直搜索”。 

(4)软件特征匹配方面，采用多级匹配策略，分别从“网页描述特征”、“静态字符串特征”、“基于统

计分词的特征”3 个粒度实现特征的匹配，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6.未来工作 

本系统拥有很多可以改进与优化的地方，在以后的调试修改过程中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进一步提高界面的友好性； 

(2)改进网络爬虫性能及页面分析能力； 

(3)改进文件下载，能够对多种类型的下载链接进行下载； 

(4)优化标准字典； 

(5)优化分词算法； 

(6)进一步完善网络实体地理位置定位技术； 

(7)更加合理的利用 CPU、内存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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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手机认证的网上购物支付系统 

参赛队伍：延丛智, 王辉, 闫东晓, 陶天一 

指导教师：张卫东 

参赛高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近年来，由网上购物带动起来的网上支付在中国得到了如火如荼地发展
[1]
，而网上支

付的关键和核心是网上银行对用户的身份认证环节。这一环节必须得到安全有效的技术保

障，以保证用户账户的资金不被非法使用。目前常见的两种认证方式（一是使用口令+随机

码进行认证，二是使用 USB Key 进行认证）存在通道单一、适用范围狭窄、应用层没有达

到信息安全四点要求等重大缺陷，使得用户网上支付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针对这一问题，

本项目设计了一套基于手机认证的支付系统，将身份认证工作交由手机认证程序Mobile Key

完成。银行将请求用户确认支付的信息以短信方式发至用户手机，只有当用户同意支付，

并且 Mobile Key 对信息使用用户的私钥签名发回银行后，银行才能执行转账操作。虽然现

有的第一种认证方式也使用了手机，但手机起到的作用仅仅是传递一个随机码，而不是认

证作用。本项目的主要工作有两个。一是设计并实现了完整的安全支付认证方案。该方案

使用椭圆曲线密码体制。并详细描述了银行和手机之间传递信息的内容和方法，制定了一

整套安全策略，以抵抗各种常见类型的攻击。在安全策略中，采用了一种签名加密算法将

ECDH、ECDSA 和 AES 有机结合，使得信息传递一次即可完成密钥交换、数字签名和加密，便

于手机处理。二是设计并实现了手机上运行的认证程序 Mobile Key。基于 J2ME 的 Mobile Key

技术与银行间以短信方式进行通信，在手机上完整的实现了身份认证、数字签名、信息加

密、消息认证等功能。从根本上解决了现有两种认证方式所面临的问题。目前这一客户端

还没有成品出现。手机认证天生具有绝大多数 USB Key 没有的特性，如显示屏、键盘、与

用户的紧耦合关系、无线接入等。同时 Mobile Key 又起到了 USB Key 的作用。所以基于手

机认证的购物支付系统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在电子商务的各个领域。 

1.相关工作 

在网上购物中，银行对用户的身份认证是安全支付的前提和核心。目前普遍使用的认证方式有两种，一是

使用口令+随机码进行认证，另一种是使用 USB Key 进行认证。 
(1)使用口令+随机码进行认证 

银行在对用户进行认证的时候，用户会收到银行用短信发来的随机码，用户须将该自己的银行帐号和口令

连同该随机码一同输入银行的网页上，从而完成银行对自己的认证。 

这种方式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 

优点： 

 使用简便。所有用户都会轻易使用。并且除日常使用的手机外，它不要求用户使用任何其他附加设备。 

缺点： 

 本质上仍为单通道，安全性不高。所有购物和支付信息均同时在电脑上出现，容易被木马或黑客截获。 

 在应用层没有满足保密性、完整性、可认证性和不可否认性的要求。因为它在应用层没有使用公钥密码体

制。 

(2)使用 USB Key 进行认证 

USB Key 的使用方法是
[2]
：当用户在网上银行转账的时候，在电脑上插入 USB Key，输入 PIN（Personal 

Identity Number）码进行相关操作。  

这种方式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 

优点： 

 安全性有所提高。只有同时拥有用户的 PIN 码和 USB Key 才能以用户身份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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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现代信息安全的标准。使用了 RSA 公钥密码体制。 

缺点： 

 仍然为单通道。由于 PIN 码是在依然是在用户电脑上输入的，因此黑客依然可以通过程序截获用户 PIN 码，

如果用户不及时取走 USB Key，那么黑客可以通过同时截获的 PIN 码和交易信息来取得虚假认证，从而冒

充用户身份使用户蒙受经济损失。 

 接口单一，适用范围不广。不具有 USB 接口的上网设备（如 PDA，手机）无法使用 USB Key。 

 增加用户使用负担。USB Key 虽有 U 盘的小巧，但是对大多数用户来说 U 盘都不可能天天带在身上，更

何况是用于购物的 USB Key。尤其是二代 USB Key[3]由于带有液晶显示屏，已有半个手掌大小。网络购物

本身提供了一种购物的随时随地性，而 USB Key 为了增加安全性恰恰降低了这种美好的用户体验，所以这

种方式目前使用的人并不多。 

(3)结论 

现将两种认证方式的优缺点总结如下：      
表 1 现有两种认证方式特性对比 

 口令+随机码认证 USB Key 认证 

双通道，高安全性 × × 

适用范围广 √ × 

使用简便，不给用户添加额外负担 √ × 

保密性 × √ 

完整性 × √ 

可用性 × √ 

不可否认性 × √ 

所以，开发出一套能满足上述7点要求的认证模式迫在眉睫。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1)提出使用手机进行认证新构想 

为了满足上述 7 点要求，我们想到了如下表所示的 4 点解决方案： 

表 2 满足要求的解决方案 

要求 解决办法 

双通道 好是两个物理特性不同的通道 

适用范围广 使用无线通信 

使用简便，不给用户添负担 必须是用户日常用品 

保密性 

使用公钥密码体制 
完整性 

可认证性 

不可否认性 

通过分析不难得出，满足表中解决方案 4 点要求的认证工具中，手机是不二之选！ 

使用手机来完成网上购物的认证工作，将带来如下好处： 

 购物支付过程变为双通道，安全程度极大提高。有线通道传递交易信息，无限通道传递认证信息。两种信

道物理特性上的不同使得交易信息和认证信息

同时被截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用户支付过程

安全性大幅提高。如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

示。  

 统一了认证方式。由于手机认证是使用无线连

接的，所以说无论是电脑、PDA 还是 UMPC，使

用手机进行认证都向用户提供了一种统一的、

随时随地随身的认证方法。实现了多种媒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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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种媒体认证。 

 手机平台本身具有运算和存储能力，可以运行各种密码算法。本项目中手机上运行了 AES 加解密、ECDSA

签名/验证、ECDH 密钥协商等算法。实践表明，手机完全可以胜任。 

 J2ME 平台更具安全性。手机认证程序使用主流的手机程序开发工具 J2ME(Java 2 Micro Edition)开发，

J2ME 平台本身具有很高的安全性
[5]
。手机病毒想攻破认证程序相当困难。 

 使用极为方便。USB Key的发展趋势是带有显示屏和按键。而手机天生就具有这些特性。并且手机还是人手

一个的日常生活用品。 

(2)使用手机进行认证的系统方案 

系统方案中， 关键的步骤是银行与手机之间的交互过程。 

银行认证程序执行以下步骤： 

 将交易序列号、转账金额、商家名称、用户注册名这四项形成明文消息； 

 对消息使用 ECDSA 算法进行签名； 

 在消息和签名后附上随机数，以抵抗重放攻击； 

 在使用 CFB 模式的 AES 对消息进行加密得到密文； 

AES 使用的会话密钥这样产生
[4]
： 

 银行随机生成一个临时私钥，并用该临时私钥生成临时公钥； 

 用临时私钥和用户的永久公钥相乘会得到本次会话的会话密钥。 

后，银行以短信方式向手机发送信息。短信的内容是：密文和生成的临时公钥。 

手机认证程序 Mobile Key 在收到银行发来的消息时，执行以下步骤： 

 用银行传来的临时公钥乘以用户的永久私钥，这样便获得了本次会话的会话密钥； 

 用会话密钥解密密文消息； 

 解密消息后，使用 ECDSA 验证签名算法验证银行签名； 

 提取出明文消息：交易序列号、转账金额、商家名称、用户注册名，等待用户确认。 

 用户确认消息后，对同意支付指令、转账金额、商家名称、交易密码这四项内容先用 ECDSA 签名，再

用 AES 加密； 

 将密文以短信方式回复给银行。 

(3)完整的安全策略 

[1] 数字签名：在银行给用户发信息和用户回复时都对消息进行了 ECDSA 数字签名。这样就可以完成银行

和用户的双向认证。同时防止消息在传递过程中被篡改。 

[2] 随机数：用于抵重放攻击。银行在像用户发送信息时附上随机数 challenge，手机在回复时，将

challenge+1 附在消息后。这样就保证了本次会话的新鲜性。 

[3] 对称加密：银行和手机之间传递的任何信息都经过了 CFB 模式的 AES 加密处理，止敌手获得任何关于

交易和认证的信息。 

[4] 交易密码：在用户使用 Mobile Key 确认支付时需要输入交易密码。这样一是对银行进行转账授权，

二是避免手机丢失带来的损失。 

[5] PIN 码：用户在进入 Mobile Key 时需要输入 6 位数的 PIN 码，输入三次失败则 Mobile Key 自动死锁，

这也是用于避免手机丢失带来的损失。 

[6] 密钥交换：每次用于 AES 加解密的会话密钥是这样产生的：银行首先产生一个临时私钥，再用它生成

临时公钥。银行用临时私钥乘以用户的公钥即得到会话密钥。银行在发送消息时，将该临时公钥附在

密文后面。用户得到该临时公钥后，乘以自己的私钥即得到会话密钥。这种改进的 ECDH 可以抵抗中间

人攻击。 

(4)手机认证程序 Mobile Key 的实现 

手机认证程序共分 3 个大的功能模块，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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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手机功能模块示意图                        图  4 Mobile Key中个功能组件接口示意图 
手机认证程序 Mobile Key 中个功能组件的接口为图 4 所示： 

3.测试及结果 

我们针对手机认证程序Mobile Key的各个模块进行了模拟攻击，对AES、ECDSA和抗重放模块进行了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各模块运行正常，Mobile Key整体运行良好，达到了设计的预期目标，可以实现银行服务器和用户

双方可靠的双向身份认证，能够完成网上购物的支付工作。 

4.创新点总结 

(1)提出使用手机进行认证的新思想 

正如 3.1 小节所述，使用手机完成认证工作能够很好地解决现有认证方式的诸多不足，同时由于手机天生

具有显示屏、键盘和存储计算能力，所以手机相比 USB Key 具有天生的优越性。并且由于手机是无线接入的，

所以使用手机进行认证工作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极大地提升用户的购物体验。 

(2)设计出使用 Mobile Key 进行认证的安全支付新方案 

系统使用椭圆曲线密码体制，针对支付系统可能遭受的针对保密性、完整性、可认证性、不可否认性等多

方面攻击，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安全支付认证策略。在我们的安全策略中使用到了身份认证机制、数字签名机制、

对称加密机制、消息认证机制、密钥协商机制和随机数机制，以抵抗各种常见类型的攻击。 

(3)Mobile Key 技术的实现 

手机认证程序 Mobile Key 在手机上实现了完整的认证功能。包括身份认证、数字签名、信息加密、消息认

证等。在手机上实现一套完整的用于网上支付认证的软件目前还没有找到类似的成品。我们将 Mobile Key 程序

放进了真实手机进行使用，并利用 GSM Modem 实现了与银行服务器的通信。 

5.应用前景和未来工作 

(1)应用前景 

 网上银行的各种业务 可以进行账务查询、转账、外汇买卖、银行转账等业务，使客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

何地点、以任何接入设备办理银行业务，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网上炒股、基金 用户下单之后，可以通过手机认证程序对一笔交易进行签名，从而完成证券交易所和银行

对自己的认证。 

 网络游戏身份认证 现在网络游戏产业发展十分迅速，而网游账号被盗时有发生，使用Mobile Key将从根本

上解决这一问题。 

 商场刷卡购物 信用卡被盗刷现象屡见不鲜，使用手机进行身份认证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总之，使用Mobile Key认证可以跨越时空限制，成为绝大部分需要进行身份认证之处理想便捷的安全认证终

端。 

(2)未来工作 

由于用手机做为一个单独的认证工具目前还没有成品出现，所以我们的作品要想的得到大规模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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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某些模块上符合现有国家商用密码标准。在做适当调整后，可以将Mobile Key作为新的手机认证程序标准

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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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流跟踪的溢出防御与分析系统 

参赛队伍：叶敏, 谢泳, 庄金鹏, 王浩 

指导教师：付才 

参赛高校：华中科技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软件溢出漏洞已经成为信息安全的 主要的威胁之一。 近几年以来互联网发生的

重大黑客或是病毒事件，基本上都是由于软件溢出漏洞的存在而导致的，因此，对软件溢

出漏洞进行实时防御，同时对其进行精确自动化分析，对提高软件安全质量，促进我国软

件信息系统高质量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积极的意义。当前有部分厂商与组织开发了一些缓冲

区溢出检测工具，但存在定位不精确，功能单一，同时存在有漏洞时可提供的信息与资料

不全的情况，增加了漏洞分析难度。本作品提出的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出，力求为

软件测试与软件漏洞的检测及防御提供一个有效的工具。本参赛作品的主要内容以及特点

包括：(1)研究溢出漏洞的预防技术,降低漏洞带来的系统风险。漏洞预防技术重点是研究

通过对不可信数据流跟踪，在新的漏洞带来攻击的时候,能够有效的制止破坏或入侵行为,

从而降低信息系统的风险,同时能够对漏洞状况进行分析,给出漏洞的具体状态以及危害程

度。(2)研究漏洞基于数据流精确动态跟踪与分析方法。传统的漏洞分析多数通过 API 截获

实现，一旦发现程序异常，其代码所在位置距离实际溢出点相差很远，导致溢出分析困难

重重。而漏洞的静态分析由于脱离了软件的实际运行环境与上下文,难以起到很好的漏洞分

析效果,本作品采用基于数据流的精确漏洞分析方法，动态跟踪程序所有的数据结构动态变

化,数据流的转移等特征，为漏洞的精确定位以及可疑代码的发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

研究溢出漏洞的恢复与回朔机制，软件在运行过程中，往往已经产生了一定阶段的运行结

果，一旦溢出导致系统崩溃，将会带来很大损失，本作品将在溢出恢复机制上做一定的研

究，使得溢出防御能够产生真正的使用效果，将用户的损失降到 低。本作品的研制，将

为溢出防御与溢出分析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为促进软件安全质量良性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若进一步推广，有望产生积极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1.相关工作 

缓冲区溢出的检测与防御研究已经成为信息安全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与大学都做了

一定程度的相关工作，目前，国际上漏洞分析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针对源代码的静态分析，二是针对执行

进程的动态分析。 

在静态分析中，包括源代码扫描与反汇编扫描，源代码扫描方法首先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提出，通过检查程

序中不符合安全规则的文件结构、命名规则、函数以及堆栈指针等，从而发现程序中可能隐含的安全缺陷；反

汇编扫描则是针对不公开源代码的程序进行的静态分析。目前静态分析工具有 Lint、Splint、LClint、

Flowfinder、RATS、ITS4 等，漏洞的静态分析都需要丰富的经验以及很高的技术，并预先制定出不安全代码的

审查规则，通过匹配的方法检查程序代码，这种方法费时费力，对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极高，并且不能检测到

程序动态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安全漏洞，很难发现潜在的程序逻辑与安全性漏洞，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静态分析的缺点，目前很多漏洞研究侧重于程序的动态分析。动态分析研究有以下几种方法： 

(1)环境错误注入：错误注入是在软件运行的环境中人为的注入错误，并验证反应，这是验证计算机信息

系统容错性可靠性的有效方法，目前针对硬件测试的错误注入比较典型为 FIST(Fault Injection Security 

Tools)，针对纯软件的错误注入系统比较典型的是 FIAT(Fault Injection-based Automated Testing)，这是

一种基于软件的故障注入及分析工具，由美国 Carnegie Mellon 大学开发。错误注入的主要目的是测试程序的

健壮性、可靠性以及容错性，在漏洞分析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拓展，以寻找具备漏洞特征的软件错误。 

(2)内存检测与保护机制：通过内存检测与保护机制进行漏洞分析是目前的一种重要方法。由于漏洞多数

是由于堆栈缓冲区溢出造成的，因此，如果能够对堆栈内存进行检测与保护，也就能够达到漏洞分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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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能够防止漏洞产生严重后果。这种方法包括采用虚拟机的漏洞分析方法，在系统内核加入关键机制进行检

测并防止溢出的方法，甚至采用安全芯片进行内存保护等。比较典型的有：Stack Guard、Point Guard、Libsafe、

Libverify 和 Stack Shield 等。 

(3)动态渗透分析：渗透分析是根据已知漏洞知识检测未知漏洞，渗透分析要求知道存在于系统中的一种

漏洞为先决条件，渗透分析的有效性与执行分析的人员素质有关，它往往采用静态跟动态跟踪相结合的办法，

依赖于各种调试器，如：SoftICE，VC，IDA，KGDB 等。一般由经验丰富的安全工程师进行，分析难度大，工作

量也很大，往往分析效率低下。 

除了上述静态与动态漏洞检测方法以外，目前，基于模型检验的软件测试技术也逐步应用到漏洞检测中。

目前已经有一些模型检验工具，如：SMV 工具、Spin 工具以及 MOPS 工具等。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基于数据流跟踪的溢出防御与分析系统的内容包括： 

(1)基于数据流跟踪缓冲区溢出检测、分析和特征码提取方法 

在数据流跟踪模块中，所有的外部数据（包括文件输入和网络数据）都被认为是不可信的数据，它们不应

该被执行。我们对外部数据进行标记，当被标记的数据执行时，这很可能是恶意的攻击行为。这时可以终止程

序，防止机器遭到恶意代码的破坏。我们的程序还具有很强的自动分析能力和特征码提取功能。当检测到溢出

时，该系统可以提供很多当前进程的信息，包括调用栈、shell code 和特征码，这对人工分析有很大帮助，通

过调用栈可以很快找出存在漏洞的函数，自动提取的特征码可有效防御以后相同类型的攻击，特征码还可用于

其它 IDS 和 IPS。该模块具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不需要源代码支持。二进制文件运行时动态跟踪和检测。这对没有源代码的商业软件溢出分析很有帮

助。 

 检测精度高。在包含有恶意代码的溢出攻击中，我们测试的很多第三方软件都精确检测到溢出。 

 自学习能力。在网络攻击中，检测到溢出时特征码会自动保存，下次运行时可以自动载入特征码。相

同的攻击再次出现时，系统可以将该数据包过虑，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不崩溃。 

 适应所有类型漏洞。无论是栈溢出还是堆溢出，都可以同样实施监测。 

 有效预防 0Day 漏洞攻击。目前基于特征码的杀毒软件、防火墙和入侵检测系统对新的攻击都存在延迟，

即漏洞发现后需要一段时间特征码才会更新，但对于网络蠕虫来说，这一段时间足以让它扩散到整个

互联网。有了该系统，我们可以在没有官方补丁和防病毒软件更新的情况下，将自动提取的特征码用

于 IDS 和 IPS，第一时间抑制病毒扩散。 

(2)静态分析与动态调试 Debug API 相结合的函数调用跟踪与溢出检测 

静态分析与动态调试 Debug API 相结合的函数调用跟踪与溢出检测中，采用调试 API 实现进程的函数调用

检测，并能够在函数级别实现栈缓冲区溢出的检测与分析。该功能的特点包括： 

 实现函数级别的缓冲区溢出检测。采用调试 API 截获每个函数调用，对溢出的每个调用堆栈进行了详

细跟踪。 

 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溢出分析信息。利用调试 API 的强大的跟踪与监控能力，尽可能的为漏洞分析提供

资料。 

 具备较强的兼容性。基于调试 API 的漏洞检测具备良好的兼容性，对各类应用程序都能够很好的实施

监控与检测。 

(3)基于 API Hook 的堆溢出检测与分析 

 在缓冲区溢出漏洞中，除了栈溢出，堆溢出也逐步成为黑客攻击与利用的途径之一。本项目提供了对堆溢出

的实时监测，一旦发现存在堆溢出，即可提供详细的检测日志，为程序漏洞分析提供指导。该功能特点包括： 

 实现对 Windows 操作系统关键堆函数的截获与分析。采用调试 API 截获每个函数调用，对溢出的每个

调用堆栈进行了详细跟踪。 

 与调试 API 相结合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溢出分析信息。在进行利用调试 API 的强大的跟踪与监控能力，

尽可能的为漏洞分析提供资料。 

3.实验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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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本系统基于数据流跟踪的溢出检测的实用性与准确度，我们选取了多款常用的含有缓冲区溢出漏

洞的软件，测试这些软件受到缓冲区溢出攻击时该系统能否正确检测到溢出，并在测试过程中验证本系统各部

分功能是否完善。 

(1)测试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中文版。 

 编译器：Visual C++ 6.0。      辅助测试工具：WinHex 14.2 SR-3 等。 

注：本系统可以在 Windows 2000, XP, 2003, Vista 下运行，因为攻击程序和系统版本有关，为方便测试，

本次测试用例全部是 XP sp2 下的。 

(2)测试结果介绍 

采用 TFTPD32 2.0/ CCproxy 6.2/ Foxmail 5.0/ Winrar 3.6 Beta2/ W32Dsm 8.93 / eXeScope 6.50 / SDP 

Downloader 2.3.0 等 7 款存在漏洞的软件对数据流跟踪监测进行了测试，均能正确检测。 

采用 BulletProof Ftp Client 2009/自己编写的测试 Demo 等两款存在堆溢出漏洞的软件对堆检测漏洞进

行了测试，均能够实现正确检测。 

采用 TFTPD32 2.0/ CCproxy 6.2/ Foxmail 5.0/ Winamp 等 4 款存在漏洞的软件对基于调试 API 的堆溢出

监测进行了测试，均能正确检测。 

4.创新点总结 

本作品的创新性在于使用多种有效的机制实现漏洞检测，既有比较精确的基于数据流跟踪的漏洞分析，也有

基于函数级别的调试API栈溢出检测，同时提供了堆溢出检测功能，实际测试表明这些功能都达到了实用状态。

具体特点如下： 

(1)研究溢出漏洞的预防技术,降低漏洞带来的系统风险。漏洞预防技术重点是研究通过对不可信数据流跟

踪，在新的漏洞带来攻击的时候,能够有效的制止破坏或入侵行为,从而降低信息系统的风险,同时能够对漏洞状

况进行分析,给出漏洞的具体状态以及危害程度。 

(2)研究漏洞基于数据流精确动态跟踪与分析方法。传统的漏洞分析多数通过API截获实现，一旦发现程序异

常，其代码所在位置距离实际溢出点相差很远，导致溢出分析困难重重。而漏洞的静态分析由于脱离了软件的实

际运行环境与上下文,难以起到很好的漏洞分析效果,本作品采用基于数据流的精确漏洞分析方法，动态跟踪程序

所有的数据结构动态变化,数据流的转移等特征，为漏洞的精确定位以及可疑代码的发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研究溢出漏洞的恢复与回朔机制，软件在运行过程中，往往已经产生了一定阶段的运行结果，一旦溢出

导致系统崩溃，将会带来很大损失，本作品将在溢出恢复机制上做一定的研究，使得溢出防御能够产生真正的使

用效果，将用户的损失降到 低。 

本作品的研制，将为溢出防御与溢出分析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为促进软件安全质量良性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若进一步推广，有望产生积极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5.总结与应用前景 

通过几个月的努力，本作品已经达到了预定的设计目标，通过多种样例测试表明已经初步具备应用价值，有

望在漏洞预防与检测领域得到应用，具体如下： 

(1)软件安全漏洞的智能分析与软件安全性评估 

任何软件在投入市场之前，都需要进行软件测试与评估，而漏洞智能分析与软件安全性评估已经成为软件测

试与评估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本项目对软件进行漏洞分析与安全性评估，将有效的降低分析的工作量与难度。 

安全厂商与国家相关评测部门也可以利用本项目对其它软件厂商软件产品进行安全测试，以确保安全产品的有

效性与安全性能。 

(2)国家政府安全部门与军事安全部门的漏洞挖掘与利用 

  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战已经成为国家情报部门与军事情报部门的一项重要内容，发达国家漏洞挖

掘技术往往在秘密进行，可能掌握着大量未公开的安全漏洞，一旦爆发信息战，将成为敌方有效的攻击工具，

本项目的研究，将为国家信息战提供较好的支撑，期望能在这一领域作出应有的贡献。 

(3)程序调试 

本项目的开发，为程序调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对某些程序的 bug 可以以自动化方式进行分析，找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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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源头。 

(4)自动化软件测试 

漏洞动态分析与软件自动化测试有着很多共同点，而安全安全性测试又是目前软件测试的重要内容，本项目

可作为软件自动化测试的有力补充，提高测试水平与测试效果。 



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获奖作品集 

第 60 页 共 297 页 

基于校园网的个人防火墙设计 

参赛队伍：王继波, 刘银松, 何文亮, 王超斌 

指导教师：程克勤 

参赛高校：合肥工业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当今世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带来极大方便的

同时，网络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在互联网上有20%的用户曾

遭到黑客的攻击，40%的用户未安装防火墙（firewall），在网络上大部分的黑客入侵和遭受

到的攻击都是未正确安装和配置防火墙所导致的，而且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攻击的方

法深入到应用数据中,由于传统防火墙只对报头的过滤机制,因而已起不到保护计算机和网

络安全的效果了。这些问题在大学校园网内也同样存在，所以开发一款新型、有效、方便、

实用的防火墙势在必行。 

1.相关工作 

在此项目开始之初，我们本着为高校学生提供简便有效绿色的防火墙产品的想法，进行了大量的需求分析，

通过在网上搜索及在各高校发帖询问的方法收集到大量材料，众网友及学生朋友对我们的工作相当的支持，提

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对我们的工作相当有帮助，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和灵感，也使我们确定了研究方向。 

首先，针对Windows下个人防火墙只对数据包中的IP、TCP、UDP、ICMP报头进行过滤的缺陷，引入Linux中

的L7数据流应用层过滤思想，通过使用灵活、高效的字符串匹配算法来匹配数据包中除报头外的应用数据部分，

以决定是否允许其通过。 

其次，针对一些防火墙不能过滤进出计算机所有数据包的缺陷。我们采用微软（Microsoft）提供的DDK编

译环境，在Windows的底层NDIS层编写过滤驱动的方法实现了对进出本机所有数据包的过滤。 

第三，针对防火墙与大多数学校的网管软件存在冲突的特点。我们摒弃了DDK编译环境中自带的passthru

例程驱动结构，翻阅DDK说明文档和相关资料，自己搭建了一个TCWall驱动结构，解决了与网管软件的冲突问题。 

第四，我们增加了域名过滤功能，对一些含有不良信息和危害学生朋友的网站实行了限制，能很好的净化

校园网环境，保证同学们健康上网。 

后，考虑到防火墙不同用户之间计算机水平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为 大程度的迎合所有用户的需求，

设计的防火墙是绿色免安装版，配置规则设置人性化、简单方便，占用内存小，不对用户正常使用计算机造成

影响，能充分保证用户计算机的安全。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2)NDIS原理。 

    在OIS标准七层模型中，它的 上层是应用层， 底层是物理层，也就是硬件连接和网络的拓扑结构层。网

卡提供网络的硬件接口，网卡驱动程序提供符合NDIS（网络驱动程序接口规范）的服务，NDIS是用于实现传输驱

动程序和网卡驱动程序之间相互通信的网络驱动规范，同时NDIS又为传输层提供标准的网络接口，所有的传输层

驱动程序都需要调用NDIS接口来访问网络，即Windows所有的网络通信 终必须通过NDIS完成。 

(2)NDIS驱动程序的编写。 

    NDIS中间驱动程序只是一个空的虚拟的框架，让进出本机的数据包从此通过而不进行任何的操作。我们要对

数据包进行截获过滤操作的话，必须在中间驱动程序中加入自己的驱动程序。 

(3)数据包过滤规则。 

防火墙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防火墙过滤规则的设置是否合理完善，处理计算机接受的数据包

要根据报头类型和端口的不同而区分处理. 

(4)应用数据段 L7 过滤技术。 

采用了 linux 中 L7 过滤思想，由于应用数据的重要性，字符串模式匹配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的安全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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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我们的重点研究方向。 

3.本防火墙的功能 

（1）特定的IP地址拦截功能，防止非法用户或网站对本机进行攻击。 

（2）对所有TCP、UDP、ICMP包拦截和放行的功能。 

（3）域名过滤功能。对一些不良、非法网站进行拦截，为广大校园网用户提供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 

（4）数据包应用数据段的过滤功能。能有效防止嵌入数据的攻击信息进去计算机。 

（5）对防火墙运行时执行的各种对数据包的拦截或者放行操作根据用户设置进行记录,通过网络日志, 记录更多

的信息用于网络分析和维护。 

（6）当拦截到匹配规则的数据包时，发出警报。 

（7）对拦截到的各种数据包进行分类统计，计算百分比并在饼图中动态显示。 

（8）给用户提供规则设置的接口,防火墙可根据设置的规则进行过滤。 

（9）提供系统参数设置。包括是否开机自动启动，是否记录日志，日志保存路径,报警设置等。并将设置完毕的

新的配置保存到系统配置文件中。 

（10）其它功能。包括显示本机IP,软件卸载功能, 提供用户友好美观的GUI, 包括菜单、工具条、分页页面、托

盘等。 

4.实验及结果 

局域网环境实验： 

实验一: 对特定的IP、特定端口、IP段数据包过滤拦截。 

 添加规则:拦截指定IP: 192.168.1.33的ICMP数据连入。 

 添加规则:拦截 IP:192.168.1.0/24 的 ICMP 数据包连入，防火墙将对任意 IP 段 192.168.1.1 — 

192.168.1.254 的数据包进行拦截。 

 添加规则:拦截端口 5025 连入的任意 IP 的 TCP 数据包。 

 添加规则:拦截 IP:0.0.0.0，任意端口连入的 TCP、UDP 数据包，防火墙将对任意 IP 任意端口的 TCP、UDP

数据包进行拦截。 

实验二: 数据包应用数据段的过滤功能。 

 在局域网的机器上利用 IRIS 发包软件连续交叉发送包含内容 “kongbu”、“abcd”和“ffffff”的数

据包，在 TCWall 防火墙客户端用 T-Sniffer 抓包器监听数据包，进行测试。应用 L7 过滤之前，在 T-Sniffer

中能监听到分别包含内容 “kongbu”、“abcd”和“ffffff”的数据包。应用 L7 过滤后，在 T-Sniffer 中无法

监听到包含内容“kongbu”的数据包，而只能检测到含有“abcd”和“ffffff”的数据包。 

 将局域网中另一主机的飞鸽用户名设置为“heike”，应用 L7 过滤，当 L7 过滤规则字符串中无“heike”

时，可以在本机的飞鸽（一种常见的校园通讯工具）用户名单中看到名为“heike”的用户。在 L7 规则字符串

中添加规则字符串“heike”之后，名为“heike”的飞鸽用户被拦截，不在用户名单之列。  

互联网环境实验： 

实验三: 对特定的IP、特定端口、IP段数据包过滤拦截。 

 添加规则:拦截指定IP: 192.168.1.33的ICMP数据连入。 

 添加规则:拦截 IP:192.168.1.0/24 的 ICMP 数据包连入，防火墙将对任意

IP192.168.1.1—192.168.1.254 的数据包进行拦截。 

 添加规则:拦截端口 5025 连入的任意 IP 的 TCP 数据包。 

 添加规则:拦截IP:0.0.0.0，任意端口连入的TCP、UDP数据包，防火墙将对任意IP任意端口的TCP、UDP

数据包进行拦截。 

实验四: 对所有的TCP、UDP、ICMP包的拦截和方行。（类似于局域网实验）。 

实验五: 数据包应用数据段的过滤功能（类似于局域网实验）。 

实验六: 域名过滤功能。 

在防火墙用户界面的域名输入栏中输入要过滤的域名，如 www.baidu.com，点击确定。再在 IE 中输入

www.baidu.com，可以在防火墙日志中看到被拦截的信息，而且 IE 不能正确联到百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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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的测试步骤及实验结构见测试报告。 

5.创新点总结 

创新点一：在 Windows 个人防火墙中引入 Linux 中 L7 数据流应用层过滤思想。 

将数据的识别分析深入到应用层中，在网络界面中对应用层扫描，把防病毒内容过滤与防火墙结合起来，这

体现了网络与信息安全的新思路。目前典型的使用应用层过滤进行协议识别的机制为L7-filter，其按照各协议

标准，通过分析实际流量，将每个协议归纳为各种字符串模式，对每个对话上的若干个报文进行模式匹配,直到

判断数据包的安全性。 

如果对每个对话的每个数据包都进行这么多个模式的一一匹配，速度也是很慢的，极易造成防火墙的溢出，

因此，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对每次对话，先对其进行必要的报头分析，然后采用报文一次性匹配方式，截取前四个

包的内容，再将字符串连接起来进行模式匹配。我们将所有的字符串各自作为一个模式存在.bat文件中，存放在

一个文件夹中，进行模式匹配时，遍历文件夹中所有.bat文件，读取特征字符串，与提取的数据串进行循环匹配，

若检查到对话中含有特征码，则丢弃对话，否则放行；若在四个包中未检测到协议类型端口类型，亦视为非法，

丢弃对话。 

创新点二：重新编写NDIS中间层驱动解决防火墙与校园认证系统冲突问题。 

通过大量的统计调查发现，现在全国很多高校都在校园网内使用锐捷认证软件用于身份认证，锐捷认证软件

在系统底层调用驱动方式来阻止多网卡认证等异常现象，但这导致锐捷认证软件与许多流行的防火墙产生冲突，

致使同学们不能在校园网中安装防火墙，从而大大降低了个人计算机和校园网的安全级别。 

在编写Windows下得个人防火墙常用的Microsoft DDK编译器中，Microsoft提供了passthru驱动例程，但

passthru同样存在冲突问题。为了彻底解决校园网内防火墙安装冲突问题，我们摒弃passthru例程，通过翻阅DDK

说明文档和相关资料，自己搭建了一个TCWall驱动结构。不但成功的解决了冲突问题，而且针对passthru在发送

/接收数据中存在稳定性差的问题，在Miniport接口加入锁定/释放机制，增强了驱动程序的稳定性。 

6.未来工作 

我们的防火墙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对进行应用数据过滤的数据不能过长，否则造成防火墙的运行缓慢，

今后的目标是把未实现的效率更高的正则过滤嵌入；对规则的设置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包的报头

没有被考虑到，有待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改进。 

此次比赛并不是本小组的 终的目标，我们会不断完善防火墙，让其不断进步，至少能在校园内推广使用。

防火墙的网站主页正在制作中，希望和更多的同学进行防火墙和网络安全方面知识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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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芯片虚拟化技术的主机防御系统 

参赛队伍：李堂东, 张志峰, 徐颖 

指导教师：彭国军 

参赛高校：武汉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在 Windows 系统下，越来越多的木马病毒开始使用内核技术，由于处于相同的层次，

这使得传统的基于内核 HOOK 技术的主动防御软件难以防御。2005 年后，Intel 和 AMD 相继

提出自己的硬件虚拟化技术，该技术允许 VMM 位于比操作系统内核更底层的根模式，从而

可以控制内核级特权指令的执行。本作品首先实现了一个传统的主动防御模型，然后与虚

拟化技术相结合，构造一个纵深的、立体化的防御体系。由于 VMM 工作在更低的层次，可

以有效控制内核级的木马病毒执行，克服传统 HIPS 技术无法防范内核级木马病毒的缺陷。 

1.相关工作 

传统主动防御工作在内核层次，可以拦截大多数用户态木马病毒的危险行为。主动防御技术流行之后，木马

一般会在执行本体之前使用一些隐蔽方式加载驱动恢复主动防御的HOOK，以使得木马的行为可以逃避拦截。也有

一些完全运行于RING 0的木马，这种木马是几乎不受传统主动防御影响的。越来越多的木马病毒开始使用Rootkit

技术（内核技术），这就使得木马病毒具备了绕过甚至干掉主动防御软件和杀毒软件的能力，比如恢复SSDT，摘

除过滤驱动，强行结束进程等等。 

因此本作品结合硬件辅助虚拟化技术，对抗和检测内核级的Rootkit。程序实现了一个基于Intel VT技术的

虚拟机框架，每当客户机有特权指令执行时，都会陷入到预先写好的VMM程序中，此时我们可以决定是否模拟该

指令的执行并将相关结果反馈用户。本作品的系统框架如图1所示。 

本作品不仅具备传统主动防御软件的基本功能，而且还能够基于虚拟化框架从更底层对系统各进程的行为进

行监控，以防范木马病毒。现在常用的木马病毒一般都无法绕过本作品的监控，也无法停掉本主动防御软件。这

样，可以实现对系统进行更底层、更有效地安全防护。 

 
图1 系统框架图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作品主要分为前台和后台两部分，逻辑上又可分为主动防御模块和虚拟化防护模块。前台主要负责与用

户的交互和与后台传递信息。后台主动防御模块会挂钩系统关键 API，并拦截危险行为；虚拟化模块则负责防

护内核，控制内核敏感代码执行。其中前台模块工作在操作系统用户模式，后台主动防御模块工作在系统内核

模式，而后台虚拟化防护模块工作在 VMX 根模式。 

(1) 前台部分模块 

前台部分的主要用途是与用户交互，由用户进行设置并将系统运行时的相关信息及时反馈给用户供用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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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主界面包括4个模块，分别为主动防御、监控日志、黑白名单和虚拟化防护，其中主动防御应用程序保护可

以进行规则设置。 

(2) 主动防御模块 

主动防御模块主要采用SSDT HOOK和SSDT SHADOW HOOK技术来挂钩危险API拦截可疑操作。 

SSDT HOOK的一般步骤如下： 

 去掉内存写保护（可以通过修改CR0寄存器来实现，也可以创建一个MDL来实现）； 

 根据要HOOK的函数的索引号修改SSDT； 

 恢复内存写保护（改回CR0的值）。 

SSDT SHADOW是内核中类似于SSDT的另一张表，不同的是SSDT中存放的是kernel32.dll中API对应的内核函数

地址，而SSDT SHADOW中存放的则是user32.dll和gdi32.dll中对应函数的地址。 

SSDT SHADOW HOOK与SSDT HOOK的结构与HOOK方法基本一致，但又不同于SSDT，HOOK SSDT SHADOW需要注意

以下两点： 

首先，SSDT Shadow的地址并没有被内核导出，需要自己定位。 

 硬编码:SSDT Shadow表的地址在Windows XP中是SSDT-0X40，而在Windows 2000中是SSDT+0XE0。 

 搜索KeAddSystemServiceTable 函数，特征码0x888D。 

其次，SSDT Shadow并不是常驻内存的，需要在GUI线程中才能访问。 

 使用KeStackAttachProcess/KeAttachProcess挂接到用户层的程序上，通常是csrss.exe。  

 在IO分发历程中访问该表，由用户态的GUI程序触发。 

表 1   MISS 主机防御系统挂钩 API 列表 

API 名称 挂钩 API 的拦截行为 

NtAdjustPrivilegesToken 修改进程权限 

NtCreateFile 创建、打开指定文件 

NtLoadDriver 常规方式加载驱动 

NtOpenProcess 用于进程自我保护 

NtSetSystemInformation 设置系统信息加载驱动 

NtSetSystemTime 修改系统时间 

NtSetValueKey 修改注册表关键位置 

NtCreateProcessEx 创建新进程 

NtCreateThread 创建远程线程 

NtSuspendProcess 挂起进程 

NtSuspendThread 挂起线程 

NtSystemDebugControl 调试控制执行特权代码 

NtTerminateProcess 结束进程 

NtWriteVirtualMemory 修改其他进程内存 

NtUserSetWindowsHookEx 安装全局钩子 

(3)芯片虚拟化技术 

芯片虚拟化是CPU是一种从硬件层面在芯片级上的对虚拟化解决方案提供支持的技术，以便于更加高效/稳定

/安全的实现虚拟机方案。 

Intel VT技术涉及关键词： 

VMCS：VMCS结构负责保存宿主机和客户机的状态以及虚拟化的配置 

ROOT/NON ROOT：ROOT/NON ROOT是指开启VMX模式后有两种工作状态:ROOT/NON-ROOT,VMM工作在ROOT模

式,GUEST OS工作在NON-ROOT模式,均具备四个特权级。 

VM-EXIT/VM-ENTRY：由NON-ROOT切换到ROOT称为VM-EXIT,这有可能是VM中的操作系统执行了某些特权指令,

而这些特权指令需要有VMM代为执行.从ROOT切换到NON-ROOT称为VM-ENTRY,通常是VM调度引起的。 

开启虚拟化后，当GUEST OS中有特权操作需要VMM代为执行时，会发生一个VM-EXIT，此时CPU按VMCS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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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VMM，VMM获取控制权，对特权操作进行模拟，然后再利用VMX指令返回GUEST OS。 

 
图2 VT-x芯片虚拟化原理 

本作品正是利用再芯片虚拟化技术下，VMM监视器的特殊权限和能力实现对客户机操作系统内核特权指令执

行的控制，包括修改CR0寄存器的写保护位、修改MSR寄存器、切换地址空间等等。 

3.实验及结果 

在实验过程中，对本作品主动防御模块可以拦截的 16 种目前流行病毒木马所具有的可疑行为：创建进程、

结束进程、挂起进程、挂起线程、创建远程线程、操作其他进程内存、修改进程权限、安装全局钩子、修改系

统时间、加载驱动、设置系统信息加载驱动、调试控制执行特权代码、访问物理内存对象、底层磁盘操作、注

册表关键位置以及系统文件关键位置等分别进行了触发测试；对虚拟化自我防护模块，通过运行 SSDTDump 程序

加载一个能够恢复 SSDT 驱动（一般木马都会带有类似的驱动），加载驱动时用户故意放行，旨在模拟木马病毒

通过隐蔽方式加载驱动，然后再进行一些原本可以触发主动防御规则的行为测试主动防御模块是否失效。对于

每项实验功能指标，都有具体的对比效果演示。 

通过对本作品主动防御功能和虚拟化防护功能进行细粒度的功能测试，可以发现该系统不仅可以较全面地

对系统进行传统的主动防御保护，依然能够稳定地从内核级对系统安全进行防护。 

4.创新点总结 

目前市面上所有主动防御软件都停留在内核层次，只要进入RING0，木马病毒完全可以穿透保护。但是，基

于虚拟化技术的主动防御模型却能够从更底层监控木马病毒，以更有效地实现维护系统安全。 

芯片虚拟化技术毕竟是非常底层的手段，难以到达细粒度的控制，本作品可以通过策略机制将虚拟化技术与

传统的主动防御有机结合起来，构造纵深/立体化的防御体系,从而实现对主机的全面保护。 

本作品通过一个简单的虚拟机框架对操作系统中 RING0 代码执行进行控制来保护操作系统内核，并和传统

主动防御技术相结合，构造一个纵深的、立体化的防御体系。对于内核级的木马病毒，由于 VMM 工作在更低的

层次，可以有效的监控 Rootkits 的执行，克服传统 HIPS 技术无法防范内核级 Rootkit 的缺陷。 

5.未来工作 

(1)完善应用程序保护体系 

主动防御模块仅针对一些基本的危险行为进行了拦截，仍有很多缺口，比如打开物理内存对象可以先使用

ZwCreateSymbolicLinkObject 对物理内存对象创建别名连接，然后再调用 ZwOpenSection 获取其句柄，这样开

始绕过 MISS 主动防御的监控。SSDT SHADOW 中扔有相当多的函数具有危险性，可以进行键盘记录、模拟点击等

操作。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增加挂钩的方式来解决。 

(2)实现高效稳定注册表保护和文件保护 

注册表保护仅仅拦截了 NtSetValueKey 函数，而且只能保护一些常见的敏感位置。文件保护只拦截

NtCreateFile 函数。 

注册表保护应当挂钩 SSDT 中近十个函数以确保全面性。目前主流的主动防御采用的文件保护都是基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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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系统过滤驱动实现的，文件系统过滤驱动拦截的层次更深一些，功能和效率都强于挂钩方式。 

(3)进一步增强人性化设计 

主动防御软件应当有强大的规则设置，可以采用文件的方式解决。设计特定文件格式用于存放监控规则和

白名单，内核在监控时直接遍历文件逐一匹配。除了文件格式有待斟酌之外，在开发上应该没有困难，将在下

一版本中实施。 

(4)加强自我保护 

安全软件本身往往成为木马病毒的突破口，对于破坏安全软件进程，木马病毒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当前

版本仅仅 HOOK 了 NtOpenProcess 来阻止获取本进程句柄的方式来进行自我保护，这是远远不够的。 

自我保护应当是全面的，对于进程应当采用 Inline Hook 方式挂钩一些底层的函数，比如

Ke(i)InsertQueueApc、PspTerminateThreadByPointer 等，另外需要 HOOK SHADOW 中的一些函数以防止模拟点

击，包括 NtUserFindWindowEx、NtUserPostMessage、NtUserPostThreadMessage 等。 

(5)深入硬件辅助虚拟化技术的研究 

目前版本虚拟化防护模块只针对 MOV TO CR0 操作进行了特殊处理，使得通过修改 CR0 寄存器 WP 位为 0 关

闭内存写保护的方式无效，但事实上，仍有很多内核下的危险操作需要阻止，硬件虚拟化的强大功能并没有完

全发挥。对内存完整性的保护，可以通过启用扩展页表并设置页属性为不可写实现。对于修改 GDT/IDT，硬件

虚拟化也有相应的机制来防范，这些将在下一版本中与大家见面。 

(6)加强虚拟化防护通用性 

本程序的硬件虚拟化是以 Intel VT 技术为基础实施的，因此不能用于 AMD 平台，不支持 Intel VT 技术的

CPU 也不行。因此，添加 AMD-SVM 支持是十分必要的，但是 AMD-SVM 的接口与 Intel VT 完全不同，需要阅读大

量相关文档，所以要支持 AMD-SVM 还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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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为分析的隐私安全保护系统 

参赛队伍：王立, 方渊, 周英骥, 党志强 

指导教师：彭国军 

参赛高校：武汉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如今互联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日新月异的网络应用给人们生活

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的困扰甚至威胁。互联网用户的个人隐私

安全问题就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互联网用户的个人隐私主要包括用户的影像、声音信

息，用户的机密文件资料，用户的计算机屏幕信息，用户输入的各种账号、密码及口令等

敏感信息等。国内外发生过许多由于用户的个人隐私信息泄露而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例。如

今计算机用户对隐私安全保护的需求已非常强烈。我们小组就是在此背景下，决定开发一

个隐私安全保护系统，致力于切实保护互联网用户的隐私安全。我们小组没有采用堆积木

马特征库的方式，而是另辟蹊径采取基于行为检测的方法来开发我们的隐私防护系统，从

而达到更加有效防治各种类型的恶意程序威胁，保护用户的隐私安全的目的。我们的隐私

安全保护系统通过拦截可能的非法截屏、开启摄像头、开启麦克风、记录键盘记录等行为，

并及时向用户提供警告信息，根据用户的选择以及已有的各种安全规则对这些行为做出正

确处理，从而达到很好的用户隐私安全防护效果。我们的隐私安全防护系统具有友好美观

的用户界面，简单方便的使用方式，更具有良好的防护效果，对系统要求较低，广泛适用

于各种应用环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市场潜力。 

1.相关工作 

我们经过搜索相关资料，发现国外已有相关的隐私安全保护软件Zemana AntiLogger出现。我们亲自试用该

款软件后发现该款软件可以较好的实现预期的功能，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Zemana AntiLogger并没有

对用户的麦克风进行监控，这留下了恶意程序窃取用户隐私音频的安全隐患；又如，Zemana AntiLogger在一些

应用场合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对有些屏幕截取行为没有做出正确的处理动作。 

国内对用户隐私信息的保护工作刚刚开始，但是还不成熟：比如瑞星公司提出了对摄像头进行保护的解决方

案，但是并没有做出一个比较完整有效的全面保护用户隐私的方案。我们设计并实现了一套比较完整有效的能对

用户隐私进行较好保护的解决方案，并开发了这款隐私安全保护软件AntiSecret ，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走在国内

相关软件研究的前列，因此我们的项目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作品的研究内容包括：各种恶意程序窃取用户隐私信息的各种方式以及实现机理；并针对上述方式及机理，

用合适的技术手段做有针对性的防护工作。 

我们的研究思路是：基于对系统进行行为分析，对计算机中各进程非法的截取计算机屏幕、非法录像录音、

非法记录用户按键操作等可疑行为进行有效拦截，并及时提示用户，根据系统中已有的安全规则和用户的选择，

确定允许或者终止上述可疑行为。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发了一款方便实用的用户隐私安全保护软件。 

我们做的相关工作包括： 

(1)查找与恶意程序相关的资料，详细了解恶意软件威胁用户隐私的途径和方法，测试典型恶意程序的典型

行为和使用方法，对恶意程序的典型功能代码进行分析，寻找安全控制点。 

(2)熟悉Windows环境下的屏幕截取，视频，音频，键盘等相关知识。 

(3)学习Rootkit相关技术，学习微软Detours工具包的使用，学习windows驱动编程相关知识。 

(4)学习常用相关工具的使用，例如：ollydbg，windbg，IDA，DriverStudio等。 

(5)根据上述学习的知识，设计用户隐私安全保护方案，并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环境下开发一

款方便实用的用户隐私安全保护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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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关木马和后门的逆向工作 

3.实验及结果 

我们小组的作品为一款较为成熟的，实用的专业计算机隐私安全保护软件，软件界面及功能实现截图说明如

图1和图2所示： 

   

图 1 “灰鸽子”试图非法开启摄像头，系统提出警告    图 2 本作品成型软件AntiSecret截图 

我们针对其他软件或者恶意程序做的相关测试工作列表整理如下： 

表 1 软件测试结果 

测试编号 软件信息 测试内容 测试结果 

1 QQ2009简体中文正式版 截屏，录音相关测试 成功 

2 “灰鸽子”远程控制软件 截屏，录音，视频相关测试 成功 

3 “NetBull”远程控制软件 截屏，键盘记录 成功 

4 “黑洞”远程控制软件 截屏 成功 

5 “网络神偷”远程控制软件 截屏，视频相关测试 成功 

6 VMware虚拟机软件 记录键盘信息 成功 

7 SofeCam虚拟摄像头软件 开启虚拟摄像头 成功 

表 2 与AntiLogger对比测试结果 

测试类别 测试说明 本软件拦截效果 
AntiLogger 拦截效

果 

音频保护 
QQ2009 开始语音聊天 √ 无 

“灰鸽子”非法录音 √ 无 

摄像头保护 
开启 SofeCam 虚拟摄像头 √ √ 

“灰鸽子”非法录像 √ √ 

反截屏保护 

QQ2009 截屏 √ × 

“灰鸽子”非法截屏 √ √ √ √ × √ × × 

“NetBull”非法截屏 √ √ 

“黑洞”非法截屏 √ √ 

键盘记录 

保护 

VMware 获取键盘信息 √ √ 

“NetBull”非法获取键盘信息 √ √ 

4.创新点总结 

我们小组的作品——隐私安全保护软件AntiSecret是基于恶意程序行为分析的，具有较强实用性，具有较大

市场价值和市场潜力的，通用的，较为成熟的安全隐私保护软件。我们的作品的创新点说明如下： 

(1)本软件是在当今计算机隐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人们对计算机隐私安全保护需求比较强烈，并且这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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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还会越来越强烈的背景下开发的，充分迎合了当前的用户需求和市场需求。 

(2)基于行为分析的恶意程基于普通用户可以识别的隐私侵犯行为，有效防护各类木马侵害。 

(3)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出现类似的通用的、成熟的隐私安全软件。本软件作为一款较为成熟的，实用

的专业计算机隐私安全保护软件具有较大的市场应用潜力和商业价值。 

(4)不依赖于木马病毒库，另辟蹊径，从直接侵犯用户隐私安全的木马功能入手，并基于木马行为来拦截各

类隐私侵犯行为，通用性好。 

(5)使用行为检测模式，检测尚未公认或已被反病毒软件识别的威胁用户隐私的程序，防御那些即使是著名

或常用安全软件亦无法捕获到的未知恶意软件。 

5.成型作品简介 

AntiSecret 可以做到预防以木马为代表的恶意程序对计算机使用者的隐私安全的窃取行为，从而避免由于

隐私信息泄露而可能给用户造成的巨大经济和精神损失。本软件包含以下四项保护组件： 

 反截屏保护组件：防止恶意程序通过截屏的方式捕获您的个人信息。 

 摄像头保护组件：防止恶意程序非法开启用户的摄像头，非法录制用户的私密影像资料。 

 音频保护组件：防止恶意程序非法开启用户的麦克风等录音设备，非法录制用户的私密音频资料。 

 键盘保护组件：防止恶意程序通过记录用户的按键操作，从而进行用户密码、口令等机密信息的窃取行

为。 

AntiSecret具有友好美观的用户界面，简单方便的使用方式，更具有良好的防护效果，对系统要求较低，广

泛适用于各种应用环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市场潜力。 

6.未来工作 

针对我们的软件还是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缺陷，因此我们打算从以下方面来安排未来的工作： 

 进一步分析用户对计算机隐私安全保护的需求，增加和改进软件的功能。我们会根据需要和开发进度增加计

算机文件保护，注册表保护，剪贴板保护等保护组件。 

 用有效的方法做好本软件自身的安全保护工作，避免恶意程序针对本软件本身的攻击和破坏。 

 对已有的软件系统进行必要的优化和进一步严格的测试工作，排除软件中存在的错误。 

 收集用户的使用反馈信息，进一步优化软件的使用方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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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环境下数字图象的可信性度量 

参赛队伍：张燕燕, 胡遵华, 孙国立, 周昱 

指导教师：胡东辉 

参赛高校：合肥工业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数字图片涌现在个人电脑及互联网络上。

一方面数字图像的生成、获取、存储和传输极其便捷，另一方面各种图像处理软件和信息

隐藏软件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处理（或篡改）数字图像或携带秘密信息，

从而导致目前越来越多的网络安全事件来自数字图像。跟文字不一样，人们对图像有一种

天生的信赖，以为“眼见为实”，然而犯罪分子却利用人们的这种信赖天性，通过各种手段

将数字图像进行篡改、伪造和隐写，达到其犯罪目的。这样的数字图像安全事件在各个国

家不断发生，有些影响非常恶劣，从而逐渐影响了人们对数字图像的信任。如果不从技术

和法律等角度考虑应对措施，按照这种趋势下去，发生数字图像的“信任危机”也不是危

言耸听。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非常有必要加强数字图像的可信性研究
[1]
。本作品首次从可

信的角度思考数字图像的安全问题,对图片的可信性给出了值的度量；本作品使用 D-S 证据

理论处理图像的相关证据，借助 D-S 证据理论对数字图像的证据进行处理，我们可以得到

理想的关于图像的可信性值度量；作品中使用了有条件的 小二乘法解决 DS 证据理论中的

证据冲突的情况。在作品中我们使用特征融合和决策双层次的融合，进一步消除了证据因

素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度量的可靠性。 

1.相关工作 

从可信性研究的技术依赖的角度，数字图像的环境可以分成非盲环境和盲环境。非盲环境是指在假设图像产

生后、传播之前已经嵌入数字水印或计算了Hash函数的研究环境，而盲环境是指数字图像没有嵌入水印或计算计

算Hash值（或不依赖数字水印和Hash函数）研究环境。目前非盲环境下的图像可信研究得到很多学者和机构的重

视，其技术研究也相对成熟，而盲环境下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考虑数字水印和数字签名增加了用户操作和成本、

影响了图像质量、容易遭受攻击等因素，以及目前网络上绝大多数图像是没有嵌入数字水印或计算hash函数的现

实，我们认为在盲环境下研究数字图像的可信性更有意义。 

我们首次提出盲环境下数字图像可信性度量技术。目前，与该技术 近的是数字图像取证技术。从广义上讲，

两种技术是统一的。但从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上，两者又有一定的区别。（1）数字图像可信性评估从数字图像的各

个方面作出综合的和历史的评估，而取证则往往侧重于某个方面（与取证需求有关）；（2）数字图像可信性评估

的结果根据需要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一个定性的值，可以是一个综合的定量的值，还可以是一个历史的值

（篡改轨迹），而取证则往往是一种严格的（“是”和“否”）判断；（3）数字图像可信性评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而这种模糊性在很多场合下是必要的，它能解决目前数字图像取证技术不能解决的一些困难问题。 

基于以上考虑，本作品从图像的可信性方面对图片进行研究，并主要注重于图片的可信性度量（即值的问题），

为用户提供一个待测图片的可信区间，便于用户根据自己的主观需求来判断是否相信该图片。 

2.作品的研究内容 

(1)图像特征提取与训练 

在数字图像的产生、加工（篡改或隐写）、和死亡（删除）的整个生命期间，我们认为数字图像会留下一些

“生命烙印”（特征）。这些特征有数字图像产生时成像设备（如相机）留下的，也有在生存阶段被加工时留下的，

这些特征会隐含着图像的一些篡改或者其他信息。因此，我们可以从图像中提取这些特征并通过一些处理来进行

图像评估等工作。在本文中，我们使用的4种特征为：隐写特征
0
、合成特征

0
、重压缩特征

0
以及CG特征

0
。 

在使用图像特征时，我们首先要对大量篡改图像集进行特征提取，然后对提取出的特征利用SVM进行训练，

训练时，我们采用特征组合的方式， 后得到分类与其分类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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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 D-S 证据理论的数字图像可信性综合度量 

D-S证据理论是一种不确定推理方法，它面向识别框架中的基本假设集合幂集，主要应用在不同层次的传感

器测量。D-S证据理论能够处理由于知识缺乏因此的不确定性，是对经典概率推理系统的扩展。主要特点就是加

入了不确定性的定义。目前，该理论在概率推理、风险评估等领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基于简单均值的可信性综合度量 

首先，我们对图像可信性度量模型进行假设并推理，以符合D-S证据理论的模型。做以下定义： 

命题T：图像I是可信的。 

则：Pl(T)=1-Bel(~T)=1-Bel(图像I是不可信的)， 

定义：~T=图像I是不可信的={A1：I是隐写图像；A2：I是合成图像；A3：I是重压缩图像；A4：I是CG图像} 

根据D-S证据理论，我们在特征层次上进行组合出的15种特征集，使用SVM进行预测，这样我们可以得到15
组分类概率值，然后我们简单的进行对分类概率结果取均值得到Bel(T)，然后1-Bel(T)即可得Pl(~T)的值，即该图

像可信的上限值。再由可信的上限值减去模型自检时得到的不确定度即得可信的下限值，从而得到可信区间。 
(2)基于证据融合的可信性综合度量 

 证据矩阵 

 

我们利用SVM的分类概率作为证据矩阵中的一条证据，然后我们该行 后加入该证据的不确定度d。这样我们

对于四类特征的模型，我们可以得到四条证据。 

表示：对相同的图像，对第i个证据正确预测分类的概率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的权重。 

 不确定度Uncertain 

我们定义差值概率q等于每一行分类概率中 大的两个概率之差。定义阀值λ为定值。若q>λ，则认为该证

据是比较确定的，若q<λ ，则认为其不确定度比较大。我们统计每一条证据（每一类特征）中预测不确定的图

像的个数，然后除以预测的总数，我们作为该条证据的不确定度Uncertain。 

 利用约束条件下的 小二乘法对证据矩阵进行预处理 

本作品在 小二乘法基础上设计了约束条件，并用此对证据矩阵进行预处理，以削弱证据间可能存在的冲突

问题，然后利用D-S在证据层次上进行融合的方法来求可信性度以及不确定度。 

3.实验及结果 

以下实验的图像集采自标准图像库。400幅原始图像来自数据库0；在此原始图像的基础上，我们使用隐写工

具00和重压缩工具对原始图像进行篡改，形成隐写图像集与重压缩图像集；400幅合成图像与400幅CG图像来自

数据库0。 
基于D-S证据理论的可信性综合度量实验  
(1)方案一 基于特征层次融合的度量 

    在实验中采用简单取均值的方法来得到该组图像的Pl(T)的值，因为T是代表命题：I图像是可信的，Pl(T)

表示相信该图片的程度，在实验中我们通过先获取Bel(~T)的值来得到Pl(T)值，作为得到数字图像可信任的程度。 

对于未遭受篡改的图像来说，Pl(T)的值很大，说明相信该图像时可信的程度很高，即表明该图片是可以信

赖的。而对于遭受篡改的图像来说，其Pl(T)则很小，表明该图像可信任程度很低。 
(2)方案二 基于决策层次融合的度量 

基于决策层融合的度量对于未遭受篡改的图像来说，Bel(T)与Pl(T)的值很大，由于P(A)介于Bel(T)与P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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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之间，说明相信该图像时可信的程度很高。而对于遭受篡改的图像来说，其可信任程度则很低。对于不确定

度，由于不确定度是信任上

限Pl(T)与下限Bel(A)的差

值。 

使用D-S理论在证据层

次上进行融合的方法比简单

的均值法要效果好点，更重

要的是，利用融合技术，我

们可以得到可信度量的不确

定程度。 
(3)方案三  基于特征

层、决策层的双融合度量 

为了提高的准确度，我

们使用方案三，即综合方案

一和方案二，既利用特征层

次上的特征组合方式又利用

证据层次上的融合方法。  

从表1中可以看出方案

三较方案一、二好处。 

方案一是从特征层进行融合的，方案二是从决策层进行融合的。分析方案一、二，可以得出应用 D-S 证据

理论之后，不但得到了图像的可信区间而且对图像预测的准确度明显提高，达到了很好的预测效果。方案三则

从特征层和决策层同时进行了融合，较方案二更进一步提高了预测效果。 

4.创新点总结 

(1)首次从可信的角度思考数字图像的安全问题，并且不局限于图象的可信性分析，而是从数字图像可信性

度量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对于数字图像的可信性给出了一个可信范围供用户参考。 

(2)创新地引入D-S证据理论来处理图像的相关证据。D-S证据理论可以有效的解决对未知不确定的描述，能

够区分不知道和不确定的情况。并且D-S证据理论可以依靠证据的积累，不断的缩小假设集合。借助D-S证据理论

对数字图像的证据进行处理，我们可以得到理想的关于图像的可信性值度量。 

(3)我们在 小二乘法基础上设计了约束条件，并用此对D-S证据矩阵进行修正，解决了证据合成时可能出现

的证据冲突问题。 

(4)证据融合和决策融合的结合。作品不仅仅基于数据融合或是决策融合，我们在方案三中同时引入了证据

融合和决策融合，以使得预测结果更加精确。 

(5)我们建立的数字图像可信性度量模型能有效解决目前数字图像取证技术不能解决的一些困难问题。如对

遭受多种篡改的图像进行度量，能够处理不确定度等。 

5.未来工作 

目前我们主要针对图象进行可信性综合度量。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考虑可以将这种可信性综合度量方法应

用在音频、视频的度量中，判断它们的可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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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动态验证码 

参赛队伍：彭洋, 梁玉, 肖邦, 张五州 

指导教师：崔竞松 

参赛高校：武汉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和模式识别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二维静态验证码存在的安全隐患逐渐

暴露，这使得具备验证码识别功能的恶意网络程序能够通过识别验证码，绕过对用户身份的

甄别，从而进一步发动大量的程序攻击行为。针对这一安全隐患，本项目提出了有效的解决

方案——设计新型三维动态验证码。该方案是以单帧零知识理论为基础，借助医学界中人眼

对运动物体的生物视觉理论设计出的一种程序难以识别，而人眼容易辨别的动态验证码生成

方案，从而一定程度上抵御程序攻击行为。 
1.相关工作 
(1)对传统验证码的技术分析和安全性测试 

作为基础，本小组首先对传统二维静态验证码进行了技术分析和安全性测试，总结了目前二维验证码设计

时采用的常见技术和所存在的安全隐患。此外，本小组还选取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验证码在matlab平台下进行了

破解，进一步了解了验证码使用的技术和安全隐患所在，为设计出安全的三维动态验证码奠定了基础。 
(2)对三维动态验证码相关设计理论的研究 

针对传统二维静态验证码安全性低、易用性差等一些不足，本小组提出了三维动态验证码的设计思路——

将有效字符信息通过多帧图像组成的运动场景来呈现给用户。这就减少了每帧图像中的有效字符信息，当

单帧图像中的有效字符信息减少到一定程度，就认为是单帧零知识，利用单帧零知识的实现，来提高其安

全性；同时，利用人眼在识别运动物体时所特有的生物视觉特性理论，在不降低验证码安全性的基础上来

增强其易用性。通过对以上理论的研究为下一步的具体设计实现提供理论指导和可行性分析。 
(3)三维动态验证码的设计实现 

在三维动态验证码的设计实现上，本小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前后共建立了两个设计实现模型。 

为了保证安全性，三维动态验证码的设计理论建立在单帧零知识上，在研究了人眼对运动物体识别的视觉

特性的基础上，首先设计和实现了单帧零知识理想模型。通过对基于该模型生成验证码的安全性测试，发现在

时间序列上这种思路存在明显的问题，而且视觉抖动较大，很能满足普通用户的需求。 

针对单帧零知识理想模型的不足，通过进一步的改进，形成了三层动态实用模型（如图 1）。使用该模型进

行分层设计， 终给出了一个在安全性和易用性方面均较成熟的实例。 

 

图 1 三层干扰模型设计图 
(4)三维动态验证码的安全性和易用性测试 

三维验证码的测试是伴随整个设计过程的。对于设计过程中每一阶段的验证码都从安全性和易用性两个方

面对其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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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性测试方面，主要在 MATLAB 环境下，通过方差、差分等数学统计方法对验证码进行识别。在易

用性方面，则是通过本小组搭建的一个用户使用满意度调查系统实现的。 

2.研究内容 

本项目旨在设计出具有高可靠性和强易用性的新型验证码，使其具有程序难以识别，而人能够容易识别的

特点。根据这一需求，我们所提出的三维动态验证码设计方案主要涉及到得研究内容有： 

 如何在确保易于识别的前提下实现单帧零知识，从而提高安全性。 

 如何确定影响生物视觉对运动物体识别的关键因素，以及通过调整这些因素的参数值，来找出 具易用

性的一组参数。 

 如何将设计出的验证码与实际应用环境结合，增强其实用性。 

3.实验及结果 

这部分内容主要从动态验证码的设计效果和所进行的相关安全性测试两个角度进行介绍。 

(1)动态验证码设计效果 

a) 单帧零知识模型的设计方案效果 

          
图 2 单帧下的零知识噪声单元： 

 
图 3 实际运动状态下显示的字符区域 

由于 word 无法嵌入 gif 图片，请点击这个链接查看效果 

http://img.bimg.126.net/photo/53mRemr88kOSAgTOtbjdEg==/3101291293398536831.jpg 

b) 单帧零知识模型的改进方案——三层实用模型效果 

        
图 4 验证码 4USN 多帧效果图： 

由于 word 无法嵌入 gif 图片，请点击这个链接查看效果 

http://img.bimg.126.net/photo/rc5wrIQVVBvHAFDLRxBx5g==/3115083567257668237.jpg  

(2)验证码的安全性测试 

该项目中涉及到的相关项的测试结果如下： 

表 1 项目测试详细情况 

各测试项目 各测试细节 测试结果 测试目的 

对传统验证码的识别 

某大学 BBS 登陆验证码识别 100% 测试验证码识别效

果，了解静态验证码

安全性 
新浪网注册验证码识别

数字验证码 约 50% 

字符验证码 约 7% 

带验证码识别功能的

网络恶意程序 

带新浪网注册验证码识别功能的恶意程序

以批量自动注册帐户（目前为字符验证码）

每注册一个账号约

1.1 秒 

测试含验证码识别的

恶意程序的危害性

动态验证码的设计效

果测试 

 视觉效果 安全性 反复优化，设计视觉

效果好而且更安全的

动态验证码 

单帧零知识理想模型 较差 较差 

三层动态实用模型 较好 较好 

动态验证码安全性评估 

单帧零知识理想模型的安全性分析 

由于威胁主要来自帧与帧之间图案的叠加和组合，这里使用概率论中常用的数值分析方法（方差和一阶差

分）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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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用 P 表示动态验证码，其中的第 k 帧用 ( )P k 表示， , ( )i jP k 表示该帧的每个像素灰度值, ( )P k 之间加

减定义为对应像素灰度之间的加减. 

方差  
2

1
( ) ( ) ( )

k n
V ar P P k P k

≤ ≤

⎡ ⎤= −⎣ ⎦∑  

一阶差分  [ ]2

2
( ) ( ) ( 1)

k n
C P P k P k

≤ ≤

= − −∑  

 

在接下来的图 5，图 6，图 7，图 8 中，给出了基于方差分析的示意图，图中通过某坐标位置的灰度来表示

该坐标位置的方差值大小。 

 

图 5 单帧零知识理想模型实例前 3帧中每个像素进行方差分析（共 15 帧）

 
图 6 单帧零知识理想模型实例所有帧中每个像素进行方差分析（共 15 帧） 

对比以上两幅图片，取局部连续某几帧可以看到明显的灰度值统计规律。该实例中单帧安全性能十分

突出，但是多帧合并之后，一方面用户视觉无法接受，抖动十分厉害，另一方面也存在明显的漏洞。 

4.三层动态实用模型的安全性分析 

在三层动态实用模型的实例设计方面，其中第二层——字符层使用了字体随着时间变化进行属性改变，

比如适度的移动，适度的缩放等操作。所以使用多帧对灰度进行按时间轴的统计运算，不能得到较明显的

漏洞，如下图所示： 

 

图 7 三层动态实用模型实例前 3 帧中每个像素进行方差分析（共 15 帧） 

 

图 8 三层动态实用模型实例所有帧中每个像素进行方差分析（共 15 帧） 

4.创新点总结 

本项目的根本目的在于设计出一种安全、易用的新型验证码，根据这一需求，本小组提出的三维动态验证码

设计方案，主要具有如下一些特色和创新。 

(1)单帧零知识与人体神经视觉理论的创造性结合 

对于单帧零知识，从理论上可以证明，动画中的任何一帧都不会泄露真实对象的全部识别信息。要想识别

动画中的对象，必须分析理解运动中变化的字符，以提高计算机识别的难度。通过单帧零知识与人体神经视觉

理论的结合，能够很好的增强人对动画的理解容易程度，使之更符合人体视觉所接受的能力，却同时提高机器

理解难度。 

(2)静态向动态的转化 

由于运动物体具有难以追踪和识别的特性，将传统静态验证码改为动态验证码，这就增强了验证码抵抗程序

的自动分析和识别能力，同时由于人对动态物体识别所具有的生物视觉特性，采用动态的表达方式就大大增强了

验证码的易用性。 

(3)平面构图转为三层立体构图 

在传统验证码的设计思路基础上，改用了三维立体多层模型，该模型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保证了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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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码未来的生命力和健壮性。在该模型中，分别建立了字符对象层、背景层、干扰层三层模型，在各个层上实

施相应的变化和处理，其中所有的字符对象和干扰对象均采用立体的概念来实现，使之更符合人眼接受习惯，同

时在加强了验证码的安全性的基础上，增强了其可优化型和扩展性。 

5.未来工作 

三维动态验证码的设计为解决验证码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思路，这方面还有很大创新、应用空间，

所以未来工作主要有： 

 在三层动态实用模型的框架内，进一步优化各层的设计，尝试更安全、视觉效果更佳的解决方案。 

 进一步分析三层动态实用模型的安全性，尝试其他参数关于时间变化的效应，减少出现漏洞可能，如

有可能，及时修改优化。 

 向各个网站、投票系统推广这一验证码，使其真正的具有应用价值，同时通过用户的反馈不断完善该

验证码方案。 

6.参考文献（部分） 

[1]Luis von Ahn，Manuel Blum，Nicholas J，Hopper and John Langford，The CAPTCHA Web Page: 

http://www.captcha.net，2000. 

[2]姜鹏. 验证码识别及其 WebService 的实现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南京理工大学.2007. 

[3]郑南宁.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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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水印和匿名指纹结合的版权保护系统 

参赛队伍：甘泉, 梁俊杰, 万奉萱, 季佩媛 

指导教师：于海燕 

参赛高校：西安邮电学院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数字版权保护(DRM)技术是近几年国际上出现的一种新兴技术，并被视为数字化时代

解决版权问题的可能方案。在现行数字作品版权保护体制下，如何追踪相关侵权者的行为

是当前数字版权保护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本作品开发一个数字版权管理系统，不仅能

够完成数字作品的安全传输和版权保护功能等，而且能够在数字作品遭到非法传播或拷贝

时及时地追踪和处理。即在用户和销售商之间建立可信的第三方，用户如果想使用数字作

品就必须向可信的第三方提供指纹信息这一具有高度不可否认性的个人生物信息特征，第

三方将提供指纹信息并由销售商嵌入到数字作品中，以供以后发生侵权行为追究时使用。

同时，为了防止销售商得到购买者的指纹信息或者诬陷购买者，可信的第三方对用户的指

纹信息实施高强度保密（对销售商），从而保证合法用户的隐私和买卖两方的公平性。 

1.相关工作 

为了达到既能追踪到非法散播者又能保护用户个人隐私的目的，本作品采用了时下被广泛应用的数字水印

技术和新兴的基于生物特征的匿名指纹技术，通过服务器（销售商）、加密客户端（数字产品拥有者）、解密客

户端（数字产品使用者）和可信第三方这四部分实现系统功能。 

(1)解密客户端首先在可信第三方注册自己的个人真实信息和指纹信息，可信第三方建立一个用户指纹信

息库。 

(2)加密客户端对数字产品进行加

密，其中针对图片添加可见水印以标识作

者的版权信息，同时加密端向服务器端申

请一个AES加密密钥，用该密钥对嵌入可见

水印的文件进行加密，然后传到多媒体网

络上。 

(3)解密端要解密时，发送一个已加

密的密钥标识和个人信息包至服务器。服

务器将解密端的解密请求发送至第三方索

求指纹信息，第三方发送指纹信息时，会

用一个RSA加密密钥加密指纹信息，对应的

解密密钥解密用户有，保证真实的指纹信

息不被其他人获取。收到指纹信息后服务

器将AES解密密钥，并加入从第三方得到的

解密用户的指纹信息及验证码，回送给解

密端；（图1） 

(4)解密端收到服务器发送的信息后，

会根据提示输入指纹验证码，输入正确后，

用会话密钥解密AES解密密钥， 后用AES

解密密钥解待密文件，同时将可信第三方

提供的用户匿名指纹信息嵌入数字产品， 后用户浏览数字产品； 

(5)一旦销售商发现有用户非法使用或肆意传播数字产品，可向第三方申请提取数字产品中内嵌的指纹信息，

并与第三方的指纹信息库中存储的指纹进行对比，找到侵权者，依法追究其侵权行为，并且使得侵权者无法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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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系统采用匿名指纹技术实现了对数字作品版权的保护以及对用户个人信息及指纹信息的保护，主要有如下

几方面的研究内容。 

(1)数字产品的加解密，密钥的分配、管理与会话密钥的安全传输 

 将数字产品分为头文件部分和作品内容两个部分，对内容部分进行对称加密，将密钥标识和源文件的

头文件作为加密后文件的头文件，内容部分的加密结果作为加密后文件的内容部分；解密时，从加密

文件读出密钥标识，利用该密钥标识从服务器获得解密密钥，对加密的文件内容部分进行解密。 

 密钥的分配和管理是在服务器端进行的，当加密客户端发起加密请求时，服务器会产生密钥标识和密

钥种子。并将他们打包，用加密端的会话密钥加密，发送给加密客户端。当解密客户端发起解密请求

时，服务器根据来自解密客户端发来的密钥标识，在keyIdSeed表中查询匹配的密钥种子，并进行打包，

用解密客户端的会话密钥加密，发送给解密客户端。 

 加解密密钥和会话密钥的安全传输： 

所有的传输过程中采用加密算法对加解密密钥和会话密钥进行加密，避免密钥在传输中的安全隐患。 

(2)匿名指纹技术 

为保证了销售商的合法利益，又确保了用户的个人信息的安全性，销售商不得诬陷用户，本系统使用匿名指

纹技术来实现。 

用户首先在可信的第三方注册自己的个人信息与指纹信息，可信第三方建立指纹信息库；当用户从网上下载

数字作品后，向服务器发送解密请求，服务器再向可信第三方发送请求，可信第三方则将该用户的指纹信息及指

纹验证码用用户的公钥加密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再将数字作品的解密密钥和此一同发给用户，在这个过程中服

务器因为没有用户的私钥，从而使得服务器不能解密用户的指纹信息及验证码，也就不能冒充用户将指纹嵌入到

数字作品中而诬陷用户；解密端用用户私钥解密从可信第三方获得的指纹信息和验证码，用户输入指纹验证码，

将数字作品解密后嵌入指纹到数字作品中，便可以使用。 

(3)数字水印技术 

    本系统采用了三种水印技术：彩色图像可见水印嵌入技术，彩色图像不可见水印嵌入技术，音频的水印嵌入

技术。 

 对于彩色图像可见水印的嵌入采用了一种改进的彩色图像版权通知的数字水印算法，使用Sobel锐化方

法对可见水印信息进行锐化处理，得到更加平滑的可见水印效果，同时使用了比例放大和缩小原理使

得用户可以根据自己要求调整可见水印图像在载体图像中所占的比例。 

 对于彩色图像不可见水印的嵌入，主要使用的是DCT量化系数表的一种方法，为保证水印的不可见性和

鲁棒性，通过比较中频段相等量化系数位置的dct系数大小嵌入水印信息。 

 音频的水印嵌入技术使用了三层小波变换，提取到音频的高频部分和低频部分，根据人耳的听觉特性，

将指纹信息嵌入到音频的低频段。 

3.实验及结果 

    本系统可实现了彩色图片(jpeg\bmp\png)和音频(wav)的版权保护。以下以图片产权保护的具体实现过程为

例以说明： 

(1)可信第三方：建立指纹信息库，产生身份验证码（见图 2）。 

 

图 2 指纹信息库 

(2)数字产品拥有者下载加密端软件，进行注册和登录，嵌入版权标识，用户可以根据要求改变水印的尺寸

大小，然后软件对数字产品进行加密，再传输到公共网络以供下载和使用，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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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产品使用者在公共网络下载加密数字产品，然后在销售商下载解密端软件，进行注册和登录，输入

身份验证码，数字产品成功解密并嵌入指纹信息进行保存，便可以使用（见图 5）。 

     

图 3 原始图片         图 4 加载版权信息的图片     图 5 嵌入指纹信息的图片 

(4)服务器管理使用加解密客户端的各用户，生成、分配及管理密钥种子和密钥标识（见图 6）。 

(5)当发现数字产品被非法使用的，可信第三方可对数字产品进行指纹的提取寻找用户身份信息，并可以对

用户身份进行实时验证（见图7）。 

  
图 6 密钥信息库截图                     图 7 指纹验证界面 

从而使得本系统具有如下优点，销售商在数字产品中嵌入用户指纹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用户的非法

传播数字产品；可信的第三方建立指纹信息库，通过匿名指纹使得销售商无法得到指纹信息和诬陷购买者，通过

指纹比对寻找非法用户的信息，通过实时指纹验证提供法律依据，防止用户的抵赖，从而保证合法用户的隐私和

买卖两方的公平性。 

4.创新点总结 

本作品实现了数字水印和匿名指纹相结合的的版权管理系统，创新如下： 

(1)匿名指纹：数字水印技术结合匿名指纹技术的方案实现了对数字产品进行版权保护：可信第三方建立指

纹信息库，数字产品使用时需要嵌入通过服务器从可信第三方获得加密的用户指纹信息和身份验证码，而此加

密信息对于服务器来说是保密的，只有在解密端用户自己才可以解开，然后通过用户身份验证码与可信第三方

获得的验证码比对成功后才能嵌入指纹信息解密产品，防止（特别针对服务器的管理人员）使用他人的指纹信

息；指纹信息的嵌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用户以后对数字作品的肆意散播；如果用户非法传播数字产品，可从数

字产品中提取指纹信息，并由可信第三方提供的相应指纹识别程序的法律依据，使得用户无法抵赖。 

(2)数字水印：图像可见水印算法对于彩色可见水印的嵌入采用了一种改进的彩色图像版权通知的数字水印

算法，使用了比例放大和缩小原理使得用户可以根据自己要求确定可见水印图像在载体图像中所占的比例，使

用 Sobel 锐化方法对可见水印信息进行锐化处理，得到更加平滑的可见水印效果。 

5.未来工作 

(1)其他常用数字产品的版权保护： 

本作品只涉及了彩色图片(jpeg\bmp\png)和音频(wav)的版权保护，还需要逐步实现对各种视频、PDF文件以

及CAJ文件等常用数字产品的数字版权保护。 

(2)与银行系统的连接： 

 如果用户想要使用数字作品就必须付费，还需要把银行这一主体纳入到本系统中，完成数字作品买卖双方的

交易活动，并且保障交易的公平性和安全性。 

(3)大型服务器的建设、布局安排和维护： 

 在本系统中，服务器部分具有用户注册、登陆以及信息传输、密钥分发等功能，随着本系统的不断应用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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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服务器的建设也必须跟上系统的发展，服务器的布局安排以及维护也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着重考虑。 

(4)系统的安全及评估： 

数字水印和匿名指纹结合的数字版权管理系统是一个相对比较新颖的系统，它的安全性以及适用性还需要以

后一段时间内的测试和评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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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未知木马攻击识别和追踪的蜜罐系统开发 

参赛队伍：常皓, 石陶, 姜智, 王盼盼 

指导教师：王美琴 

参赛高校：山东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目前恶意软件病毒木马的变种数量剧增，呈泛滥之势，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因此如

何快速高效收集针对用户系统的攻击和异常信息，已经成为现在网络防御领域面临的一个

难题。蜜罐技术就是在这种形式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网络防御技术。通过了解可以知道，

当前的蜜罐技术主要是在蜜罐系统上有意设置漏洞，诱导攻击者对系统进行入侵，记录下

黑客的行动，从而尽量减少或排除对其他系统的攻击。但这只能解决已知攻击的问题，并

且蜜罐系统的可控性较差。为了能够从 根本上实现对攻击的追踪，我们开发了基于 Qemu

虚拟机的蜜罐系统 WatchLog。分析 Qemu 在运行过程中的与客户主机间的通信原理，修改

Qemu 源码，编写进程调用函数；为了能够避免虚拟机上的日志文件被黑客删除，我们在 i386

相关代码中添加日志记录模块，把追踪结果记录到客户主机（一个相对防御系统比较完善，

系统漏洞较少的系统）。通过我们的追踪程序跟踪攻击者在蜜罐系统上植入的对底层操作系

统调用的交互过程，把追踪结果写入日志，达到重塑攻击过程的特性，从而识别出未知病

毒和木马信息的特征。我们还使用用了各种不同的脚本程序在 WatchLog 平台上进行实验，

证明了 WatchLog 系统的准确性和稳定性。现在，WatchLog 已经能够还原出 shell 脚本命令

中的绝大部分。 后我们还提供给用户一种可视化的重塑结果。在我们的 Qt 前台中给出了

两个显示页面：一个是日志文件的全面显示，另一个是我们认为有可能造成攻击的系统调

用显示，这样就为用户大大减少了所要分析的数据，实现了数据分析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由于我们给出的可能的攻击提示是树形的，用户能够很方便的查看同一脚本的其他具体系

统调用信息，从而能够有效的采取针对某种确定型攻击的防御措施。 

关键词：WatchLog、蜜罐、Qemu、系统调用、重塑攻击、Qt前台 

1.WatchLog开发原理 

本项目的蜜罐系统的开发基于Linux系统，通过虚拟机（Qemu，Linux下利用动态翻译机制来达到高模拟速度

的开源软件）技术诱捕黑客攻击，修改Qemu源码，获取其在GuestOS(Linux)中植入的病毒木马等恶意程序的系统

调用及相应的参数信息，写入HostOS(Linux)的日志文件，这样不仅可以防止黑客在攻击后擦除日志，还可以应

对更严重的情况如系统死机、无法登陆等，大大提高了日志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是本程序与以往的监视软

件 大的区别，使管理员可以方便的在本地或网络上登陆HostOS查看日志文件，管理员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图形界

面很方便的实现可疑进程的查询和管理，并显示可疑程序对系统流程的调用，系统工作流程图如1所示： 

 
图1 系统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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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atchLog实现机制 

基于未知木马攻击识别和追踪的蜜罐系统是通过获取病毒木马等恶意程序在GustOS（安装在虚拟机Qemu上）

上的系统调用及相应的Pid等参数信息，进而反应给用户HostOS，从而实现对任意程序调用的追踪，重塑攻击过

程，甚至发现识别一些未知木马攻击的一种计算机防御系统。它深入到linux系统内核，能够从 底层实现用户

对系统运行的查看和管理。 

下面从linux操作系统的安装、虚拟机蜜罐的架设、编写追踪程序、用Qt实现前台图形界面的日志查看和管

理分别介绍我们的研究开发过程。 

(1)安装linux操作系统Fedora10 

我们选择在linux系统下进行开发，因为linux是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对于我们深入学习操作系统的内核，

了解系统工作机制，进而开发一个能够从底层系统调用进行追踪的追踪程序提供了可行性。 

(2)搭建Qemu虚拟机，并安装操作系统镜像。 

Qemu能够在运行在linux、windows、Max OS主机操作系统上，可以在无需修改目标操作系统和它的应用程

序前提下模拟它们。 

我们用的是Qemu-0.8.2，安装的是内核2.6.20的缩减的linux内核镜像。 

(3)编写追踪程序 

这是我们工作中 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技术工作。为了能够从 底层了解Qemu虚拟机与客户主机之

间的通信过程，我们深入学习了Qemu的源码和linux内核。下面是分四块介绍我们的追踪程序： 

 分析qemu源代码，qemu把每一个目标cpu指令分割成有一段c代码实现的位操作指令集，这些c

代码经gcc编译到一个目标文件中，然后动态翻译器将其作为输入把guest的指令存储到内存中

并翻译成连续的host操作系统可执行的指令块，然后设置相关的跳转地址，以供系统执行。 

 修改qemu源代码，在主函数中添加接口函数，在i386相关代码中添加日志记录模块，在vl.c的

主函数main中添加日志文件的名称、路径等信息；更多的修改主要体现在systable.h中，首先

把Linux 2.6.20内核相关的数据结构及函数等移植，然后分别添加了捕捉系统调用名称、进程

号、父进程号、进程名、父进程名、返回值等重要参数的函数，共分析了327个系统调用。其次

找 到 Qemu 的 执 行 命 令 前 和 返 回 时 设 置 环 境 变 量 的 函 数 接 口 void raise_interrrupt 

(int,int,int,int)和void op_iret_protected(void),然后在其中添加我们自己的接口函数，

即sys_int_enter(int)和sys_int_ret(void)函数，前者获取执行系统调用前的环境变量值，后

者获取执行完系统调用后返回的系统变量值，如寄存器的值、函数的参数以及函数的返回值等

等。 

 在这300多个系统调用中我们根据程序的特点着重针对内存地址转换、open和execve等调用添加

细化的函数，使其输出更加具体、准确。 

 编写过程中 大也是 难的部分是物理地址和逻辑地址的转换，我们在参考大量linux内核书籍

的基础上，成功掌握了内核的地址转换机制，这是可以准确记录进程信息和系统调用信息的基

础。 

要访问进程内核堆栈的信息，必须找的由用户堆栈切换到内核堆栈的切换点，从而根据ESP找到指

向进程内核栈顶的指针，又因为进程内核栈的大小是8K，栈顶指针经过加减，指向了存储进程信息的栈

底，于是获得了有关进程的PID、PPID、进程名等信息。 

4）Qt编程实现前台图形界面： 

这是我们为了不同用户考虑而做出的一项体现我们系统的广泛使用性和创新性的工作。 

Qt 提供了跨平台的 c++编程方式，它使用“一次编写，随处编译”的方式，可用于构建多平台图形用户界

面。我们使用 Qt 编写了在 linux 下的图形界面 WatchLog 来显示追踪到的日志结果，使得用户可以更方便的使

用蜜罐系统进行系统调用信息的查看和管理。 

3.实验及结果 

运行环境： 

四、 Host OS：Fedora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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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Host Kernel Version：2.6.27.21 

六、 Guest Kernel Version：2.6.20 

七、 QEMU Version：0.8.2 

八、 GCC Version：3.4.6 (compat.gcc34) 

实验及结果（具体的实验步骤见作品测试报告）：我们运行如脚本: 

前台 WatchLog 分析如图 2所示。树状显示： 

其中黄色笔刷标记的是脚本的主要的执行命令，除了部分 echo、cd 等命令无法捕捉外，大部分命令都已经

按照父子关系以树状结构形象的展示出来。 

而且树状显示的是 sh 派生 sh 的关系，没有其他的正常的系统调用等冗余信息，实现了半自动化的脚本回

溯过程，并打算在基于数据库和特征识别的方法进一步完善回溯的脚本，甚至完整的攻击程序等复杂的系统调

用链。 

 

图 2 前台 WatchLog 分析 

4.WatchLog亮点 

首先，从项目的开发来说，我们成功的了解了TCP/IP协议体系结构、linux内核和木马攻击，深入到系统程

序调用的底层，真正实现了对未知攻击的攻击行为进行跟踪，完成了这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其次，从我们研究开发的先进性来说。 

当前虽然对蜜罐系统的研究非常热，很多机构都投入到蜜罐的开发和研究中来，甚至一些如 DTK、honeyd

等开源工具和 KFSensor、ManTraq 等一系列的商业蜜罐产品都已经问世，但这些蜜罐系统的设计理念都是利用

一台或多台存在漏洞的计算机诱导黑客攻击，从而收集到攻击的数据。而我们是从系统工作的底层出发来编写

追踪程序，从而能够更有效的实现攻击的还原和识别未知的恶意程序。对于管理员来说，这种蜜罐系统也提供

了更可控的管理方式。因为我们的蜜罐系统是基于 Qemu 虚拟机的，管理员只要通过虚拟机的开启或停止来控制

是否要开启蜜罐系统。 

然后，从应用上来说，我们的蜜罐系统是针对开源的linux操作系统进行开发的。从现在操作系统的发展来

看，linux系统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它开源和自由的理念已经带来了一场操作系统界的革命，针对linux系统的

一些网络防御工作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 

后，我们通过Qt编程，成功实现了把追踪的结果以图形界面的形式反应给用户，使他们能够更方便的发现

异常，进而能够采取关闭进程或修补漏洞的方式进行防御。并且，由于Qt的跨平台性，为将来开发其他系统下的

蜜罐系统提供了前台接口。 

5.未来工作 

(1)现在我们的 WatchLog 系统已经实现了 shell 脚本和 shell 攻击命令的重塑。由于一个完整的程序运行

比 shell 脚本中系统调用间的进程关系要复杂，因此接下来我们希望再增加一些程序功能，并打算基于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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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征识别的方法进一步完善回塑的脚本，甚至完整的攻击程序等复杂的系统调用链。 

(2)我们的蜜罐系统给出了使用蜜罐技术来发现未知攻击的一个实例，对于将来开发针对多种操作系统或者

不同版本的linux系统的配套蜜罐防御系统提供了技术和理念上的支持。希望可以建立基于其他操作系统的蜜罐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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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接入行为检测与审计系统 
参赛队伍：王浩, 胡长春, 吴登辉, 范宏韬 

指导教师：陈泽茂 

参赛高校：海军工程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境内外敌对势力和工业间谍通过互联网窃取政治、

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活动越来越猖獗。因违规连接互联网而导致的网络泄密案件呈快速增长

形势，引起了国家和军队相关部门和领导高度重视，明确要求涉密计算机不得连接互联网，

但总有一些人违反规定。作品根据有关部门的互联网安全保密管理需求，基于 WinPcap 网

络数据捕获技术、Winsock 网络编程技术和 ADO 数据库访问技术，使用 Visual C++开发了

适用于 Windows 2000/XP/Vista 终端的网络接入行为检测与审计系统。当被监控计算机发

生非法外联行为时，客户端监控代理基于 WinPcap 网络数据包截获技术，将检测到的计算

机非法外联信息按自定义的数据格式封装，然后通过网络上报给远程的违规上网监控服务

器，从而实现对涉密计算机违规连接互联网行为的检测和审计。监控服务器对接收到的违

规事件信息进行完整性验证和内容解析后，存储在 Access2003 数据库中，同时与数据库中

事先登记的涉密计算机备案信息进行比对，获取违规计算机的责任人及其联系方式，然后

以监控界面文字显示、声音报警、邮件通知和手机短信息提示等方式向安全保密管理人员

报告违规事件，以便其在第一时间采取干预措施，从而 大限度地降低因违规联网带来的

网络失泄密风险。 

关键词：非法外联监控，违规联网审计，WinPcap，WinSock 编程 

1.作品功能简介 

网络接入行为检测与审计系统是一款基于 windows 2000/xp/vista 的计算机违规联网检测系统。系统的设

计目标能够在 短的时间内检测出违规联网行为、 准确地给出追查方向和所要追究的单位和人员，并确保所

获取的非法外联证据不被篡改破坏。 

主要功能特点： 

 能够检测到通过宽带上网、拨号上网、无线上网等多种互联网外联行为。 

 提取违规上网计算机的硬盘号、网卡 MAC 地址等识别信息。 

 预先对涉密计算机进行备案，当检测到违规联网事件时，准确的给出违规当事人的姓名、单位和联系

方式等信息。 

 支持以监控界面文字显示、声音报警、邮件通知，手机短信提醒等多种方式报告违规事件，确保安全

管理员在第一时间内掌握违规动态，并进行干预和制止。 

 日志查询功能，可以对各种违规记录进行查询和分析。 

2.作品测试 

为了更好的展示网络接入行为检测与审计系统的相关性能，我们对系统的性能做了详细的测试。 

系统对测试环境的要求如下： 

 三台安装了 Windows 2000/XP/Vista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一台充当监控服务器，一台充当被监控机，还

有一台充当网络服务器。 

 提供宽带、拨号、无线等互联网接入方式。 

测试结果如下： 

 本系统能够及时、准确的检测出三种联网方式（宽带、拨号、无线上网）的违规联网行为。 

 本系统能够很好的对被监控计算机和监控服务器中保存的违规记录进行查询和分析。 

 在系统检测到违规联网行为时，能够正常的提供四种报警（监控界面文字显示、声音告警、短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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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通知）形式的响应告警，达到预期设计目标。 

详细的作品测试请见《测试报告》。 

3.创新性与特色 

本系统的主要创新点和特色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检测的全面性：现在市场上的几种非法外联检测软件大多数是针对某一种单一网络接入方法的，譬如

说：拨号连接的、宽带连接的等等。而网络接入行为检测与审计系统通过监测是否有数据包的交换来

判断是否违规联网，从而将几种模式的检测方法合而为一，能够检测到任何网络接入方式的违规联网

行为。 

 检测的实时性：该系统能够及时的检测出违规联网行为，给出准确的违规联网时间。确保在违规者在

结束上网行为之前记录违规者的一举一动，防止漏报的出现。 

 告警形式的多样性：具有监控界面文字显示、声音告警、邮件通知和手机短信提醒等多种报警形式。

特别是联动通信功能给安全管理员发送短信息，即时、准确、可靠地向安全管理员通报违规事件，便

于安全管理员及时采取干预和制止措施，防止网络是泄密事件的发生。 

4.应用前景 

本作品在防范违规连接互联网行为，防止网络是泄密事件发生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潜在的用户有军

队、政府和任何需要互联网上网管理的企事业单位。 

军队和政府部门：方便军队和政府的互联网安全保密管理机构管理和监察涉密计算机的非法连接互联网行

为，对保护军事和政治机密有着积极的作用。 

企事业单位：可以用来防止工作人员将内部计算机连接互联网，防止网络间谍窃取商业机密，保护企事业

单位的版权不被侵犯。 

总而言之，本系统可以大大提高这些部门的互联网安全保密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应用的前景十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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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动态安防系统 

参赛队伍：李丽, 娄云龙, 刘超, 马鋭 

指导教师：孙建国 

参赛高校：哈尔滨工程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随着移动嵌入式设备的迅速普及，特别是3G网络的快速发展，个人私有电子设备间的

信息融合已成为必然趋势，这将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非法的越权访问

会导致这类隐私信息的大量流失，如何远程监控、监督个人电脑的运行状况显得日益重要，

本作品中首次提出“私有设备间的信息融合机制”，即通过用户随身携带的移动终端（如手

机、PDA等）为非本地个人设备（如个人PC电脑）提供实时高效的安防策略，本作品主要采

用的是手机移动设备对个人PC电脑进行的实时授权访问及操作监控。作品的 大特点在于利

用了动态 “密钥”进行PC解锁，并可通过蓝牙、短信等方式协助用户远程监控任何对PC机

的非法访问及操作。 

 
1.移动动态安防系统简介  

为保证个人PC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与专用性，特别是当用户同个人设备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或时间分离情况

下，本移动动态安防系统将为用户提供实时的使用监控服务，对非法的PC访问及操作，都将实时发送到用户携带

的掌上移动终端。系统的总体功能如图1所示。 

(1)本系统的初始化过程包括：设置通信端口和比特率、身份验证（如手机号码）、通讯测试等，以保证系统

的正常工作。 

(2)监控系统将随 PC 机同时启动，并在 PC 操作系统引导程序完成前，利用 hook 技术对键盘、鼠标等输入

信息进行拦截，以特定的功能界面锁定该 PC，用户可利用短信或蓝牙等通讯模式进行解锁。若用户选择“短信

解锁”模式，PC 机将发送动态密码至被绑定手机，用户输入密码或者通过 GSM 模式发送短信至 PC，即可完成

系统解锁；若用户选择“蓝牙解锁”模式，则只需启动 PC 的蓝牙通过功能并与手机实现相互认证即可，同时若

通信中断，则ＰＣ机自动锁屏。 

(3)对于任何可能对计算机安全造成威胁的设备的接入（如USB设备，CD）以及网络攻击，监控系统会实时发

送短信至用户。用户可通过手机发送短信指令控制ＰＣ机继续保持开机状态或者执行关机操作。 

 

图 1 总体功能图 
2.相关工作 

本作品开发环境主要基于微软的windows平台，利用GSM通讯模块及手机蓝牙适配器等硬件设备，采用c#及

java开发语言，实现移动设备对个人PC机间的监控及预警功能。相关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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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控进程自启动机制 

   在Windows平台下，通过对系统底层注册表操作添加操作，实现了监控进行随系统的自动导入过程如图1。 

(2)桌面锁定模式 

    系统启动程序引导完成后，监控系统会主动进行桌面应用程序锁定服务，为避免用户非法禁止屏蔽该程

序，该系统采用了 hook 技术优先捕获键盘事件，在目标窗口处理函数之前过滤掉相关的恶意关闭操作。同时，

为了屏蔽任务管理器，防止攻击者进行进程非法终止等行为，程序通过运行常规扫描线程，可及时捕获并终止

任务管理器对应进程 taskmagr.exe 的运行。 

3.动态密码生成 

当用户选择密码解锁模式时，监控获得 PC 机的系统运行时间，并通过 blowfish 算法随机生成一套私钥，

并将私钥通过DES算法加密后发送到手机上，手机收到密码解锁请求后对PC发送的私钥进行解密，并将解密后

的私钥显示在手机上。 

 

图 2  监控自启动图 

 
图 3 DES 加/解密示意图 

摘  要： 信息通讯机制 

(1)信息加密 

在通信过程中，系统采用 DES 算法对内容实施加密。如图 2 所示，PC 机利用 DES 算法加密（信息（Ra）+

时间戳（Ta））并将密文发送到手机，手机端收到信息后利用 DES 算法解密得到 Ra 并再次利用 DES 算法加密（Ra+

时间戳（Tb））并返回到 PC 端，PC 解密得 Ra 后与原始 Ra 比较并解锁如图 3。 

(2)远程信息通信 

在远程范围内，系统利用短信方式实现 PC 机和手机的通讯，PC 机端用 C#的串口通信方式控制 GSM 模块，

利用 AT 指令进行 PC 和 GSM 的信息存取、删除、发送等操作，并利用传递线程，定时从 GSM 模块读取消息。若

监控程序收到控制命令，且身份识别通过（手机号码匹配）时，则执行预定义动作；同时，手机终端读取信息

后，用户可根据具体的内容发送相应指令控制 PC 机的运行。 

(3)近程信息通信 

系统通过蓝牙适配器实现近距离认证工作，系统分别在电脑和手机端实现两个程序：Bluetooth for 

Windows 和Bluetooth for Phone。其中，Bluetooth for Windows负责监督PC机访问，并发送加密数据到用户手

机；在收到返回信息后匹配并执行解锁操作。Bluetooth for Phone接收PC机所传递的数据，解密得到参数，并

发送二次加密后的控制指令到PC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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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品创新及总结 

本作品的创新点在于：首次提出个人电子设备间的通讯及信息融合机制，利用用户随身携带的便携终端

对近程或远程范围内的个人 PC 机实施动态监控，保证了用户对个人私密信息的完全掌控，避免因工作繁忙或技

术问题等导致的电脑信息非法泄露问题。 

为保证系统的安全，系统实现了 PC 机认证密码动态生成并定向发送至用户终端的目标，该密码为用户通

过手机对 PC 机解锁提供身份识别信息。 

动态密码在手机和 PC 间的传递周期内，始终进行着 DES 加密，且手机端发出的控制命令由于其对电脑具

有可操作行为，特别进行了二次加密处理。DES 加密机制保证了密文被通信截获后的数据篡改或身份伪造等情

况。 

从经济及实用性考虑，系统同时提供了近程蓝牙通讯模式以及远程 GSM 通信模式。在可用距离内，系统优

先采用蓝牙方式进行通讯；超出一定范围内，系统采用可靠的 GSM 通讯模式与用户进行信息和指令级通讯。 

对于非法或未获得允许的设备接入操作以及网络攻击等，系统会第一时间向用户终端设备发出预警信息，

用户可通过手机发送机器重启或关闭指令终止设备接入行为。 

该系统及相关嵌入式设备经多次调试与实际应用测试表明：系统各个模块运行情况稳定，软硬件通讯正常，

能够满足实际需要。实验证明该方案切实可行，不受地理位置束缚，对PC机可实施实时监控，该产品的实际部署

造价低廉，可扩展性强，易于形成产品并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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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安全加固系统 

参赛队伍：张远, 何祥, 刘波, 江丽娜 

指导教师：刘嘉勇 

参赛高校：四川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应用程序安全加固系统是本课题组研究开发的一款以应用程序为保护对象的系统安全

防护软件，加强了应用程序自身的安全性。本系统以应用程序作为保护对象，保护对象明确、

防御思路清晰、防御效果明显、配置简单。并解决了应用程序自身实现保护机制时容易产生

冲突，导致系统崩溃的问题。为应用程序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安全平台。通过对应用程序的安

全威胁和所存在的安全漏洞进行研究分析，针对溢出攻击、注入攻击、键盘记录、恶意终结、

模块完整性破坏的攻击行为进行研究，提出了对应的加固措施。本系统共有六个功能模块，

较为全面系统地完成对应用程序的的安全加固，各功能模块的功能如下：(1)溢出防护模块—

—检测应用软件的缓冲区溢出并终止溢出发生。(2)终结防护模块——终结利用远线程对应用

程序的注入。(3)终结防护模块——防止进程被恶意终结。(4)反键盘记录模块——保护用户

的键盘输入不被恶意记录。(5)权限保护模块——调整应用程序的权限，对权限进行控制。

(6)完整性保护模块——保护应用程序的模块完整性。通过用户配置界面对各个功能模块的

保护策略进行配置。同样，本系统对自身进行了相应的安全防护，防止自身被恶意终结。并

且加入访问控制机制，防止未授权的策略删除和功能配置行为。系统界面友好，操作简单。 

1.相关工作及研究内容 

在项目立项过程中，我们对当前的常见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针对主机的攻击大多都是利用应用程序

进行的，然而当前的防护软件在应用程序的保护上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保护概念。针对这样的现象，提出了以应

用程序作为保护对象，加强其安全性能的概念——应用程序安全加固。 

(1)当前利用和针对应用程序的攻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针对进程的攻击：a).恶意终结程序进程。b).恶意程序利用应用程序的各种安全漏洞通过溢出运行自

身的恶意代码或者将恶意代码注入到应用进程中，从而隐蔽自身的恶意行为，成功实施攻击。 

 通过键盘记录等手段，记录引用程序中输入的相关信息，造成信息的泄露。 

 应用程序模块完整性的破坏，修改或替换应用程序加载的模块。 

(2)应用程序安全性脆弱的原因 

 在目前的应用程序设计过程中，缺乏对安全考虑，具有较多安全漏洞，缺乏自身安全保护机、安全性

脆弱。 

 应用程序众多，如果各自实现安全防护、采用不同的机制，防护十分容易冲突。导致系统的不稳定，

以及崩溃。 

(3)当前防护软件的不足 

目前市场上基于行为分析的主流的主机安全防护软件，通过对攻击的恶意代码进行扫描、恶意行为进行监

测，从而拦截攻击行为。例如基于行为监测的主动防御软件，主要防护是监测和终结恶意程序的行为，并没有

加强应用程序自身的安全性，没有应用程序保护的功能实现。如果要将其应用于应用程序的保护，用户配置复

杂，极容易产生配置上的安全漏洞，反而失去了应有的防护。 

对当前攻击的分析，提炼并归纳出六个方面对应用程序的安全进行加固。溢出攻击防护、注入攻击防护、

键盘记录防护、恶意终结防护、利用高权限攻击防护、模块完整性破坏检测并防护。对常见攻击进行分析并进

行相关的技术研发，综合使用当前的主流技术，较好的实现了对应用程序的安全加固。 

为应用程序自身安全性的提高提供了一个统一平台，解决了由于各应用程序采用不同的防护技术所带来的

系统冲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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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及结果 

实验内容： 

按照系统的设计目标，分步验证应用软件加固系统的各项功能模块的正确性和可用性，验证本系统是否达到

预期要求、是否满足设计目标，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实验结果 

测 试 项 目  功 能 指 标  测试结果 

溢出防护功能测试 检测并终止利用应用程序溢出漏洞的溢出攻击 通过 

注入防护功能测试 检测并终止对应用程序的注入行为。 通过 

反键盘记录功能测试 拦截对应用程序的键盘记录行为 通过 

反终结保护功能测试 提升应用程序线程为系统线程，防止恶意终结行为。 通过 

权限防护功能测试 降低应用程序的权限，对应用程序的权限进行限制。 通过 

整性保护功能测试 
验证应用程序运行时所加载的模块，检测出加载可以

模块的行为，并能禁止恶意模块加载。 
通过 

自身安全保护及 

访问控制测试 

防止恶意程序对本系统的终结。防止未授权用户对保

护策略进行删除以及对功能进行配置 
通过 

3.创新点总结 

基于行为分析的主流的主机安全防护软件（反病毒软件、防火墙、主动防御软件），通过对恶意代码进行扫

描、恶意行为进行监测，从而拦截攻击行为，但并没有从加强应用程序自身安全性出发，对其安全性加固。 

应用程序安全加固系统，以应用程序为保护对象，对应用程序进行安全加固，增强防御攻击的能力。 

(1)应用程序安全平台 

为提升应用程序的安全性提供了统一平台，解决了应用程序自身实现防护时，采用不同技术所带来的冲突，

导致系统不稳定甚至崩溃的问题。 

(2)综合的防御 

在程序的整个运行过程中对其保护。应用程序在启动时，对其模块完整性进行检测，当其运行时同样也对动

态加载的模块进行检测。运行时：降低其权限，限制其操作行为。防止恶意的注入行为以及溢出攻击的发生，并

阻止了恶意程序的终结行为。通过反键盘记录功能，防止了用户输入信息的泄露。加强了应用程序在整个运行过

程中的安全性。 

(3)多种技术的综合应用 

同一种恶意攻击方式往往也结合了多种攻击方式。本软件则综合运用了挂钩技术、DETOURS 技术、DKOM 技术、

Hook SSDT 技术、Hook Shadow SSDT 技术。多技术的相互配合，完成了对应用程序的协同保护，有效的加强了应

用程序自身的安全性。 

(4)模块化的开发理念 

本软件开发以软件工程设计原则为准，针对攻击分类，采用模块化开发思想，高内聚低耦合，能够方便的进

行错误调试和拓展升级，有利于应用程序安全加固系统的进一步研发。 

4.未来工作 

目前，市场上各类应用软件众多，各种安全漏洞层出不穷，针对应用软件的恶意攻击手段也在进行着多样化

的发展。 

在基于应用程序安全加固系统的理念下： 

 继续对各种攻击行为进行研究，提炼出更为合理的攻击分类方法，对应用程序实施更加合理的安全加固。 

 继续对应用程序所存在的安全威胁和漏洞进行分析，并对相应的威胁的漏洞，研发加固方法，更全面的

为应用程序提供安全加固服务。 

 继续对安全加固所采用的技术进行研发，实现更有效的应用程序安全加固。 

其他主机防护软件具有其自身特点。在未来的工作中，将对其他的防御方式进行更加深入研究，并将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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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用程序加固理念融合，实现更为全面有效的应用程序安全保护，有效防御恶意攻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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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上网行为监控系统 

         --应用层防火墙系统 

参赛队伍：汪堃, 石磊, 翁美珍, 张少楠 

指导教师：李剑 

参赛高校：北京邮电大学 

获奖类别：二等奖 

摘要:随着计算机、宽带上网的迅速普及，网络办公、无纸化办公日益流行，电脑和互联网

已经成为人们工作中不可缺少、便捷高效的工具。但是与此同时也给企业管理者带来一个

大难题：在享受着电脑办公和互联网络带来的速度和效率的同时，员工非工作上网现象越

来越突出，企业普遍存在着电脑和互联网络滥用的严重问题。 如：很多员工会在办公时间

内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站、进行 IM/P2P 软件使用、流媒体观看或玩游戏、以及其它非工作

用途的计算机应用，如娱乐、新闻、IM 聊天、游戏、P2P 等。为此，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

款适合中小型企业用户的具有基本包过滤、内容过滤和应用层协议控制功能的用户上网行

为监控系统本文采用内置龙芯 2E CPU 的福陇迷你电脑，以 Linux 的 Netfilter/iptables 架构

为基础，并增添 L7-filter 模块，构建了一个安全可靠、功能丰富、管理方便的 7 层网关型防

火墙。在实现传统防火墙功能的基础上，利用 L7-filter 扩展模块实现了海量关键字过滤功能

以及应用层网络协议识别管理。该防火墙既能防御一般的网络攻击，又能实现多层次网络

访问控制，从而达到规范用户上网行为的作用，能够很好地应用于各种中小企业或校园等

局域网的控制服务器上。 

1.相关工作 

硬件信息： 

目前，内置龙芯CPU的福陇迷你家用电脑已经上市，我们选用该产品作为硬件基础，理由：  

(1)价格便宜，1599元。 

(2)性能适中，适合作为嵌入式系统作产品开发。其具体配置为：  

 龙芯2E CPU，MIPS架构；  

 CPU典型工作频率800MHz，实测功耗5-7W；  

 256M内存；  

 10M/100M自适应网卡。 

功能需求： 

 系统的基本功能 

本系统为一个基于七层防火墙的用户上网行为监控系统，要同时具备一般三层防火墙具备的功能，包括： 

IP 地址、端口访问限制功能； 

内网服务器访问控制功能； 

防御一般的网络攻击。 

 应用层功能 

系统应具有内容过滤功能，利用该功能实现更高级别的访问限制。包括内容过滤和应用层协议控制两个方

面： 

通过 URL、关键字和文本内容对 web 页面进行过滤； 

通过应用层协议控制，实现某些应用层协议的访问控制； 

通过时间段的设置，灵活改变限制时间。 

 外部接口需求 

该系统面向中小企业或校园网使用，与用户接口应尽量简单， 好是图形界面。同时，作为一个网关，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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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远程管理控制，以节约不必要的外设开支。 

 性能需求 

作为网关型防火墙，对网络带宽有一定需求，同时对网络的稳定性也有要求。该系统面向中小企业，应能

支持几十台机器同时上网而不影响工作，并要求网络要稳定。 

 

图 1 系统结构图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作品的研究内容主要是设计并实现七层防火墙，主要适用于中小企业，用于规范用户上网行为，本系统在

实现传统防火墙一般功能基础上，利用L7-filter扩展模块实现了海量关键字过滤功能以及应用层网络协议识别

管理。该防火墙既能防御一般的网络攻击，又能实现多层次网络访问控制，从而达到规范用户上网行为的作用。 

本系统基于Linux内核中的Netfilter框架构建，按照功能，又将系统划分为包过滤模块、内容过滤模块、应用层

协议控制模块和用户接口模块。 

 包过滤功能：实现数据包的三层协议过滤，能针对数据包的IP地址、端口号和传输层协议类别进行包匹配和

过滤。 

 内容过滤功能:实现数据流内容过滤，能进行海量关键字过滤，进而实现应用层的网络访问控制。 

 应用层协议控制功能:能准确识别应用层协议数据流，并对识别的数据流加以控制，从而实现了应用层协议

访问的控制。 

 用户接口:采用远程web图形化界面管理方式，管理界面人性化，维护方便。用户可以选择快速配置和高级配

置两种方式，其中高级配置主要面向有一定Linux防火墙专业知识的人士。 

3. 实验及结果 

对IceBridge防火墙进行功能与性能测试，得到以下数据。 

功能测试： 数据如表1所示。 

网络性能测试： 

在设置好功能测试中配置的规则的条件下，测试内网和Internet之间的数据传输速率。 

测试方法：在三台主机上同时观看高清iptv，观察是否受影响。 

测试结果：三台主机能同时流畅地观看高清iptv，且正常工作一小时以上。 

结果分析：IceBridge防火墙用两个网口，网速均可达到100Mbps，若不考虑规则过滤对网络带宽的影响，应能提

供100Mbps的带宽供内网共享上网。测试期间高清iptv的流速为1532Kbps，而且都能正常播放，说明实际网络带

宽至少达到了5Mbps。 

由于条件限制，我们无法做更深入地性能测试，但从取得的数据可知IceBridge作为网关防火墙在功能上已基本

实现，在网内主机不多的条件下已确定能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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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IceBridge防火墙功能测试数据表 

测试内

容 

测试方法 测试结果 结果分析 

路由功

能测试 

用内网主机PC1、PC2、PC3分别

访问Internet，看是否成功 

成功访问外网 路由功能正常工作 

包过滤

功能测

试 

丢弃源地址PC1IP地址的所有数

据包 

无法访问Internet其它主机正常访问 包过滤功能正常工作

丢弃端口号为21的所有数据包 内网主机无法使用FIP连接Internet主机 

丢弃所有UDP数据包 DNS无法工作，内网主机无法连接新网址 

内容过

滤功能

测试 

过滤关键字“qq” 内网无法连接页面带“qq”的网页,但可

连接其它页面，但是可在QQ上传输该关键

字 

内容过滤模块功能正

常工作（QQ的聊天内

容是加密传输的） 

应用层

协议控

制功能

测试 

封禁QQ应用程序 不能连接QQ 应用层协议控制模块

功能正常工作 封禁bttorrent协议 内 网 无 法 与 Internet 上 的 主 机 使 用

BitTorrent协议传输文件 

类似方法封禁其应用层协议 均按需求完成过滤 

4.创新点总结 

(1)本系统在一个网关上不仅做到包过滤的功能，还具有内容过滤和应用层协议控制功能，这是 大的创新

点。 

(2)使用龙芯电脑和Linux内核构建基于七层网关型防火墙上的用户上网行为监控系统。在现在，基于linux

软件路由软件技术成熟龙芯是计算所的主流。龙芯电脑经过海事大学计算机中心测试，能连续184天正常工作，

证明硬件可靠性较高。而IceBridge基于Linux系统的Netfilter/Iptables配置规则实现，Linux的稳定性保证了

软件可靠性。这是区别于其他安全系统产品的一个重要方面。  

(3)利用L7-filter模块实现了应用层协议的访问控制功能。 

(4)利用webmin开源软件：采用web式配置管理和日志管理，用户接口图形化，日志查询方便，便于用户操作。 

(5)成本低：加上硬件成本和软件开发成本，价格只在2000-3000，相比同类产品价格很低。  

5.未来工作 

未来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进一步改进匹配算法，利用Aho Corasick多模匹配算法实现了海量关键字过滤性能；  

 进一步完善防火墙功能，满足更多需求；  

 进一步完善界面设计，使管理更方便更安全；  

系统做更深入地功能和性能测试，修正规则配置中的问题，提高系统性能； 根据网络状态和统计数据，利

用动态添加规则方法实现智能内容过滤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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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内核 Rootkit 检测方法的研究与实现 
参赛队伍：李衍辉, 颜娟丽, 朱学良, 徐腾 

指导教师：刘晓梅 

参赛高校：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Rootkit是攻击者在入侵系统后用来保持对系统的超级用户访问权限，创建后门和隐藏

攻击痕迹等常采用的一种技术。系统一旦被植入Rootkit，就可能完全被攻击者控制，而管

理员却很难发现入侵踪迹。Rootkit 早现在Unix操作系统上，现在几乎所有的操作系统都

受到Rootkit的攻击，目前Windows环境下的Rootkit也日益流行。Rootkit检测技术是当前

Rootkit研究的难点，而Windows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也给Rootkit检测带来了不小的难题。在

不同Windows操作系统上检测Rootkit时利用的内核资源有可能是不一样的。这就给开发一款

能够同时运行在多款Windows操作系统上的检测软件带来了不小的难度。目前能够检测

Rootkit的软件或产品很少，可谓之，少之又少。国内比较流行的有冰刃（Icesword），但它

只能检测SSDT Hook和Inline Hook，并且它不支持Vista操作系统；国外比较流行的是Rootkit 

Unhooker，它功能强大，可以支持多款操作系统。但冰刃和Rootkit Unhooker都是不开源的。

在检测Rootkit研究方面只能作为一款辅助工具。本软件重在研究Rootkit的检测。不仅能够

作为计算机安全人士研究Rootkit时的辅助工具， 重要的是代码开源，并且系统实现时，

里面尽量运用了开源代码，其中就有开源反汇编引擎。和大家在Rootkit的检测研究方面共

同进步。 

1.相关工作 

本课题主要研究了 Windows rootkit 技术及其检测，并在 VS2005.NET 和 WDK 环境下开发出一个实用而专业

的 Windows Vista Rootkit 检测程序。这个程序可以供计算机安全人士分析 Rootkit 技术专用或供计算机专业

人士作为保护主机安全所用。 

在技术研究方面，详细介绍了各种 Windows Rootkit 类型技术的原理和不同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内核的异

同，研究了对目前流行的 Rootkit 的监测技术，讨论了 Windows 不同操作系统下检测 Rootkit 的方案。 后完

成了对目前流行 Rootkit 技术的检测。 

在系统分析方面，对目前流行 Rootkti 进行分析，将系统分为 SSDT Hook 检测，SSDT Shadow Hook 检测，

Inline Hook 检测和内核驱动模块检测四个模块。提出了利用反汇编引擎检测 Inline Hook 的方案，体高了检

测效率。 

在系统实现方面，详细论述了系统各模块的设计与实现。在检测 Inline Hook 中利用了内核线程与应用程

序进行交互，提供了程序的可扩展性。同时在各个检测模块中加入了相应的过滤条件，减少了误报的产生。 

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题。比如，在实现内核线程与应用程序的事件交互问题上就花费了许多

时间。曾经尝试使用 I/O 方式进行交互，但在内核 I/O 例程中，检测 Inline Hook 始终无法加载读入内核文件，

上网查阅了大量资料，了解到 I/O 派遣例程运行在 DISPATCH_LEVEL 级别。而读入内核文件的 IoCreateFile 运

行在 PASSIVE_LEVEL 级别。 后决定运用内核线程来进行交互，通过大量的修改测试， 终实现了这一功能。 

由于本系统实现时运用了驱动，所以在驱动开发时学习驱动的相关知识使自己对操作系统原理有了更深入的

理解，不仅理解了Windows 内核体系结构，更了解了驱动程序是如何同应用程序传输数据和交互的。当然还有驱

动程序的调试，使自己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内核函数的执行过程与内存物理空间的分配。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在技术研究方面，本课题需要研究不同版本操作系统内核的异同，内核级 rootkit 的攻击原理以及 rootkit

的检测实现方法等。然后对内核级 rootkit 进行分类，对其中目前流行的 rookit（SSDT Hook，SSDT Shadow Hook，

Inline Hook 和内核驱动隐藏）进行能够同时支持多版 Windows 操作系统检测方法的研究。 

在系统开发方面，需要实现的系统功能分为四个模块： 

 SSDT Hook 检测。检测系统服务描述表 SSDT 在当前内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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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DT Shadow 检测，检测系统服务描述表 SSDT Shadow 在当前内存的状态； 

 Inline Hook 检测，检测内核模块 ntoskrnl.exe 或 ntkrnlpa.exe 等的内核完整性。 

 内核驱动模块检测，检测当前系统中驱动模块。  

3.实验及结果 

本系统四个功能模块 SSDT Hook 检测，SSDT Shadow Hook 检测，Inline Hook 检测和内核驱动模块检测。

而 SSDT Hook 检测和 Inline Hook 检测是比较重要的，由于篇幅原因，这里仅列出此两个模块的检测。 

 SSDT Hook 检测，系统运行 360 安全卫士后，360 安全卫士的驱动修改的 SSDT 函数均列出来了。如图 1 SSDT 

Hook 检测测试： 

 

图 1 SSDT Hook 检测测试 

 Inline Hook 检测，系统运行冰刃(IceSword)后，冰刃修改了内核函数的执行逻辑。如图 2 Inline Hook

检测测试： 

 
图 2 Inline Hook 检测测试 

4.创新点总结 

其实冰刃(Icesword)、Rootkit Unhooker 等相关软件已经实现了对相关 Rootkit 的检测。只是冰刃不能在

Windows Vista 系统上运行。Rootkit Unhooker 虽然可以在 XP，2003，Vista 操作系统上运行。但它们都有一



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获奖作品集 

第 99 页 共 297 页 

个 大的特点，就是代码不开源，在研究 Rootkit 检测时，它们只能作为一款辅助工具，提供参考。 

 支持多款不同版本的操作系统WindowsXP,2003,更重要的是支持新一代内核的Vista系统。 

 可应用于安全检测，监视主机当前的安全状态，检测出已知的rootkit和未知的rootkit； 

 可作为计算机安全专业人士研究rookit的利用工具，为其研究rootkit技术提供方便； 

 软件代码开源，为 Rootkit 检测的研究与实现共同进步。 

5.未来工作 

Windows Rootkti 检测系统虽然已经实现，但仍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由于时间原因没有分析和实现检

测其它类型的 Rootkti 技术。现总结如下，希望对后续的开发有所帮助。 

 目前系统的 Inline Hook 检测模块只是实现了对 ntoskrnl.exe、ntkrnlpa.exe 等的检测，对于 win32k.sys

却没有实现，但本程序已经提供了接口。只需解决 win32k.sys 不常住内存和重定为问题，即可直接调用接口实

现这一功能。本系统实现了内核驱动模块的检测，但却没有涉及隐藏驱动模块的检测，其时在完成这一功能时

加入了“暴力内存搜索隐藏驱动”的检测方法，但其工作不稳定，在不同的机子上有时会蓝屏，但此方法绝对

可行，希望后续开发者能完成这一先进的检测方法。 

 对于其它类型的 rootkit，如 IDT Hook，Object Hook 等没有实现其检测。但并不代表其不重要，因为它

们不稳定，所以利用的比较少，但其必定是一种真实存在的 rootkit 技术，希望后续开发者能够实现对其它剩

余类型的 Rootkit 检测。 

 当然任何检测算法都不是完备的或完美的。现在的rootkit检测已经归结为攻击者和防御者之间的一场军备

竞赛，先加载到内核中并执行得一方具有巨大优势。但检测艺术只是一门艺术。随着攻击者的不断进步，检测方

法也将会不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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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Android 手机安全防护系统 

参赛队伍：朱佳伟, 张帆, 魏楠, 刘纪伟 

指导教师：武斌 

参赛高校：北京邮电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随着通讯技术的日益发展，尤其是3G通信时代来临后，智能手机所占的市场份额越来

越大，在人们享受3G生活所带来的乐趣时，手机安全问题也逐渐突显出来。比如，短信截获，

垃圾短信，骚扰电话，手机偷盗等。Android是Google公司开发的基于Linux平台的开源手机

操作系统平台，该平台不存在任何以往阻碍移动产业创新的专有权障碍，任何开发人员都可

以通过Google公司官方提供的ADT插件，Android SDK以及API开发Google Android手机应用

程序。在当前的手机安全形势下，对于一个崭新的手机平台，在它遭受安全侵害之前做好防

护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基于以上两点，即当前手机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安全形势和Google 

Android平台的开源特点及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我们开发了Google Android手机的安全防护

系统。针对Android手机可能遭受的垃圾短信，电话骚扰，短信截获，手机丢失及其造成的

重要信息丢失等安全威胁，本作品具有三大功能，即短信/来电防火墙，短信加密，手机防

盗定位。用户通过设置关键字和电话黑名单可将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拒之门外，并且可以对

重要短信进行加密，不必再担心短信截获和手机丢失所造成的信息被窃。手机丢失或被盗后

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第三方手机定位丢失手机的位置，为找寻者提供有效依据。本作品在

Google公司提供的模拟器上进行了测试实验，实验结果显示本作品达到了预期的功能指标。 

1.相关工作 

 在着手开发这套系统之前，关于手机安全的报道在电视新闻，报纸，网站等媒体随处可见，通过我们对信息

的搜集，整理，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我们确定了实现手机安全系统的方案。 

 目前，较为成熟且流行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主要是Symbian、Linux、Palm OS、Windows Mobile等，通过查

阅资料和实际调查，就目前手机安全的现状来看，我们发现大多数安全威胁都是针对以上提及相对成熟的操作系

统平台的手机，这给Google Android手机敲响了警钟，提早做好防御准备至关重要。另外，Google Android手机

以其良好的开源特性和潜在的优异性能得到了诸多手机生产厂家的青睐，我们了解到，即使在国内就有很多企业

对这个充满魔力的平台跃跃欲试，其中更不乏主流厂商和运营商，今后不长的一段时间内，Google Android手机

定会在国内外手机市场占据相当的份额。 

 根据前期的相关调查研究我们 终确定了系统方案和开发平台。之后便是开发环境的搭建。根据Google官方

提供的 新Android SDK1.5版本和ADT0.9（Android开发插件），我们在eclipse3.3平台搭建了Android的开发环

境，限于篇幅，具体搭建过程这里不再赘述，详细请参见竞赛作品报告。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作品是一套基于Android手机平台的较为全面的安全防护系统，具体内容为三大功能系统： 

(1)短信/来电防火墙： 

短信防火墙： 

 特定短信号码过滤 ：由于在移动通信系统中SIM卡唯一标识一个客户，即每一个SIM 卡对应唯一的手机号

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过滤以往接收到的垃圾短信的发送号码来达到过滤垃圾短信的目的。 

 特定信内容过滤 ：垃圾短信的内容有很大的相似度，比如销售，广告和一些低俗的词语经常会在垃圾短信

中出现。通过与类似的关键字的匹配，能达到识别垃圾短信的目的，再对其进行过滤。 

 短信过滤规则设置 ：用户可对预设在短信过滤模块内的垃圾短信关键字库和垃圾短信号码库的内容进行添

加、删除等修改设置。 

 垃圾短信防误判：过滤规则针对英文中存在某单词或缩写作为其他单词前 的现象,增加匹配条件,避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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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同时为防止系统因其他原因造成的误判，给用户带来不便，被过滤的短信并不直接删除，而是存储在垃

圾短信收件箱之中，用户可自行随其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2)来电防火墙： 

 黑名单号码呼叫拦截：系统根据来电黑名单的内容，通过匹配来电号码来判断此呼叫是否是垃圾呼叫，

若是则自动提示用户此呼叫为垃圾呼叫，并由用户决定下一步操作。 

 拦截来电的短信提醒：为防止其他正常用户应用黑名单中的号进行呼叫，被拦截而影响正常的通信 ，

我们在拦截来电后会向被拦截的号码发送一条短信进行确认，若为正常用户，可通过短信等方法通知系

统用户更改黑名单。 

 拦截记录可查、可删： 被拦截的号码将被记录在拦截记录当中，供系统用户查询，可对记录进行查询，

删除的操作。 

 短暂呼叫的拦截: 目前有一部分的呼叫通过极短的呼叫等待，造成未接来电现象，来诱使用户回拨。

对于此类号码，我们会将呼叫等待小3秒的呼叫视为垃圾呼叫，被将号码存入来电黑名单中。 

(3)信息加密系统： 

本作品通过构建独立于手机自带的短信系统的加密短信系统来实现短信在发送终端和发送过程中双重加解

密功能从而实现短信的安全性。 

● 启用本加密系统需要身份验证，为收件箱加密，实现了在发送终端的加密； 

● 对发送的信息进行DES加密和BASE64编码，实现了在发送过程的加密。 

(4)手机定位防盗系统： 

通过特殊的命令短信可向丢失的手机发起查询手机位置的请求，系统根据命令短信中的内容来进行查询者身

份的验证（防止非机主的他人获得手机终端的位置信息），通过验证后，系统将手机通过内置的GPS模块获得的位

置信息发送给查询请求者，从而实现对丢失手机的定位。本作品给定位系统加入了地图显示功能，通过这个功能，

可以较清晰的了解手机的具体位置。 

3.实验及结果 

 我们在Google公司官方提供的模拟器平台上进行了作品的实验测试，测试结果与我们 初的方案设计一致，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由于作品的功能较多较繁，限于篇幅，这里只对其进行简要的文字叙述，具体功能请看作品

的测试。三大功能测试的实验结果为： 

(1)短信/来电防火墙： 

短信过滤：设置过滤规则： 

输入要过滤的短信号码为 13520151300，13489665878；输入要过滤的短信内容为 ad。在输入过滤内容规则

时,系统会将近义内容自动添加到过滤内容规则中,比如输入 ad 时, advertisement，advertisements 都会

被加入过滤规则中。 

过滤：通过Emulator Control模拟向手机发送垃圾短信： 

 通过发信号码对短信进行过滤： 

 在 Incoming number 内填入符合过滤规则的号码（此处为 13520151300）；在 Message 处输入短信

内容（避免已设的过滤内容，以防止影响测试效果，此处为 hello!）； 

 实验结果：Android 模拟器中可看到提示语“You have got a junk message” ，该短信将被存

储在垃圾短信箱内，通过垃圾短信箱可查看该短信。 

 通过短信内容对短信进行过滤： 

 在 Incoming number 内填入发信号码（避免已设的过滤内容，以防止影响测试效果，此处为 1111）；

在 Message 处输入符合过滤规则的短信内容（此处为 It is a market H!）； 

 实验结果：Android 模拟器中可看到提示语“You have got a junk message”，同样该短信也将

被存储在垃圾短信箱内，通过垃圾短信箱可查看该短信。 

(2)来电拦截： 

 添加要拦截号码，设定要拦截的电话号码：13520151300，13456890678； 

 通过 Emulator Control 模拟向手机发起呼叫，在 Incoming number 内填入符合过滤规则的号码（此

处为 13520151300，已将 13520151300 添加至黑名单），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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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结果：系统会有提示语，静音。 

 将来电时长过短的来电号码加入黑名单： 

 在 Incoming number 内填入不在当前黑名单内的号码（此处为 12345），呼叫后立即点击 Hang Up

按钮挂断，时长控制在３秒内； 

 实验结果：12345 已被加入到黑名单。 

(3)短信加密： 

 输入登录密码： 

进入短信加密程序需输入登录密码，初始密码为 123456，系统验证登录密码正确后方可运行程序，

用户可自己设置密码； 

 发送加密短信： 

 在请输入号码处输入收信号码（此处为 1111），在请输入信息处输入信息内容（此处信息内容为

10：30pm）； 

 实验结果：通过手机本身的发件箱，能看到已发送的加密过的信息，在加密系统的发件箱中可查

看加密前的信息。 

 接收并解密加密信息:  

 通过 Emulator Control 中向 Android 模拟器发送一条加密过的短信（此处短信内容为刚才发送的

10：30pm 的密文）； 

 实验结果：通过加密系统的收件箱可以接收并解密加密过的信息（此处解密的信息内容为 10：

30pm）。 

(4)手机防盗定位系统： 

 设置找寻密码，将通过此密码来找寻手机，密码长度必须不小于六位，在输入密码处输入密码，

并在确认密码处再次输入以确认(此处设密码为 123456)，设置有效密码并确认成功后，系统将给

出提示（Password updated!）； 

 向丢失手机(Android 模拟器)发送手机位置找寻命令短信(内容为“GPSLOCATE：找寻密码”，此处

为“GPSLOCATE:123456”)； 

 丢失手机(Android 模拟器)在收到手机位置找寻命令短信，确认找回密码后，丢失手机会将其目

前的GPS坐标信息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发送手机位置找寻命令短信的手机（此处为13520151300）,

系统给以提示。 

 通过日志，我们可以看到目标手机回复的 GPS 坐标（此处为(37.422006,-122.084095)）； 

 手机定位测试（假定 Android 模拟器为接收包含丢失手机位置信息短信的手机）： 

 通 过 Emulator Control 向 Android 模 拟 器 发 送 包 含 丢 失 手 机 位 置 信 息 的 短 信 ( 此 处 为

（37.422006,-122.084095）)； 

 实验结果：点击 PhoneFinder 菜单中的显示地图按钮，通过接收到的位置信息短信，系统将丢失手机的位

置标记在地图上；点击地图中标示的地图位置可放大地图，获得更详细的位置信息。 

4.创新点总结 

我们完成的作品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短信过滤内容规则采用联想方法添加，方便有效。 

 在本作品中，过滤的短信内容关键字用户是可以自己设定的，短信防火墙的联想功能有效地， 大范围地

为用户设定相关的关键字，将同义词，近义词也设定为过滤内容， 大程度上为用户避免遭受垃圾短信的骚扰。 

(2)将呼叫时长列为判断是否为骚扰电话的因素，符合现在的新情况。 

来电防火墙具有识别和自动添加黑名单的功能，只要来电呼叫时间小于3秒，软件自动将其加入黑名单，同

时通知用户，这样用户就可以知道这个号码很可能是诈骗电话，为用户决定是否回拨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3)短信加密采用在信息发送端和发送过程中双重加密的方法，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安全性。 

本作品中的短信加密程序具有在发送端和发送过程进行双重加密的功能，普通人接收到的只是经过加密后的

乱码，得不到原始信息，只有输入密码才能进入解密后的信息收件箱。  

(4)将手机的 GPS 定位功能用于手机防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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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失手机的用户通过第三方的手机能通过手机的GPS定位功能将丢失手机的位置在Google Map上显示出来，

为用户提供了手机的准确位置，为找寻者提供了有效的依据，大大增加了手机找回的可能性。 

5.未来工作 

(1)完成在Google真机平台的测试： 

等待Google手机在中国大陆面市后，将我们开发的作品放到真机上测试，试验作品的性能，实用性，稳定性。 

(2)针对作品的不足继续完善作品和针对新的安全形势继续开发新的功能： 

 针对真机测试的情况来完善我们的作品，使其更加实用化。随着Android手机的逐步进入市场，新的手机病

毒和木马程序肯定会逐渐产生，我们认为提早做好防御工作是必要的，试图将潜在的安全威胁扼杀在萌芽阶段。

所以，我们未来工作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做好对可能出现的病毒的防御工作和对已经出现的病毒的查杀工作，

并建立病毒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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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防火墙一体化安全管理 

参赛队伍：范  超, 黄丹东, 康一鑫, 王友帮 

指导教师：曹利峰 

参赛高校：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目前，防火墙作为网络安全互连与接入的关键技术，已经成为区域边界安全防护以及

网络安全部署中必不可少的设备。其安全性不仅仅与实现技术有关，而且与防火墙访问控制

策略配置的全局性、安全性等人为管理因素有直接关系。例如防火墙策略配置不当，会导致

合法的用户不能接入、非法的用户访问未授权的资源等；策略的冲突也会导致防火墙性能低

下，甚至失去了安全防护的功能等。可见，对防火墙进行安全、有效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对比现有的防火墙管理的模式，即C/S（Client/Server，客户端/服务器）模式和B/S

（Browser/Server，浏览器/服务器）模式的优缺点，从方便管理员远程管理和适应大规模

网络管理的角度，项目组 终采用B/S模式。通过分析Linux下iptables防火墙的实现机制，

小组成员通过研究Web管理模型，采用LAMP+Ajax+Java+ext+https技术，运用代理转换技术，

实现了在网桥模式和路由模式下对iptables防火墙基于对象的一体化安全管理。 

1.相关工作 

经过对 Linux 防火墙和 web 安全管理技术的分析，项目组将项目分为两个模块： 应用代理子系统和管理子

系统。 

(1)应用代理子系统 

 对开源的 Linux 下 Iptables 防火墙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理论和代码分析的角度研究了实现桥式和路由

式防火墙一体化管理的可行性。   

 确定了管理子系统中 MySQL 数据库中所需各表和表中字段。 

 利用 C 语言将 web 数据转化为 Linux 可以识别的配置语言，实现对防火墙的管理。应用代理分为策略

转化模块和策略加载模块，对其分别进行编写。 

(2)管理子系统 

在实现管理子系统时，主要采用了 LAMP（Linux+Apache+MySQL+PHP）技术。项目组在 Linux 的基础上，安

装 XAMPP 集成包及数据库管理工具 PhpMyAdmin，利用网站开发工具制作 PHP 管理平台。 

 利用 SQL 语言在 MySQL 中创建数据库，然后进行 PHP 站点的建设工作。 

 网站的建设工作中有两个主要工作：对象的对应和范畴等级算法的实现。即首次将对象思想引入到防

火墙的管理中，创立了范畴等级算法来降低防火墙策略配置的错误率，提高管理平台的人性化和智能

化程度。 

 在实现安全管理的时候，项目利用 Apache 中的 SSL，采用 htpps 实现安全管理。 

(3)测试与应用 

测试平台是利用一个三端口的华信网关和小组成员笔记本电脑搭建的。 

 将代理程序和网站导入到网关中。 

 按照测试报告中各项功能，依次测试和调试。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在整个作品制作的过程中，主要研究 Linux 的 Iptables 防火墙、C/PHP 等语言、web 管理技术、XAMMP 和

https 技术等。其中研究的一些核心技术如下： 

(1)Linux 防火墙技术 

Linux 系统自带的 netfilter-iptables 防火墙，能够提供包过滤、状态检测、网络地址转换等功能。其提

供的 netfilter 框架使用户能够通过加载安全功能模块提高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另外,用户可以通过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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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供的 iptables 管理工具使用 iptables 命令对防火墙进行策略的配置和管理。 

(2)网桥式/路由式防火墙一体化管理 

通过对 Linux 下数据包处理框架 netfilter 的分析可知，不论在路由模式下还是在网桥模式下，网络数据

包都要经过 NF_IP_PRE_ROUTING 和 NF_IP_POST_ROUTING 这两个 HOOK 点。因此，项目组通过对这两个 HOOK 点

进行处理，使得管理系统同时支持网桥和路由两种模式。 

(3)基于对象的范畴等级算法 

本系统将抽象的地址信息与具体的对象对应，将网络划分为拥有不同安全等级的安全范畴，这属于一项新

增功能。不同安全范畴主要是基于网络接口和地址来划分，需要与用户相结合，策略也不再仅仅是内外网之间

的访问控制策略，不同安全范畴间的访问也需要制定相应策略。范畴等级算法，是指对范畴和等级进行比较，

能有效降低了策略配置的不合理性。 

(4)LAMP 技术 

LAMP 是基于 Linux，Apache，MySQL 和 PHP 的开放资源网络开发平台，常用来搭建动态网站或者服务器。

Linux 是开放系统；Apache 是 通用的网络服务器；MySQL 是带有网络管理附加工具的关系数据库；PHP 是流行

的对象脚本语言，它包含了其它多数语言的优秀特征，利用它使得网络开发更加有效、便捷。这些开源软件本

身都是各自独立的程序，但是因为常被放在一起使用，拥有了越来越高的集成度， 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 Web

应用程序平台。 

(5)HTTPS 技术 

通过 Apache 下 ssl_module 模块,用 Openssl 的密码算法库、SSL 协议库以及应用程序实现对 Web 服务、用

户及对象等提供证书服务，实现用户的安全访问。项目组通过自签名方式，实现了利用 https 远程安全访问 web

服务的技术。 

(6)web 管理系统的实现 

在 LAMP 平台下，项目组采用 Web 技术实现在路由模式和网桥模式下对防火墙以及强制访问控制等功能模块

的统一的可视化的管理和配置，系统引入基于对象的等级管理的设计思想，使得操作更加人性化和智能化。 

3.系统测试及结果 

依照需要测试的系统功能搭建了测试平台，本系统的测试包括页面录入测试和功能实现测试。 

(1)页面录入测试 

将管理平台网站上传到服务器，利用一台安装有证书的电脑作为管理用户，进行 https 登录测试、页面各

个部分录入的测试、页面正确显示测试、利用不同用户测试权限分离功能。 

具体测试过程参照测试报告，各项页面录入测试都达到预期目的，能够正确读写数据库，并将数据库中要

显示的内容正确显示。 

(2)功能实现测试 

在实验室中，利用一个装有完整系统（管理网站和应用代理程序的 Linux 服务器）的网关、交换机及多台

计算机组成的测试平台对系统的功能实现情况进行了测试。 

测试内容包括： 

 访问控制模块测试  通过网站配置多条不同类型访问控制策略并加载，利用 Linux 中 Iptables 观察策

略是否生效。 

 外网 SNAT 模块测试 通过网站配置静态 NAT、动态 NAT、PAT 的相应策略，利用抓包工具测试地址转换

功能是否实现。  

 内网 SNAT 模块测试 通过网站配置静态 NAT、动态 NAT、PAT 的相应策略，利用抓包工具测试地址转换

功能是否实现。 

 DNAT 模块测试  通过网站将服务地址映射为相应的对象和端口，利用抓包工具测试地址转换功能是否

实现。 

 基于接口的分域访控测试  通过网站访问控制模块制定安全域对象之间的访问控制策略并加载，利用

各个安全域内计算机的 Ping 命令测试功能是否实现。 

 安全属性测试  测试网站在利用各个具有安全级的对象进行策略配置的过程中，范畴等级算法是否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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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测试内容的具体过程请参照测试报告，系统功能全部实现，达到预期目的。 

4.创新点总结 

项目组在整个作品制作过程中，将一些新的技术和思想引入到了防火墙管理中： 

 提出基于网络接口的分域防控机制，将信息系统划分为多个具有安全级的区域，比如敏感区、安全管

理区、公开区等，针对不同的安全区域，实施相应的接口安全转换策略。 

 提出基于对象的策略管理技术，将信息系统中的用户、主机、地址、地址范围、网段、服务、地址组、

用户组、服务组等资源定义为可标识的对象，实施基于对象的策略管理，不仅实现了策略管理的透明

性，而且也能够提供用户级的安全审计。 

 采用等级保护的思想，将信息系统中的对象赋以安全等级，不仅能够有效地限制用户的非授权访问，

而且通过范畴等级算法，能够有效地防止策略配置的不合理性。 

 实现组/域策略管理机制，将用户、地址、服务、网络接口等资源划分成组，完成对同一域内所有对象

的统一配置。 

 提出权限分离的管理思想，将管理权限进行有效分离，限制一个管理人员对系统的完全管理，有效地

解决了防火墙管理的安全问题。 

 实现网桥式和路由式防火墙的统一管理。 

5.未来工作 

项目组下一步将会对系统进行丰富和完善，包括实现基于对象的安全审计机制，监控策略的配置分析结果，

提升系统稳定性并实时系统异常报警提示和对网站进行优化升级，使其操作更加人性化合智能化，使 Linux 防

火墙一体化安全管理系统具有更强的实用性，将其推向市场为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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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服务器实时安全防护系统 

参赛队伍：徐鑫, 齐鹏, 黄正, 吴挺智 

指导教师：李隐峰 

参赛高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随着机构的计算及业务资源逐渐向其数据中心高度集中，Web平台越来越多地承载了各

类机构的核心业务，如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运营商的增值业务等。同时随着各种黑客技术

的不断发展，攻击手段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然而网站管理者和开发者的安全意识却仍普

遍较低， 因此Web平台风险一直高居不下。全球 具权威的IT研究与顾问咨询公司高德

纳（Gartner）的数据表明，当前网络上75%的攻击是针对Web应用的。Web攻击可能导致网

站遭受声誉损失、经济损失，甚至产生政治影响。如何缓解Web平台存在的各类安全威胁，

高效保障Web应用的可用性和可靠性，是管理者和开发者面临的巨大挑战。SmartWSF（Smart 

Web Security Firewall）实时安全防护系统具备业界领先的Web应用攻击防护能力，其设计

旨在预先对Web服务器入侵活动和攻击性网络流量进行拦截，能够有效识别并且阻止日益盛

行的WEB应用黑客攻击（如SQL注入、跨站脚本攻击、HPP攻击、敏感信息刺探、网站插挂马

等），有效降低服务器安全风险。同时，SmartWSF集成了Web目录NTFS权限设置、脚本执行权

限设置、提权漏洞修复、文件防篡改等诸多实用且具有创新性的功能。独创输入端检测SQL

注入和服务端HPP攻击，输出端检测XSS（Cross Site Script）攻击和客户端HPP（HTTP 

Parameter Pollution）攻击，可以 大限度的保护了服务器和网站用户的安全。本系统的

主要功能如图1： 

 

1.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输入和输出端双向防护机制(如图2) 

 防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的HPP攻击 

 基于特征码的脚本木马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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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文件实时监控防篡改 

 服务器目录NTFS权限设置 

 WEB目录脚本执行权限设置 

 日志备份与日志分析功能 

 已知风险漏洞的扫描与修复 

 短信报警，短信猫接口的实现 

2.实验及测试结果 

实验： 

搭建WINDOWS 2003/IIS6/ASP/MSSQL 2000的测试环境，模拟黑客攻击，对有无安装部署本安全防护系统的Web

服务器进行两次渗透测试，比较测试结果。 

(1)WEB实时保护模块测试结果如下： 

（详见作品报告，下同） 

 防范注入攻击，测试成功阻挡攻击 

 防范 XSS攻击，测试成功阻挡攻击 

 防范 HPP攻击，测试成功阻挡攻击 

 防范探测扫描，测试成功阻挡攻击 

 防范文件篡改，测试成功阻挡攻击 

(2)服务器安全控制模块测试结果如下： 

 目录权限设置，测试成功设置 

 提权漏洞修复，测试成功修复 

 脚本木马扫描，测试成功查杀 

 短信报警功能，测试成功接收 

(3)日志保护与分析模块测试结果如下： 

 日志备份功能，测试备份成功 

 日志分析功能，测试具备分析功能 

3.同类程序功能对比 

在开发SmartWSF的时候，我们参考了几款国内应用的比较广泛的安全防护系统。以下是功能对比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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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对比表 

 
IISUTM 威盾 智创 网警 龙盾 风讯 SmartWSF

防注入攻击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防XSS攻击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防HPP攻击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防探测扫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提权漏洞修复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服务器安全设置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日志备份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日志分析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短信报警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由对比表格可见，SmartWSF的功能远比市面上常见的IIS防火墙的功能全面，对服务器的保护能力更强，它

有效地弥补了其它的IIS防火墙的不足。 

4.创新点总结 

本系统相对于市面上其他 WEB 层面的安全防御系统有以下创新点： 

(1)防范新型 WEB 攻击模式 HPP(HTTP Parameter Pollution)。 

HPP 攻击是一种利用脚本程序的参数复用来达到攻击目的攻击技术，它甚至可以通过参数复用达到绕过 WAF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WEB 应用防火墙）的目的。而本系统通过 ISAPI 在输入和输出端将有害的 HPP

攻击代码所用到的复用参数代码过滤掉，从而达到防御该新型 WEB 攻击漏洞的作用。 

(2)完善的输入验证、输出过滤机制。 

现在市面上的 IDS 和防火墙都是基于黑名单的输入数据的检测，也就是把用户的输入数据用匹配规则过滤，

结果仍然问题不断。即使保证了黑客递交的单个数据，也仍然不能保证输出给用户的数据是 100%安全的。输出

检查能过滤 终给用户的数据,可以保证没有 XSS 或其它有害代码，杜绝类似于 XSS 拆分攻击这类难以防范的安

全威胁。本安全防护系统是基于黑名单的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的设计思想，在输入数据端过滤了注入攻击和服

务器端 HPP 攻击，这样保证了网站的安全，在输出数据端过滤 XSS 和客户端 HPP 攻击，这样保证了访问网站的

用户安全。 

(3)识别 WEB 风险评估工具，阻挡恶意扫描。 

本系统能识别如 WVS,JSKY,APPSCAN 等各种 WEB 爬行探测程序，只允许正常的搜索引擎爬虫进入，抵御黑客爬

行程序于门外，防止链接的非授权访问，有效减少敏感信息泄漏，同时也杜绝了多线程扫描器对服务器资源的

浪费。 

(4)短信报警，保证 WEB 应用的连续性。 

SmartWSF 实时安全防护系统如发现服务器断网或者有严重的安全问题时，立即通过短信模块发送手机短信通

知网站管理员。为管理员实时了解服务器运行状况提供了方便。 

(5)文件篡改保护，维持 WEB 应用安全性和完整性。 

一直以来，网页挂马和脚本木马对网站的威胁很大，而且难于被发现，是管理员很头疼的问题。而本系统开

发了文件防篡改功能，如果网站中出现了危险代码，监控程序会自动将代码删除，从而杜绝了网页挂马和脚本

木马，保证了服务器的安全运行。 

(6)独创便捷设置 WEB 目录各种权限。 

如果服务器没有设置 WEB 目录 NTFS 权限和脚本执行权限，将留下极大的安全隐患。本系统通过向导模式，方

便管理员快捷地设定 NTFS 目录和脚本执行权限，给予 IIS 运行所需要的 小权限，从而达到 大的安全。 

(7)扫描并修复存在的风险漏洞。 

本系统自动扫描危险的 MSSQL 存储过程等经常被黑客利用的提权漏洞，并且支持选择性修复漏洞，防止入侵

者在得到 WEB 权限后进行提升权限。 

(8)自动日志备份，防止日志丢失。 

软 件 名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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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日志备份功能可以实时备份服务器日志到硬盘上的某预先设定的位置，这样就防止入侵者在入侵后对日

志的修改删除以及替换，从而保证了管理员在服务器被入侵后对入侵行为的取证。 

(9)日志分析，辅助查找 WEB 风险漏洞。 

日志分析功能提供给管理员方便快捷的日志分析，方便管理员迅速找出入侵细节，及时修补WEB层面的注入等

漏洞。 

5.未来工作 

 支持HTTPS，实现对高安全要求WEB应用系统的实时防护功能。 

 支持多种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Linux、Unix 等多种操作系统。 

 通过 NDIS 中间层，增加对 Apache、Tomcat、WebSphere 等的支持，实现了服务无关性。 

 开发自动升级功能，实时更新主程序以及规则库，防范新攻击方式。 

 支持备份IIS日志至指定服务器，进一步完善日志保护与分析功能。 

参考文献 

[1] 绿盟WEB应用防火墙产品白皮书，http://www.nsfocus.com/1_solution/1_2_8.html 
[2] 普端萨姆.《 Internet安全与防火墙》. 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04.6 

[3] Jack Koziol.《Snort入侵检测实用解决方案》. 机械工业出版社 . 2005.1 

[4] Wenke Lee.《Recent advances in intrusion detection》. Springer . 2007.2 

[5] 《Web Attacks Using HTTP Parameter Pollution》.  

[6]《HTTP Parameter Pollution (HPP) 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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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点登录系统 

参赛队伍：章小路, 李文军, 李晓宇, 张典 

指导教师：崔竞松 

参赛高校：武汉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目前许多人在网上都不会只有一个账号和口令，比如邮箱可能就有好几个，再加上论

坛等等注册的账号，对于这些繁杂的账号的口令有两种处理方法：1、把账号的口令设置成

相同，这样可以大大的减少记忆的工作量，方便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安全性却很低，

一旦某一个账号的口令被盗，其他的账号也就不攻自破了。2、账号的口令设置成不同，这

样可以大大的增加安全性，即使用户某个账号和口令被盗，也不会危及到其他的账号，但

是却十分不方便，用户需要记忆的工作量就大大增加。这两种方案只能顾此失彼，有没有

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方法呢？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实现即保证用户口令的安全性，又能减

轻用户的记忆负担，我们便设计了本作品：单点登录系统。在网上存在两种与我们系统相

关的产品：一种是与我们系统同名的单点登录系统（Single Sign On），简称为 SSO，是目

前比较流行的企业业务整合的解决方案之一。SSO 的定义是在多个应用系统中，用户只需要

登录一次就可以访问所有相互信任的应用系统。另一种是与我们系统功能类似的系统，如

无忧登录。但传统的类似软件基本上都是先将用户的 web 账号和 web 口令存储在本地硬盘，

需要时从硬盘中读取，不管加密措施是多么的完善，口令只要存储就存在被盗取的风险。

我们的功能精简为四个字---安全方便。为了实现安全，我们在本地硬盘是不会存储 web 口

令的，而且，虽然我们的系统很方便，但是不同的 web 账号将使用不同的 web 口令。这两

点正是我们系统的特性。由于我们的系统不存储 web 口令，登录所需的口令均是“按需索

取”，即当用户登录网站需要口令时，这个口令是临时生成的，而不是从存储介质上读取的。

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口令被盗取，被破译的可能性，安全性得到了保证。 

1.相关工作 

(1)前期工作 

 查阅相关资料并开会讨论，了解作品原理，确立系统初步方案。 

 针对此方案，查找系统的缺陷和存在的问题，然后再设法解决这些问题，以此来改良系统方案。 

 对系统功能进行可行性分析，确保技术上的实现可行性。 

 解决技术细节问题。 

(2)中期工作 

 编程实现前期确定的系统方案。 

 编写相关文档。 

(3)后期工作 

 进行系统测试，修正系统 bug。 

 对系统继续进行考察，寻找存在的问题，并设法解决，进一步改良系统。 

 针对系统的进一步改良再次测试，并做进一步考察，这个过程需要多次往复。 

 完善相关文档，并完成系统测试报告。 

3.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1) 作品原理简介 

如1.3中所描述的，我们的单点登录系统 大的特色就在于不存储登录时所需要的web口令，所需要的web

口令都是登录时临时生成的。 

基本原理：用户只需记住一个系统口令，这个口令是用来登录本系统的。用户通过输入系统账号和系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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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而登录本系统，然后打开IE浏览器并输入某一页面网址（URL）（比如登录新浪邮箱的网址www.sina.com.cn），

这时系统会弹出用户在该网站的所有已经注册存在的web账号供用户选择，一旦用户选择其中之一，这时登录该

账号所需的口令由系统通过安全哈希函数（SHA1）临时计算生成，这个口令我们称之为web口令。而系统口令，

URL以及web账号就是SHA1的参数，生成web口令的过程可以用下式表示： 

web口令=SHA1(系统口令，网站URL，web账号) 

这里我们用到了几个名词：web口令，web账号，系统口令，系统账号。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它们的区别，

以免混淆。登录我们的系统需要账号和口令，而登录网站上的邮箱博客论坛等也需要相应的账号和口令，对此

必须加以区分。web账号和web口令是指登录网站所需的账号和口令，比如登录新浪邮箱的账号xxx@sina.com.cn

即是web账号，该账号对应的口令即是web口令，而这个web口令正是我们系统需要在用户登录时临时生成的。相

对而言，系统账号和系统口令则是指登录我们系统需要输入的账号和口令。在本系统中，系统口令和web口令都

不在本地硬盘存储。 

由于SHA1的特性，对于不同的输入参数，哈希生成的口令会不相同，即不同的web账号生成不同的web口令，

而用户却不需要记忆这些口令（因为是系统自动生成的)，用户唯一需要记住的只是登录本系统所需的系统账号

和系统口令。在网站上登录所需要的web口令是由系统自动生成并填写的，一旦使用了本系统用户在登录时只需

点击几下鼠标即可完成登录，即实现了“单点登录”。同时，即使用户的某一web口令被截获，也很难由这个口

令去推算出作为SHA1输入参数的系统口令。某一web口令被盗并不会牵连到其他的web口令，用户只需更改个别

被盗的web口令即可，安全性大大提高。 

(2) 作品功能简介 

由上述原理可知，本作品的核心功能就是“单点登录”，用户只需要记住自己的系统口令，大大减轻了记忆

负担，web口令自动由系统生成填写，实现单点登录，且基于web口令生成方式，又能保证口令的安全。 

而为了满足实际应用需要，系统还提供许多扩展功能，简单概括如下（详细描述参见竞赛作品报告）： 

 web口令查询，包括在线查询和本地客户端查询。 

 web口令的更改。 

 支持同一web账号对应多个登录页面（如mail.sina.com.cn和mail.sina.com均可登录新浪邮箱）。 

 增加了诸如注销，用户身份双重验证，系统信息完整性校验等安全机制。 

3 实验及结果 
(1)测试方案 

假设用户在使用本系统前已经存在很多现有的 web 账号。模拟用户正确使用本系统的过程。 
(2)测试环境搭建：搭建网络，能接入 Internet。 
(3)测试设备：一台服务器，两台客户机，其中一台装有本系统的客户端，另一台没有安装客户端。 

(4)测试数据：用户登录系统的系统账号 dddl，系统口令 dddl，新浪通行证账号为 dddldemo。 

(5)结果分析：经过实验与测试，本系统能够实现既定的“单点登录”功能，即用户需要登录时系统自动生

成 web 口令并填入相应的口令框，用户只需单击“登录”按钮即可完成登录。同时，系统也实现了上述的扩展

功能，以满足应用需求。 

4.创新点总结 

传统的类似软件都是通过在本地存储口令，需要时读取这种机制来工作的。这样的好处是原理简单，实现

方便，但口令只要存储就存在安全隐患，存在被窃取的可能。为了尽可能提高安全性，必须对口令施加各种复

杂的加密算法，这样一来反而会大大增加复杂性且未必就能够保证口令的绝对安全。 

相较之下，我们的系统可以说是巧妙的回避了这个问题，另辟蹊径，采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来实现

系统功能。口令既然存储就不可能安全，那么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个安全隐患的方法就是不存储口令，而不是设

计各种复杂的加密算法。 

所以本系统 大的创新点即是口令不存储，系统自动生成 web 口令。同时由于口令的生成机制，安全性与

方便性得到了兼顾。 

5.未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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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系统和起初相比已有了很好的改进和完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找到

了解决方案，但是由于工作量的关系，没有在现阶段完成，所以未来我们的工作就是继续改良系统，解决系统

存在的问题，使得系统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1] 百度百科：BHO. 

[2] 百度百科：内存映射. 

[3] 百度百科：单点登录系统. 

[4] jackiechen01. C#BHO技术. CSDN 社区.  

[5] 百度百科：SHA1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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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分布式容灾存储系统 

参赛队伍：张寅, 赖龙彬, 许亚堃, 张武 

指导教师：李祥学 

参赛高校：上海交通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容灾备份在当前是比较前沿的研究课题。容灾备份（Disater Recovery），指自然或

人为灾害后，重新启用信息系统的数据、硬件及软件设备，恢复正常商业运作的过程。然

而目前比较流行的容灾备份方案，其高昂代价往往让中小型企业望而却步。本作品正是鉴

于容灾备份的高成本，利用现在发展迅速的网络存储技术，提出了一种可降低成本的更加

大众化的容灾备份方案，该方案创新性地综合了云存储（Cloud Storage and Computing），

纠删码（Erasive Coding），AES 加密技术以及 SMB 共享技术，充分利用云存储的异地分布

式存储和可控高效可扩展的数据存储能力，纠删码的容错恢复能力，AES 加密技术对于数据

存储的保密性保障以及 SMB 共享技术所带来的便捷的系统部署，在尽可能地提高容灾备份

性能的同时，达到保证数据安全、降低备份成本的目标。这样的容灾备份系统，尤其适合

于目前顺应本国经济高速发展而逐渐涌现的各类的中小型企业。 

1.相关工作 

(1)市场调研 

    本灾备方案正是面向国内中小型企业，为了了解国内灾备的市场需求[1]，我们计划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

从周边的一些中小型企业了解一些国内目前的灾备部署情况。调研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对容灾备份的认识. 

 企业进行容灾备份的主要原因. 

 容灾备份的方案评估. 

 中小型企业在容灾备份方面可能的大致投入. 

 对容灾备份性能指标的总体评估. 

 
图1 系统结构 

(2)系统方案 

  本备份方案构建灵活，整个灾备系统只包含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 

 客户端系统； 

 编解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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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存储服务系统； 

如图1所示，客户端和专用编解码系统是整个系统面向企业的部分, 编解码系统主要完成对客户端数据的编

解码以及充当客户端与云存储服务端的交互桥梁，是本系统 核心的部分——云存储服务系统是本灾备方案的主

要存储媒介。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通过上面描述了整体系统方案和系统整体架构，下面将通过对客户端系统、编解码系统和云存储服务系统的

实现细节和运用的相关技术，阐明本灾备系统的大体研究的内容。 

(1)客户端系统 

SMB是一个客户/服务器的请求响应协议。SMB的客户端软件使用各种操作系统上的SMB客户端软件，可以实现

良好的兼容性，但是现有的SMB协议无法满足本项目的实际需求，事实上需要在现有的协议基础上做较大的改进，

短期内无法实现，所以这部分内容将在未来的后续工作中予以进一步的分析和实现。 

(2)编解码系统 

编解码系统是本项目中间构件，是客户端和服务段交互的桥梁。本项目采用纠删码实现数据的冗余分割，

纠删码是这样一种编码方式——对于均匀分块为n的原始数据进行编码可以获得总共n+k个大小相同的数据块，

从这 n+k 个数据块中任取 n 块，都可以恢复出原来的数据，从而能够实现数据容错恢复
[1]
。采用纠删码可以在

相同的容错条件下，实现冗余数据量的 小化，这是节约备份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RS 编码是目前 容易实现

也是应用 为广泛的纠删码，本项目正是基于 RS 编码实现了编解码系统。
[2] 

(3)云存储服务系统 

云存储是一种伴随着云计算而蓬勃发展的新型存储服务
[3]
，其优势在于： 

 云架构使得存储服务扩展性极强，在客户看来更无异于一个超级庞大的存储空间，可以为用户提供任

何形式的存储服务； 

 云存储强大的分布式存储能力，以及特有的数据冗余处理，是本系统超强容灾能力的强力后盾； 

 “云”实现了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提高了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在现今资源紧缺的大环境下，云存储

无疑是“绿色存储”的先行者； 

 虚拟化技术使得“云”的管理非常方便，统一的存储管理可以大大节约管理成本，从人力和物力等各

个方面保证了资源的 优管理和利用；
 
 

Amazon S3 是目前业内 成熟的云存储服务之一，并且 S3 拥有非常完整的行业规范、开发接口和开发文档，

从而 S3 成为本系统云存储服务的首选。本系统演示模型则利用 Eucalyptus，Eucalyptus 与 Amazon EC2 和 S3

接口兼容，是研究和讨论云计算和云存储必不可少的平台。 

3.实验及结果 

本实验事实上就是对编解码算法的性能测试，然后再针对整个灾备方案的性能进行评估。 

    从S，n，m（包括数据大小S，原始分块数n，冗余块数m）对于编码特性的影响，可以总结成以下三条规律： 

 S对于编码特性的影响是线性增长的，但是只要选择合适的冗余块数，对比有相同容错能力的传统的完

全备份方式而言，编码方式的性能就比较突出； 

 原始分块数n对于编码特性的影响也比较显著，但是从整体上看来，n的增大对于网路传输和磁盘操作的

改善程度能全面屏蔽其纯粹编码性能的影响，于是n的增大对整个容灾备份系统利胜于弊。考虑到编码

主机的处理能力和远程存储服务器都是有限的，n的增加必须确保上述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冗余块数m的增加对于编码特性的影响要复杂得多，总体看来m的增大使得编码性能急剧下降，但是却对

数据的可靠存储提供了更强有力的保障，对m的取舍取决于用户的具体需求。 

4.创新点总结 

 特定的需求群体：本系统面向中国中小型企业，立足点在于中国今年飞速发展的经济环境。随着中国

经济的发展，容灾备份会成为越来越多中小型企业的选择，以此为基，本系统通过降低成本将会吸引

更多的这类型企业部署灾备系统，从而提高本国经济的总体灾备能力； 

 成熟的理论基础：纠删码就发展历史而言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套编码体系。其背后是完善的近世代数



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获奖作品集 

第 116 页 共 297 页 

体系和许多数学家和信息学学者数十年的研究成果。RS码，作为纠删码中 具代表性的编码方式，在

信息工程应用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它更加完备； 

 高新技术支持：云存储作为目前新兴的存储服务，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存储扩展能力和分布式存

储能力，将伴随着“云”的发展带来IT产业的重要变革。而云存储这些独一无二的特性，正是本系统

得以高效运作和节约成本的有力保障。 

5.未来工作 

 本项目目前只是实现了一个原型系统，未来的工作还很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客户端系统的全面完善：为了给客户方便快捷的使用环境，我们将构想局域网内SMB协议的实现。传统

的SMB协议的实现基于局域网内的主机之间共享主机上实际存在的资源。而本系统在实现上资源是不存

在于本地的，这就导致了和传统SMB的差异之处，修改现有的SMB协议以满足客户端系统的实现需求是未

来工作的重要内容。 

 增加多用户支持：本系统目前只实现了针对单一用户单一备份进程的服务需求，一旦客户端实现多用户

共享备份，那么单一进程显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备份需求，从而多线程编码备份，甚至是分布式集群式的

编解码系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编码算法的优化：事实上，此次原型实现的RS编码时间复杂度达到了O(n
2
)，并非 优，采用LDPC等高

性能纠删码可以达到线性复杂度，性能可以翻倍，甚至编码可以采用硬件实现，性能可以进一步提升。 

 系统方案的推广：本系统在未来的工作安排中 重要的就是系统方案的推广，能够胜任国内中小型企业

广泛的灾备需求是本项目的 终目的，也是我们的良好愿望。 

参考文献 

[1]万武南，分布式安全存储系统纠删码技术的研究[D]，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4). 

[2] J. Plank，Y. Ding. Note: Correction to the 1997 tutorial on Reed-Solomon.coding. Software & 

Practice Experience，35(2):189-194，February 2005. 

[3] Prabhakar Chaganti，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S3 )在云中存储数据，IBM，DevelopWorks，

2009年4月27日. 

 

 

 



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获奖作品集 

第 117 页 共 297 页 

反钓鱼网站（反钓鱼精灵） 

参赛队伍：蒋书琴, 陈申, 劳麒环 

指导教师：姚罡 

参赛高校：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网络钓鱼”利用欺骗性的电子邮件或伪造的互联网站进行诈骗活动，获得受骗者

相关账户密码或银行卡密码进而窃取资金或其他敏感信息。防范网络钓鱼，重点在于提高

用户安全意识，通过在浏览器醒目位置提醒用户不要进入一些不良网站，提示不要随意在

网页上输入自己的账户密码或银行密码，以避免造成经济损失。本文提出的反钓鱼技术是

在对钓鱼网站的相关特征以及其进行诈骗所运用的手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在 IE

（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中嵌入一个插件（BHO，Browser Help Objects）作为入口

点，把用户在浏览网页时所触发的事件返回给主程序，以此判断用户浏览网页是否为钓鱼

网页，给用户一个实时的提示信息。就“标题过滤”这一普遍使用的技术而言，本文提出

的反钓鱼技术特点在于使用了图象识别的新技术以及提出了智能识别页面的创新设想，智

能的学习、更新数据库。另一发展趋势是未来软硬件对资源的需求已不再是问题，而一款

提供安全的，友好的反钓鱼软件才是用户所追求的，该反钓鱼系统经过完善、优化后所占

用的资源大大减少。 

关键词：网络钓鱼，骗取，IE，反钓鱼，图像识别，智能 

1.相关工作 

反钓鱼精灵的主要功能是在用户浏览网页时，对网页过滤筛选，然后判断其是否为钓鱼网，并给出相应的

警告消息。为提高用户访问站点的速度，该反钓鱼系统的功能模块分别驻留在服务器和客户端（本地主机）。 

客户端通过在IE浏览器中嵌入插件BHO（Browser Help Objects，用于微软IE网页浏览器的一个插件），在

浏览网页时截取其网址URL，域名domain，标题title和关键字信息，而域名domain和标题title则与BHO链接的数

据库进行第一步 为敏感的对比，域名和标题一致，则为合法，否则为钓鱼，并将判断结果返回给客户端主程序。 

BHO检索失败时，将域名domain，网址URL和关键字信息提交到客户端主程序，这些信息按顺序依次与客户端

链接的数据库进行比较。域名和URL检索成功则为合法，关键字检索成功则为钓鱼。 

客户端检索不成功时，将域名domain，网址URL传送到服务器，检索白名单数据库是否存在可以匹配的信息。

检索成功，则判为合法网页，并将域名信息更新到客户端数据库。检索失败，服务器则将域名发送到备案中心查

询其是否备案，有无备案号，有备案号则返回给客户端主程序合法，并将该域名更新到服务器白名单数据库和客

户端数据库，无备案号则进行 后一步检测——图像特征识别。 

加载URL对应页面，截图并计算特征值，与服务器上的敏感图库比较得出相似度。相似度足够大时，再将它

们对应的URL再进行一次比较，URL一样则是合法的，并将URL信息更新到服务端数据库和客户端数据库，不一

样则是钓鱼，返回判断结果给客户端主程序。 

2.研究内容 

(1)网页输入框检查 

用户浏览网页时 BHO 针对有无输入框的网页进行过滤，即通过嵌入在 IE 中的 BHO 插件，获取到页面是否存

在 INPUT 信息，然后只将那些有输入框的页面提取并对其进行分析，而对那些没有任何输入框的网页，系统会

把它们过滤掉。 

(2)域名和标题匹配检查 

针对提取到的那些有输入框的页面，系统先进行第一步 为敏感的对比，通过 BHO 来提供网页的域名 domain

和的标题 title，可以跟 BHO 中链接一个小型的 XML 数据库中的作对比，判断其是否一致，这样，一旦发现不

能匹配的，系统就会实时的给用户一个警告。这个小型的数据库用以存放知名网站（容易被钓鱼者利用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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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银行，淘宝等）的域名 domain 和标题 title，作为一个对比对象。 

(3)黑白名单匹配检查 

若在 BHO 中没有检索到用来对比的信息（域名 domain 和网址 URL），将被送至客户端主程序进行更深一步的

查找处理，为此在数据库中预设了一个白名单和黑名单，白名单保存着更多合法网站的网址 URL，域名 domain。

在匹配的过程中，先检索黑名单中被用户自定义禁止访问的站点是否匹配，然后再检索白名单。该数据库也可

根据用户需要，自定义添加和删除数据项。 

(4)域名备案查询 

如果在客户端数据库的黑白名单中都检索不到域名可以匹配的话，则需要经过下一轮处理，即通过将该网

页所在的域名发送服务器，服务器接收并将该域名信息传送至域名备案中心进行查询，然后将查询结果（有无

注册，有无备案号）返回至本地主机，判断该网页是否合法，并及时确认消息。 

(5)图像特征识别 

在客户端黑白名单中也没有找到匹配的网址 URL 时，把该网址传送至服务器，对该加载后的网页截图，计

算其特征值，并与数据库中现存的知名网站的账号密码输入时的网页图片特征值作对比，通过两张图片的相似

度以及其域名是否一致来判断该网页是否为钓鱼网页。 

3.主要功能测试及结果 

测试项 测试方式 测试结果 

BHO 对钓鱼网页的检测 

参照 BHO 敏感数据库，构建一个标题与数据库

中标题一致的页面，用本地 IIS 搭建（以使其

URL 不一致）,本地浏览 

当打开该页面时，弹出“该网站是

钓鱼网站”的警示信息 

对域名白名单的检测 浏览域名在“受信任域名”中存在的相关页面 软件不做处理和提示 

对地址白名单的检测 浏览地址在“受信任地址”中存在的相关页面 软件不做处理和提示 

对地址关键字的检测 
在 IIS 中搭建一个名称含有“地址关键字列表”

中数据的页面，本地浏览。 

弹出“该网站地址含有关键信息，

有可能是钓鱼网站”的警示信息 

对标题关键字的检测 
在 IIS 中搭建一个标题含有“标题关键字列表”

中数据的页面，本地浏览。 

弹出“该网站标题含有关键信息，

有可能是钓鱼网站”的警示信息 

图像特征值相似检测 
在 IIS 中搭建仿冒某合法网站（安全敏感站点

中存在的）的页面，本地浏览。 

能够根据图像特征值的相似度检测

其是否仿冒，并警告用户，提示“该

网站是仿造**的钓鱼网站，您要浏

览的应该是***”的安全提示信息 

4.创新点总结 

(1) BHO 技术 

BHO 作为 IE 进程中的服务启动，可控制并收到来自 IE 浏览器的事件，且由于它的占用空间小，运行速度快，

让用户得到 直接、 快速的第一步安全防范。 

(2) 自定义黑白名单 

除了在黑白名单中预设网址，还可允许用户自定义的添加用户觉得合法的站点以及用户想禁止访问的站点，

使用起来更方便、快捷。 

(3) 域名备案查询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钓鱼网站一般都不会注册备案信息，这也是钓鱼网站存活时间短的原因之一，所以域

名备案信息查询也是反钓鱼的一种有利手段。 

(4) 图像特征识别技术 

为达到诱骗的目的，很多钓鱼网制作得跟真正的网上银行、证券交易平台等合法网站惊人的相似，而图像

识别就能很好的解决，一方面提高钓鱼网检测效率，另一方面使得本反钓鱼系统更完善，减小了监控时出现误

判和漏判的概率。 

(5)软件自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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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客户浏览到客户端未存在的网页识别信息，经过传递到服务端判断、识别后反馈的信息会更新到客户端

数据库，当再次浏览时无须再做判断、识别，大大减少资源的消耗，同时提高更新效率。 

(6) 三层架构检测 

按照 BHO—>客户端—>服务器逐层递进思想，检测操作更有效，更科学。 

5.未来工作 

针对该软件的仍存在的缺陷提出以下几点可行性展望： 

 不仅仅局限于 IE 浏览器，做到其它浏览器也能兼容； 

 智能识别：对页面中文字信息提取（不局限于文本），还能对颜色识别以及轮廓的识别判断图片中的文字；

根据文字信息所在位置的距离、形状、大小、等距等属性对文字智能组合，判别组合后的文字；对页面图

形提取，主要针对 LOGO 和整体网页效果；通过与数据库（好比智能的记忆大脑）进行对比识别，得出与浏

览者一致的意识（该网站是某网的意念）； 

 检查站点时，根据实时评估将所站点分类，如分为色情、赌博、间谍软件或是其他可能危险网站，另外在

反钓鱼网页的同时，实现反色情，反带毒网页，反恶意广告，反反动网站，反暴力网站，反不良黑客等功

能； 

 实现软件测试，在浏览器醒目位置提醒用户升级到 新版本，若用户使用的是旧版浏览器并错过了补丁，

也不妨询问用户是否需要自动装上安全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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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辅助的入侵检测防火墙联动系统 

参赛队伍：张文喆, 叶永凯, 黄鹏程, 欧洋 

指导教师：龙军 

参赛高校：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结构日趋复杂，攻击手段越来越多样化，传统防火墙和入

侵检测均存在不足。其中比较重要的两点为：(1)当前的入侵检测系统对于较为复杂的攻击

缺乏有效的应对和阻断能力，而防火墙则缺乏针对各种攻击的灵活的过滤策略。(2)当前主

要的IDS对攻击的判断严重依赖于专家制定的规则，维护和更新规则的成本高，由于人的因

素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也较大。为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开发了机器学习辅助的入侵检测-防火

墙联动系统。这一系统能够：(1)使入侵检测系统与防火墙进行联动，从而使入侵检测系统

与防火墙达到互补，利用IDS的入侵检测能力，动态实时地通知防火墙，对各种入侵进行主

动地阻断。(2)使用机器学习技术对入侵检测-防火墙联动系统进行辅助。通过机器学习技术，

一方面可以自动地对攻击的历史数据进行学习，从而形成入侵检测的知识，以弥补现有入侵

检测规则生成成本过高的不足；另一方面，得到的入侵检测知识具有统计特性，可以尽量减

小错误发生的概率，弥补人类专家容易出错的不足。 

1.相关工作 

目前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IDS和防火墙联动方式主要分为两大类： 

 紧密集成型：把两个产品集成到一起，所有通过这个平台的数据不仅要通过防火墙的检验，还要

通过 IDS 的检验判断是否有攻击性。一种方案就是把 IDS 嵌到防火墙中去，IDS 从防火墙那取得数

据包来检查。但是，由于 IDS 和防火墙都是比较庞大的系统，所以这种方式集成难度大，集成后

性能也会有很大的影响。但目前这种方法只是提出了思路，并没有成熟的产品。 

 通过开放接口实现联动：即防火墙和IDS开放一个接口供对方调用，按照一定协议进行通信，传输

警报。这种方式比较灵活，防火墙可以行使它的第一层防御功能——访问控制；IDS可以行使它的

第二层防御功能——检测入侵。此外，开放接口这种方式不影响防火墙和IDS产品的性能，但是，

由于是两个系统配合，所以要重点考虑IDS和防火墙联动的安全性。如：Snort和Iptables直接通信，

Snort和Iptables通过Guardian进行联动以及Snortinline和防火墙进行联动。 

以上两种方案虽然弥补了防火墙不能有效检测攻击的缺陷，但检测入侵仍然依赖于人类专家制定的规则，生

成规则的代价较大并且易于出现错误。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实现主动防御。实现 IDS 和防火墙的联动，可以有效地解决 IDS 系统只能检测攻击，而不能实时

阻止攻击的弱点；同时也可以有效解决防火墙的安全策略是静态的弱点。 

 融入机器学习的模块，实现其与防火墙的联动，使得机器学习模块也同样可以进行入侵检测。当

融入机器学习后，可以对攻击的历史数据进行学习，从而自动形成入侵规则，避免人工添加规则

存在的不足。 

 采用基于特征(Feature)的分类方法。我们研究分析了与攻击特点密切相关的多个网络连接特征

(Feature)，并实现了这些特征(Feature)的构造和提取。并且可以随时添加新的能反映攻击特性

的特征(Feature)，减小了入侵规则的维护成本。 

3.实验及结果 

(1)攻击只安装了snort的机器 

 先查看 iptables 的阻断列表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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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发动 portsweep 攻击。在这里，snort 的规则按其原配规则。 

 再查看 iptables 的阻断链，结果 iptables 没有阻断这个攻击，这证明 snort 没有检测到该攻击。 

(2)攻击安装了整个系统的机器 

在攻击机（202.197.5.1）上运行啊 D 网络工具包，进行 portsweep 扫描。同时夹杂 ftp 正常流。 

 

图 1                                             图 2 

得到结果如图 2： 

从这里可以看出，snort 不能检测（见文章开始处）的攻击我们的系统能有效的检测出来。 

4.创新点总结 

 入侵规则自动生成。在传统的 snort 中，规则的产生必须要经过专家学者对大量攻击数据进行分析总

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在成千上万的规则中，由于人的干预，会不可避免的出现错误，造

成不可预计的错误。然而，使用成熟的机器学习技术，规则根据历史攻击数据与正常数据自动生成，

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人工地增添规则，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减少人为的错误，使得威胁和攻击的检测更

加准确和高效。适用于网络流量大且对安全要求高的场合。 

 对攻击的检测分类是基于特征(Feature)的。以往是传统的采用模式匹配的方法，而我们则采用基于特

征(Feature)的分类方法，同时，添加新的能反映攻击特性的特征(Feature)也非常简单，提高了系统

的可扩展性。同时基于特征(Feature)的分类方法使得得到的入侵检测知识具有统计特性，可以尽量减

小错误发生的概率，弥补人类专家容易出错的不足。 

 训练集可以不断更新。机器学习模块可自动进行训练，这样就轻松地实现了自动更新，从而使得系统

一天天地成长、强大，降低了维护入侵检测策略库的成本，也提高了系统的实用性。 

5.未来工作 

 联动方式的改进。尽量实现进程间的通信，减少文件的读写，从而进一步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 

 对机器学习分类算法进行改进，继续提高系统性能。 

 提取新的能反映攻击特性的特征(Feature)，以提高分类的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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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MP 图像的分散隐写术研究 
参赛队伍：刘强强, 侯伟彦, 刘兴龙, 王胜 

指导教师：胡卫 

参赛高校：海军工程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信息的安全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目

前的信息安全技术基本上都是基于密码学理论的，无论是采用传统的密钥系统（如 DES）还

是公钥系统（如 RSA），其保护方式都是控制文件的存取，即将文件加密成密文，使非法用

户不能解读。但随着计算机计算能力的不断提高，这种通过增加密钥长度来提高系统安全

性的方法越来越不可靠。信息系统正面临着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控性的威胁。密文

容易引起攻击者注意是密码术的一个显著弱点。因此具有伪装特点的新兴的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搭载技术应运而生。作品对基于 BMP 图像的分散隐写术（信息搭载技术）进行了

研究。本系统在传统单文件单载体信息搭载技术的基础上，首创了分散式的搭载技术，即

把需要隐藏的信息进行校验与加密处理，并分割成多个子文件，将子文件搭载到多个 BMP

文件中，接收方将子文件进行卸载、合并、解密、校验， 终实现信息文件的还原。系统

通过替换 不重要的比特位（ the Least Significant Bit，简称 LSB）的方法对信息文件

进行搭载，同时融入了数据完整性校验技术、加密技术。经过对系统各功能与性能的测试，

本系统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的目标，能实现很好的隐写效果。 

1.相关工作 

在基于 BMP 图像的分散隐写术系统的提出到实现的过程中，我们图像隐藏小组在系统的应用前景、可行性

分析、BMP 图像格式分析到系统功能的设计与实现、功能与性能的测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在指导教师的辅导下，参阅大量文献资料，对图像隐藏技术的现状进行分析，对我们的研究项目进行

论证。 

（2）通过对 BMP 文件的格式分析，改进传统的 LSB 图像隐藏算法，提高 BMP 图像信息隐藏的搭载率和鲁棒

性。 

（3）为提高 BMP 图像信息隐藏的安全性，首次提出并实现了信息文件的分散搭载技术，并将加密技术与校

验技术融入系统。 

（4）对系统各项功能与性能进行测试与分析，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作品是基于 BMP 图象的分散隐写术研究。目前关于以 BMP 图像为载体的隐写术的研究已有了一批成果，

但其方法往往是基于单文件单载体的隐藏。事实上，单文件单载体的隐藏载体文件一旦被攻击者获取并破译，

就会导致整个隐藏的秘密信息被窃取的后果，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分散隐写术把需要隐藏的信息分割成多个

子文件，分割前对其进行加密处理，再将被分割的子文件搭载到不同的载体中，接收者只要将子文件进行卸载、

合并、解密、校验即可获得隐藏的秘密信息。这样，即便其中的某个隐藏文件被获取，攻击者也不能获得整个

隐藏信息的内容，从而大大提高了信息的隐蔽性和安全性，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在隐藏信息的传输过程中，

为了验证隐藏信息是否被攻击者篡改和伪造，本作品还采用了 Hash 算法的数据完整性校验技术，保证了隐藏信

息的完整性、抗攻击性和有效性。根据设计思路对系统进行了实现，系统主界面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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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界面图 
其系统组成图如图 2 所示： 

 

3.系统测试 

本系统的设计及实现完成后分别对系统进行了功能测试和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部分，达到了系统设计时

的预期指标；在性能测试部分，测试了载体文件的搭载率、膨胀率、图像失真度及图像三色分量。测试结果表

明本系统实用性强，稳定可靠，安全性高，提高了信息隐藏的安全性。本系统详细测试及结果见测试报告的测

试与分析。 

4.创新点及特色总结 

(1)首次提出并实现了分散式的信息文件搭载技术 

在目前的信息安全领域，大多数的搭载软件是对单文件进行搭载，如果仅对信息文件进行单独的搭载传输，

一旦载体文件被截获，便有可能暴露全部信息内容，造成严重后果。本系统首次提出了对信息文件进行分散式

搭载的概念，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对信息文件进行校验、加密和分割，再将信息子文件搭载到合适的

载体文件中，大大提高了信息文件在传输过程中的隐蔽性和安全性。 

(2)提出基于 LSB 的新的信息搭载算法 

传统的基于LSB算法的BMP图像信息搭载是将需要隐藏的消息直接按位替换图像位图阵列中每个象素的红、

绿、蓝亮度分量的相应字节的 低一位比特位，每一个像素 24 比特，搭载的比特位只有 3 位，搭载率为 12.5%。

根据亮度公式 I=0.3R+0.59G+0.11B 以及人眼视锥细胞对颜色敏感度的理论，将绿色分量改变 低 1 位，红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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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改变 低 2 位，蓝色分量改变 低 3 位，即红绿蓝三色分量比为 2：1：3，搭载效率达到了 25%，且搭载后人

眼根本察觉不出图像的的变化。 

(3)实现任意格式信息文件的搭载 

目前多数的搭载系统仅能对 txt 或 doc 等一些固定格式的文件进行搭载，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这

些系统在对多格式文件信息进行传输时的不足日渐明显。本系统针对这一不足，实现了任意格式信息文件的搭

载，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4)具备加密技术与数据完整性校验双重保护。 

5.下一步工作 

为了完善系统功能，今后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1)增强信息搭载系统的鲁棒性，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随着数字隐藏技术的发展，对搭载信息的容量提

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因此，寻求隐藏容量较大、鲁棒性很好而且不易被觉察的搭载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在搭载的过程中，不按照顺序依次将信息搭载到载体中，而是按照一定的密钥 K 置乱后搭载到图像文件中，即

提高系统的鲁棒性。 

(2)采用更先进、安全系数更高的加密算法对文件进行加密。 

(3)开发基于多种平台多个操作系统的分散式搭载系统，增强软件的普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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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PK 的安全插件平台 

参赛队伍：陈欢, 胡沐创, 陈雄标 

指导教师：刘欣欣 

参赛高校：华南理工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随着网络的发展与网络应用的扩展，网络信息安全越来越重要。电子邮件和即时通信

等是网络中的重要应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交流、商务往来等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这些

系统用户数量巨大，应用极其广泛，因此其安全性在网络安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

统的安全机制一般需要针对不同的通讯软件进行必要的配置，而且使用复杂，很难被普通

用户方便的使用，如何有效地提高通讯软件的安全性与效率，如何为用户提供便捷、一致

地安全服务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组合公钥(Combined Public 

Key ，CPK)密码技术的通用安全插件平台，该插件平台能为各种应用系统提供一致、有效

和便捷的安全服务，使用户在多种应用环境下方便的使用这些安全服务。CPK 认证系统，相

对于其他认证系统而言，不依靠在线第三方验证，且只需较小的密钥存储空间和较低的计

算需求。在 CPK 安全体系中，用户不需保存接收者的公钥，只需拥有自己的私钥和知道接

收者的身份标识（ID）即可与接收者进行安全通讯，这极大地提高了系统运行的效率，并

给用户带来极大的方便。当前主流的电子邮件客户端和即时通讯软件一般不具有安全处理

能力，即使具备了一定地安全功能，也是传统的基于公钥基础设施（PKI）开发的，使用较

繁琐。我们提出的基于 CPK 的安全插件平台，即克服了基于 PKI 的安全系统的一些固有缺

陷，又利用了插件平台扩展性强、跨平台的优点，使用该安全插件平台可方便地为客户端

扩展加密、认证等安全功能，而这些安全功能由于是基于 CPK 的，无需像 PKI 一样获取对

方证书和验证证书，因而更简便，更适合普通用户使用。本文实现的插件平台可用于 Office 

Outlook、Outlook Express、Foxmail、QQ、Web 邮箱等通讯软件，也可用于记事本等具有

文本编辑窗口的软件，因此本插件平台适用范围广泛，通用性强，只需安装本插件平台即

可保证大部分主流通讯软件间的安全通讯。为了让用户能方便快捷地调用所需的安全功能，

本系统增加了快速调用的特性。每当用户需要进行安全通讯时，只要按下快捷键，系统就

会弹出与输入法类似的浮动条，就像打字时调出输入法一样，为用户提供快捷有效的安全

服务；而在用户需要安全处理本地文件的时候，只需对文件点击右键，即可在右键弹出的

菜单中调用到插件平台提供的安全功能，让用户使用起来更方便，只需较少步骤即可达到

所需的安全目标。 

1.相关工作 

由于没有开源的实现 CPK 算法的程序，只有开源的实现 ECC 的库，因此在现有的 ECC 库的基础上，对 CPK

算法进行深入的学习并实现 CPK 认证系统。 

大部分电子邮件客户端和即时通讯软件是不支持二次开发的，因此对其增加安全功能是采取类似外挂的形

式，安装全局钩子，来实时获得相应软件文本窗口的窗口句柄，以达到能获取并改变其编辑窗口内容的目的。

此外，为了让用户能快捷地调用文本安全功能，本软件把安全功能集成在浮动工具条上，通过快捷键显示/隐藏

工具条，就可以像使用输入法一样方便快捷地在应用系统窗口旁边来调用安全功能。此外，对一些特定的应用

系统（比如 Foxmail），实现了自动获取其收件人账号作为 ID，从而不需用户手动输入，进一步让用户使用起来

更加方便。 

为了达到文件安全处理的快捷便利，本文还采用了外壳拓展编程技术来实现右键菜单项的添加，从而能让

用户通过右键菜单快捷地调用所需的安全功能。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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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ECC 的 CPK 算法的实现：基于开源的 ECC 库，实现 CPK 的公钥矩阵与私钥矩阵的生成、公钥与私

钥的生成、加密、解密、签名、认证等主要算法。 

 基于 CPK 的安全处理：分为通讯软件等应用软件中的文本内容和本地文件两种。对通讯软件等应用软

件中的文本内容进行基于 CPK 的加密和签名后，进行基于 Base64 编码的转换以及自定义的安全格式的

封装，以使得经过安全处理后的内容适合由通讯软件进行传输；对普通文本文件的内容进行加密签名

后，按照数字信封的格式进行封装。 

 插件对应用软件中的文本内容的处理：实现在主流电子邮件客户端和聊天工具上，获取并改变编辑窗

口的内容；实现浮动在编辑窗口之上的类似输入法的工具条，使用户可以通过该浮动工具条，快捷地

对编辑窗口的内容进行安全处理。 

 插件对本地文件的处理：对于本地的所有文件，用户可在右键点击文件弹出的菜单中，快捷地调用本

插件平台提供的加密和签名等安全功能。 

3.实验及结果 

实验环境： 

 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主机：CPU AMD Athlon 64 X2 Dual Core Processor 3600+2.01Ghz，内存 1.00GB 

实验结果：经测试，软件的程序安装启动、用户密钥配置、文本编辑软件的安全处理、聊天软件安全处理、

电子邮件客户端安全处理、本地文件安全处理等功能均可正常使用，具体测试有 Outlook Express、Foxmail、

腾讯 QQ2008、QQ Web 邮箱、记事本、写字板等具有文本编辑窗口的软件。实验表明，本软件性能良好，安全处

理时延小，对于通讯文本内容常有的大小范围内，加密与签名时间基本在 0.3 秒内，不影响原有软件的正常使

用，特别是不会影响即时通讯软件的实时性要求。 

4. 创新点总结 

本系统的创新点主要包括如下三点： 

 基于 CPK 组合密钥技术实现加密、签名等安全处理，运行效率高，能适应即使通讯软件实时性的要求； 

 以插件平台的形式快捷、方便地为用户提供所需的安全服务，避免了不同的应用软件需要不同的配置

和不同的安全功能调用方法等繁琐的操作，适合普通用户使用； 

 本系统通用性强，可广泛应用于多种应用系统。 

具体总结如下： 

(1)CPK 组合密钥系统 

CPK 组合公钥系统是基于标识的公钥体制，它把实体的标识作为公钥，公钥和标识成为一体，从而具有自

我声称性，即不需要第三方认证。CPK 是基于 ECC（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椭圆曲线密码体制）实现

的，具有安全性高、密钥短，运算快等优点，CPK 的数字签名在现有的各种认证系统中是 短的（只有 30－50 

字节），因而更具实用性，非常适合在 QQ、Outlook 等通讯软件中使用。 

在 CPK 安全体系中，用户不需保存接收者的公钥，只需拥有自己的私钥并知道接收者的 ID，即可与接收者

进行安全通讯，在这点上大大提高了使用的效率，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2)软件插件平台的快捷、方便 

安全技术要被广泛的应用，就必须设法做到公众化，让普通用户能够便捷的使用。如果安全措施过于复杂，

对人的要求过高，本身就降低了对用户的吸引力。本系统针对这点做了特别设计。 

针对窗口文本内容的安全功能，为了提高其调用的方便性，本系统特意设计了类似输入法工具条的浮动条，

让其浮动在编辑窗口之上，以便快捷地调用本平台提供的基于 CPK 的安全功能。用户使用它就像切换输入法一

样快捷方便，只要一个 Ctrl+H 快捷键，安全服务马上为你提供，后台复杂的处理完全封装起来，达到用户友好

的目的。而针对指定的 Outlook Express、Foxmail、QQ2008 等通讯软件，系统能自动获取软件里的邮箱地址和

QQ 号码，当作接收者 ID，使整个使用流程更加自动化、对用户透明。 

针对文件的安全功能，为了提高其调用的方便性，本系统对操作系统右键菜单进行了拓展，以外壳拓展的

方法，在文件右键点击后弹出的菜单中增加了提供安全服务的菜单项，能快捷地对文件进行安全处理。用户使

用它就像压缩文件一样的方便，只需对文件点击右键，就可以得到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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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软件插件平台的通用、广泛 

综合采用钩子、com 等技术，使插件平台能够达到软件通用的目的。既可使用在 Outlook Express、Foxmail、

QQ、Web 邮箱等通讯软件之上，也可使用在记事本等具有文本编辑窗口的软件之上。 

因此，本插件平台适用软件广泛，只需拥有此插件平台，即可为大多数通讯软件乃至其它文本软件拓展安

全功能 

5.未来工作 

 从用户的角度，进一步完善使用流程。 

 美化界面。 

 完善接收者 ID 的获取功能。 

 测试更多的通讯软件，拓展系统的通用性。 

 进行文档的详细补充与代码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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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PK 的电子支付认证协议 

参赛队伍：孔泉, 李 响, 傅奕塘, 王景璟 

指导教师：王  政 

参赛高校：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电子支付系统是电子商务的核心，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今天，电子支付系统被应用

到各行各业当中。多数现有的电子支付系统采用相同的公钥管理架构——PKI 体系，在公钥

证书维护上花费了高昂的代价。基于身份的公钥密码体制出现，为电子支付系统中公钥管

理提供了新的选择，该体制中的公钥由用户身份唯一确定，从而免去了公钥证书的维护，

并且降低了用户公钥维护的成本。CPK 体制是由我国自主研发提出的基于身份的公钥密码体

制。基于该体制，本课题的重点研究设计消费终端（POS）机与用户 CPU 卡以及操作员 UKey

之间的基于 CPK-ECC 体制的接入认证、支付认证协议及其模拟实现。本课题中提出的支付

认证，就是采用对消费金额签名的思路，保证消费金额无法由收费方单方面修改，确保消

费金额的有效性。基于 CPK-ECC 的电子支付认证协议系统中无需引入庞大的 PKI 体系，CPU

卡中的私钥信息可以防止被读取以及复制，相比当前的银行卡（磁条卡）来说具有很高的

安全性，协议中对金额进行了数字签名，可以在限制风险的前提下支持离线消费，这样就

可以大大提高各种环境下电子现金支付的安全性，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良好的经济效益。 

1.相关工作 

在设计此协议以及相关体系之前，我们通过在国内外市场的调查，发现当前的电子支付体系，大多数是利

用对称密码体制，它们所应用的私钥都是保存在经销商以及银行中心，私钥可以被读取，即使采用非对称密码体

制，大多数也只是用于接入认证，很少对支付信息进行签名，另外，其用户证书大都是软证书，具有很大的安全

隐患，而且有大量的证书维护工作。这些系统所应用的卡，大都是IC磁卡，这些卡是可以被复制的，如果密码再

泄漏的话，那么用户的损失将不可估量；而市场当中小额的电子支付大多采用射频卡，协议简单，没有用户的私

钥，因此安全性更加低。 

于是我们产生了疑问，怎样才能保证消费者尽可能地减少经济损失， 大化的维护消费者利益，于是我们

想到了用数字签名来给消费信息做一个签名，这样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消费信息的合法性，由于运用了

数字签名，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密钥管理体制，当前所用大多数为 PKI 公钥管理体系，我们通过相关材料了解

到一种基于矩阵的组合产生公私钥的密码体制，组合公钥体制（CPK），是一种新兴的安全性较高并且公钥维护

成本较低的密码体制，基于以上两种想法，我们便致力于研究基于椭圆曲线的 CPK-ECC 体制下 CPU 卡与 POS 机

之间的相关协议，来确保消费安全性的进一步提升，并不断完善成为一种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支付体系。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鉴于当前电子支付体系没有足够的安全性，为防止收费方单方面的更改消费信息或者其他失误，导致消费者

的财产遭受损失，我们确立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建立CPU卡与消费终端（POS机）中的电子支付认证协议，保证我

们每次消费记录都伴随着用户的个人签名，继而保证消费记录的有效性以及不可更改性；同时我们的协议体系基

于CPK组合公钥密码体制，这与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的基于PKI的公钥密码体系相比，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CPK

体系结构简单，成本较低。 

我们设计协议成功实现了以下几个过程的协议：POS 机操作员 UKey 的认证过程、POS 机上用户消费过程（情

况一：在线情况，与结算中心连接）（情况二：离线情况，未与结算中心连接） 、结算中心 Center 机的充值过

程。 

本体系模拟实现了 POS 机与 CPU 卡用户之间的交易过程，以及 POS 机与结算中心的同步过程，用户的充值

等过程，通过相互的认证以及数字签名，基本实现了我们设计协议的要求，通过实验我们看到，通过数字签名，

保证了消费信息的安全性，并且此协议支持固定风险的离线交易，为用户提供了极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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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及结果 

实验内容如下: 

(1) POS机对UKey的认证 

在操作员取得POS机的合法操作之前，必须使

用每个合法操作员各自持有的唯一UKey插入POS

机进行身份的确认的过程。 

直接插入UKey，输入UKey的ID及用户PIN码，

检验是否可以正确打开CPU卡再输入错误的UKey

的ID及用户PIN码，测试系统是否能进行识别拒

绝。 

(2)模拟POS机消费过程 

消费过程中POS机对CPU卡的合法性认证及其

时间 

在等待CPU卡插入的状态下，插入CPU卡，在

程序中设置断点来检查POS机是否能识别合法的

CPU卡用户；另外记录断点到断点的运行时间，记录多组数据检测检验过程，取平均数作为该检测的数据。 

首先使用相关函数测试签名的正确性，其中包括UKey、CPU卡产生的两个签名；先测试UKey的签名，如果正

确再进行CPU卡的签名的正确性测试。 

另外记录断点到断点的运行时间，记录多组数据检测检验过程，取平均数作为该检测的数据。 

消费金额存入CPU卡 

当程序运行到此，将数据再次取出测试数据是否被正确存入；记录断点到断点的运行时间，记录多组数据检

测检验过程，取平均数作为该检测的数据。 

打印凭条 

在交易结束时，POS机应该对本次消费的相关信息一凭条的形式打印两联（用户和收费方个保存一个）。在此

为方便演示使用将凭条信息写入txt文件，方便查看“打印”结果正确性 

产生的消费记录的正确性、完整性及不可否认性 

对产生的消费记录改变其中的金额、时间、操作员

ID、用户ID数据的值，以此来模拟消费记录在某个环节

遭遇攻击，再用它的签名进行验证，检查其正确性 

(3)模拟结算中心对消费的处理 

POS 机在线时 

通过在线互联对消费进行处理，正确则返回交易

成功，否则中断交易。 

POS 机离线时 

交易时无法实时交互，但每天会有一次 POS 机与

中心交互当天的消费情况并进行数据的更新。 

实验结果如下 

本模拟系统各部分运行正确，能够基本完整的展示

协议的设计思路，实现了仿真演示、可行性研究和性能

测试的目的，保证了协议的理论研讨。 

从协议安全性的角度考虑，从测试结果来看，该协议可以有效防止用户或收费方单方面修改消费记录，伪

造消费信息从而从中获利；整个过程中，CPU 卡的密钥是不出卡的，只对需要签名的数据进行签名，也就是说，

对外界而言，直接获取 CPU 阿康密钥是需要付出较高代价的。而通过分析由椭圆曲线保证的签名数据来得到这

个密钥同样需要很高的代价；所以在安全性方面，特别是企图私自修改、伪造数据难以实现。 

在整个消费记录签名过程中，CPU卡和UKey的签名时间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这对整个消费过程会产生一定

的影响，通过算法的优化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个问题，但是并不显著。但综合实际运用来看，这些时间消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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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接收的范围内的；与射频卡相比稍显不足，但是与银行的储蓄卡相比，本协议CPU卡在读取、签名和运算

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4.特色与创新点总结 

(1)引进CPK体制，将CPK用于电子支付认证 

我国著名密码学专家南相浩先生提出了一种新的公钥管理方案，称为组合公钥（Combinative Public Key，

简称CPK）。我们协议设计引进了CPK-ECC体制，在用户CPU卡内嵌入了CPK-ECC中私钥矩阵的私钥，利用用户私钥

对消费信息的签名保证了用户消费的安全，并且相比于PKI体制的电子支付系统，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CPK

体系结构简单，成本较低。 

 下表为CPK与PKI的一个比较                    表 1 

比较项目 PKI 基本 CPK 

适用算法 任意非对称算法 离散对数型算法 

密钥的生产 中心或用户生产 中心统一生产 

证书的分发 动态分发 静态或动态分发 

公钥的保管 PKI 或用户管理 由用户 ID 生成 

公钥可信度 高 高 

适用范围 无边界、无限制 有边界、有限制 

成本 维护成本高 维护成本低 

运行效率 低 高 

(2)对消费信息进行双签名 

    我们除了CPU卡对消费信息进行签名之外，另外还使用了Ukey对消费信息进行了签名。先将消费记录送交

UKey进行签名，然后将消费记录与签名一同送交CPU卡进行第二次签名。这样处理保证了双方都无法单方面对消

费记录进行修改，增强了消费记录的安全性。 

(3)采用CPU卡来存储用户私钥  

    我们体系的一大特点在于所使用的卡的不同，我们所使用的 CPU 卡内部封装了我们基于 CPK 体系的用户私

钥，此私钥用于我们对消费信息的数字签名，保证了消费信息的安全性，并且由于 CPU 卡中的私钥信息我们无

法读取，因此我们的 CPU 卡是无法被复制的，正是由于 CPU 卡的这种特点，很有可能使它取代现阶段的磁卡以

及 IC 卡的地位，在将来的电子商务及电子支付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4)所设计的电子支付协议体系支持一定风险下的离线状态 

目前市场中基本上所有的具有安全性保障的协议体系，其 POS 机大都是仅仅支持在线状态下的消费，POS

机对结算中心的依赖性非常大，并且效率也是比较低的，而我们所设计的体系系统中，不仅仅的支持在线情况

下的电子支付，同样支持离线状态下相对安全的电子支付，所以，和目前市场中的在线模式下的体系相比，我

们所设计的协议体系所支持的离线下的电子支付是一个突出的亮点。 

5.未来工作 

课题中我们所设计和模拟实现的协议是一个初步的体系，虽然我们已经做到了运用电脑模拟实现，但是距

离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协议体系来讲，还有一定差距。另外，由于技术上的现状以及我们所设计的协议的

简洁性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我们的测试结果并不是十分的完美。目前来讲投入市场，还是需要进一步的

改进以及完善，也就是说我们还有许多后续的工作要做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CPU 卡的制作将会越来越成熟，CPU 卡的运算效率也将越来越快，加之 CPK-ECC 体制的不

断完善和我们持之以恒的工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定能形成一个完善安全的电子支付认证协议体系，产生良

好的市场前景以及丰厚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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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DEA 算法的十进制加密器 

参赛队伍：郭松矗, 何丽, 吴阿妹, 程飞 

指导教师：崔杰 

参赛高校：安徽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信息安全越来越重视，对加密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信

息安全技术不但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技术而加密技术是

信息安全的 主要的安全技术之一。在实际应用中，有时通信是由人来传送的，而不是通过

通信线路传输的。分组长了使用不方便，需要使用短分组加密，密文一般要求是十进制数；

另外，一个固定长度的十进制数密文，只有 高位能取到0到9中的所有数值，才能充分利用

该分组长度表示 大的信息量。如果使用DES、TEA、AES等加密算法进行加密，再将密文转

换成十进制数，密文的 高位将不能取０到９中所有值，短密文所表示的信息量将大打折扣。

而免介质的预付费通信方式，有很多的优点，特别是出租房屋等人口流动性比较大的场所，

一方面其免介质优点显得尤其突出；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打个电话或发个

短信，足不出户就能购电、水、气，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在中国

国内，目前是IC卡式预付费表计，代码式预付费表计将是未来预付费的发展方向，将成为第

四代预付费的主流产品。因此，将十进制加密技术用于电、水、气的预付费系统，可促进预

付费表计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与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研究十

进制短分组加密和应用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很有实际意义，我们考虑实现一种加密算法能保证

足够的安全性能，从十进制明文到十进制密文高效率的加密以及算法的可逆，可以保证从密

文到明文的转换。我们采用现有的成功算法IDEA，对它进行改进，从而达到直接对十进制数

字进行加密的效果。IDEA的密钥为 128 位，这么长的密钥在未来若干年内应该是安全的。

IDEA 算法也基于分组，它采用软件和硬件实现都同样快速，所以我们考虑对IDEA算法进行

十进制加密研究，使它具有较好的十进制处理能力。 

1.相关工作 

本课题组在研究IDEA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IDEA的十进制加密算法。该算法以IDEA加密算法为基础，对

加密过程的各种运算进行重新设计，以适应对十进制数的直接加密要求。该加密算法使短分组的十进制密文表示

大的信息量，并能够保证密文与明文长度一致。具体工作总结如下： 

 对十进制短分组加密技术的应用前景与应用领域进行了调研，发现十进制加密算法在未来的预付费代码

表计、移动手机充值卡等应用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学习了IDEA算法的加密原理与加密流程，并对加密算法中的核心运算进行深入研究。 

 对IDEA算法的三种核心运算进行重新设计，使加密与解密对十进制数字串可逆。 

 在VS2005环境下编程实现了基于IDEA的十进制加密算法，系统运行正常。 

 对该加密算法的性能进行了测试，从加密过程中明文对密文的扩散率、密钥对密文的扩散率和解密过程

中密文对明文扩散率、密钥对明文扩散率四个方面测试加密性能，实现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很好的

雪崩效应。 

 撰写了较为完整的系统文档。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借鉴IDEA算法的设计原理，来设计一套可用于十进制数字加密的算法。主要解决了加密和解密的可逆性问题，

算法的C++语言实现，以及图形化界面的设计。IDEA是一个分组加密算法。把明文分成32位的明文分成四组，然

后和52组的扩展密钥经过8轮的加密，和一次的变换得到密文。使原IDEA算法满足加密和解密同一流程的核心是

二进制的异或运算（A B C B=A C和A B B=A），模加的可逆，和模乘的可逆。其中对于模加的可逆和模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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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逆十进制运算也同样具有，这里着重考虑适合于十进制位运算的异或运算。 

这里我们所采用的异或运算定义如下： C=A B即A按B的相应位变化而发生变化，若B的相应位是奇数则A相

应位+5然后模10，若B的相应位为偶数，则A相应位+0。 

以上定义转化数学语言：C=A B<=>C[i]=(A[i]+B[i]*5)%10  

下面我们验证它满足A B C B=A C（1）和A B B=A（2）： 

对于（1）式：左边=(((A[i]+B[i]*5)%10+C[i]*5)%10+B[i]*5)%10 

=(A[i]+B[i]*5+C[i]*5+B[i]*5)%10=(Ai+C[i]*5)%10=右边 

对于（2）式：左边=((A[i]+B[i]*5)%10+B[i]*5)%10 

       =(A[i]+B[i]*5+B[i]*5)%10=A[i]=右边 

3.实验及结果 

(1) 对加密的功能测试（由于篇幅限制下只去8位、16位、32位进行测试） 

明文 密钥 密文 

14561543 1842484613483258 77461537 

5648321548654516 14568431548651254865145842548641 9691267789005657 

654831586154832418

46518432154861 

21548621549681546843215486213215 

48612385465321849661313286531548 

3866762583489474 

8526446216199984 

(2) 对解密的功能测试（由于篇幅限制下只去8位、16位、32位进行测试） 

密文 密钥 明文 

77461537 1842484613483258 14561543 

9691267789005657 14568431548651254865145842548641 5648321548654516 

3866762583489474 

8526446216199984 

21548621549681546843215486213215 

48612385465321849661313286531548 

6548315861548324 

1846518432154861 

(3)对于雪崩效应的测试 

分别以以上32位加密的明文和密文统计扩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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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新点总结 

本作品的创新性和特色如下： 

 借鉴了 IDEA 加密算法的思想，设计并实现了基于 IDEA 的十进制加密器，该加密器对可选长度的十进

制明文串进行加密，加密结果是同样长度的十进制串。 

 对 IDEA 算法中的运算进行了修改，使其适应十进制数的加密/解密运算，保证加密/解密算法的可逆性。 

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我们组完成了基于IDEA算法的十进制加密器的设计，实现了对可选长度的十进制明文

进行加解密。 

在研究与设计过程中遇到的 大困难是：找到合适的运算策略使算法满足对十进制串加密\解密可逆。二进

制串满足加密和解密的依据是下面两个等式： 

A B C B=A B和 

A B B=A。 

找到与之对应的十进制运算是加密和解密的关键，我们尝试多种运算方法 终找到一种十进制运算使之满足

A B C B=A B和A B B=A，这种运算变换是： 

A B即B按A的相应位变化，若B的相应位是奇数则A相应位+5，若B的相应位为偶数，则A相应位+0。 

两个月的忙碌得到的是充实与收获，感谢竞赛组委会提供这样一个展示自我，参与竞争的平台 

5.未来工作 

建立基于对称密码的十进制加密模型；根据实际安全需求，定义可选的明文长度和密钥长度方案，并分析该

十进制加密算法的安全性和抗攻击能力，给出通用加密通信系统的终端密钥自动分发与终端密钥管理模型，所提

出的加密模型、定义、协议及方法，将为今后进一步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密码系统，以及安全多方计算提供

理论、方法和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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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BS 的位置隐私保护 

参赛队伍：王夏莉, 关怡萍, 李玉, 张艳艳 

指导教师：唐明 

参赛高校：武汉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随着移动终端如手机、PDA、车载系统等的普及，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服

务也不断的进步并逐步占领消费市场。然而在发展的同时，LBS服务也暴露出了很多安全问

题，尤其是在保护用户隐私信息方面。用户享受LBS服务的基础是提供其位置以及相关信息。

但大多数情况下，用户希望在享受服务的同时，所提供的这些信息能完全保密或者尽可能少

的被暴露，以防攻击者有目的的分析所获取的信息，进而对用户进行欺骗、骚扰等不法行为。

因此，如何满足用户保护其隐私信息的需求，对应用越来越广泛的LBS服务来说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现有的LBS服务在保护用户隐私方面大多采用引入可信第三方的方式。然而该方法

不仅成本较高，而且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一旦第三方被入侵，那么它所代理的所有用户的

信息都将有泄漏的危险。结合现有模型的优点，我们设计了一套新的LBS隐私保护模型，重

点在于安全性的构建，保证用户的隐私信息不被泄露，同时考虑该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实效

性、资源占用率、稳定性以及抵抗攻击的能力。主要思想是在通信过程中加入随机选择邻近

用户代理机制来混淆用户信息，同时为了保证代理的可靠性加入了RSA身份认证的过程，为

了保证查询信息的隐秘性与高效性加入了AES加解密的过程，其中AES会话密钥由高性能的真

随机数发生器产生，并能达到一次一密的效果。总体上说，该方案实现了用户查询信息和位

置信息的分离，从而保障了其位置隐私安全。具体实现方案中，我们模拟了典型的LBS服务，

有效证明了该模型的安全性、实效性及低耗性，能够实际满足LBS服务的广泛应用需求。 

1.相关工作 

主要遇到的问题： 

(1)LBS系统方案设计： 初只

有一个简单的构想，在讨论过

程中发现了一些漏洞，例如如

何抵抗中间人攻击等。对模型

的不断完善以及理论分析耗

时较长。 

(2)Trivium真随机数发生器

实现：首先是对Trivium算法

的理解与修改，该算法较新，相关资料比较少，造成了理解上的难度。其次Verilog语言熟悉程度不够，导致了

编程上进展较为缓慢。 

(3)LBS模拟系统相关测试实验：主要问题在于测试方案的确定。如压力测试的方案， 开始准备建立多个客户端

对服务器发出连接请求，然而这种方法实现难度较大。经过分析发现与服务器的连接实际上可以由不停的交换密

钥实现登录来替换，这种方案简单易行，而且也实现了测试的目的。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1)LBS服务的市场需求分析 

作为 LBS 服务的用户，通常都要冒有风险，其个人信息和数据在服务过程中有可能被未授权的组织甚至服

务提供商自身滥用。这种滥用的目的通常是在观察和分析用户的行为、态度和社会地位等信息的基础上，为用

户提供特定的产品广告，这种利用是相对无害的。然而，有时候用户的数据却也可能被不法分子非法利用。据

市场调查，24％的用户都非常在意位置对他们安全的影响。不可否认，为了实现定位，网络必须具备随时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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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位置信息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用户随时受到他人的位置搜索。LBS 系统应该具备良好的私密性控制、

管理功能，才能满足移动业务市场的发展需要。尤其随着 3G 系统的使用，LBS 在获得有效网络带宽的保障下，

必须更加关注用户隐私信息的保护。 

(2)现有LBS服务安全性分析 

现有的 LBS 服务系统在安全性保护方面，已经提出了多种体系。 

1. 安全团体通信将通信组织在多个团体之间进行。在这种通信方式下，每个团体只知道一部分数据，并不知

道其他团体的真实数据。然而，这种结构的计算量太大，导致它不能直接应用到数据库问题中。 

2. 小信息共享模型利用加密／解密技术来执行连接和交互操作。然而，计算代价太大，且不能为其他查询

提供服务，使得这种模型不能应用于实时应用。 

3. 目前 通用的模型是在现有的通信结构中引入一个可信任的第三方。这种模型主要是利用一个可以被用户

信任的第三方来充当用户和数据库服务器之间的中间层。然而，该模型对第三方安全性、稳定性要求很高，

增加了服务的成本。同时，一旦第三方出现问题，那么由该第三方所负责的服务将全部受到危害。 

本作品系统方案 

本作品所设计的 LBS 服务系统除可模拟基本的移动位置服务外更加注重了移动位置服务过程中的安全问

题，以实现客户端与客户端以及客户端与服务端安全且有效的位置服务。 

(1)服务机制 

现有的 LBS 服务机制中，客户端和服务端的交互可实现查询等多种服务。如查询邻近距离的加油站等并在

地图上显示出来。本作品模拟了 LBS 系统的 短路径导航的功能。 

用户登录后，可以在地图上看到自己的位置。用户若需要查询到某个目的地的路径，服务器可以实现路径

搜索的过程，并可在地图上标识出 短路径。 

(2)安全机制 

为了达到位置隐私信息的保护，该 LBS 系统提供以下三点安全服务： 

身份认证 

本作品设计的 LBS 系统采用了 RSA 算法进行客户端与服务端以及客户端与客户端间的身份认证。对于移动

通信系统中正在进行交互的实体间的认证应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连接的初始化阶段，认证服务必须保证客

户端及服务端两个实体是可信的，也就是说，申请使用 LBS 的客户端的每个实体都是它们所声称的实体。其次，

在享受 LBS 服务过程中，发起位置询问的用户 A 在邻近群中寻求合适的代理者 B 时，需两合法实体互相通过身

份认证后方可继续进行位置信息的服务。即保证 LBS 位置服务中用户 A 和代理者 B的连接不受第三方如下方式

的干扰：第三方伪装成这两个合法实体中的一个进行非授权传输或接收，骗取用户的位置信息。同时，身份认

证使得服务端在追踪客户端攻击者时有据可依。 

数据安全性 

本作品设计的 LBS 系统采用了 AES 会话密钥对问题查询过程中位置隐私的数据进行加解密，采用 Base64

对加密后的信息进行编码，保证数据完整性。AES 算法为对称加解密，使用效率较高，能够满足 LBS 服务中数

据量大的要求。其中本系统中 AES 会话密钥由真随机数发生器产生，随机性高，增加了攻击者攻破的难度。用

户还可以选择实时的更新会话密钥，做到“一次一密”的效果。总体来说，这种方案能保证数据的保密性和完

整性，同时满足通信数据量大的需求，适合实际应用。 

用户信息保密性 

由于不断有用户登录和退出，而且同一用户也可以换点登录，因此本 LBS 系统中邻近群是动态实时更新的，

同时选择代理用户的过程也是完全随机的，因此攻击者很难对用户每次查询过程做完整的跟踪与破解，尤其是

在用户量很大的情况下。服务器能获得查询信息的具体内容，但无法获知真正发起查询的用户；代理用户能获

知真正发起查询的用户的身份信息，但无法获知该用户查询的具体问题。假如代理客户端出卖了查询用户的位

置信息，那么由于查询用户的位置信息只有代理客户端知道，而且查询用户也知道代理客户端的位置信息，因

此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我们达到了分离用户身份信息和位置信息的效果，从而保证了用户完整信息的保密性。 

(3)实效机制 

1. 在身份认证方面，我们采用 RSA 算法，该算法安全强度高、效率较快，保证了 LBS 系统登录的实效。 

2. 在通信数据加解密方法，我们采用了 AES 算法，具有高效的加解密速度，不影响 LBS 服务的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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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及总结 

实验场景：服务器一台，user、Alice、Bob、Cathy、

Dean五个用户登录系统，由Alice发起三次查询。 

实验总结：客户端地图显示了从“星12舍”到“星

湖”的 短路径。在消息列表中可以看到三次查询过

程中的代理用户分别是user、Alice、Dean。这说明

了选择代理的随机性，实现了真实用户位置信息与查

询信息的分离。  

4.创新点总结 

(1)硬件产生会话密钥，更随机                             图2 客户端查询结果  

用 CPLD 芯片产生随机数来作为 AES 通信密钥，真随机数数列是不可预计的，因而也不可能重复产生两个相

同的真随机数数列。这样密钥不容易被猜测出来，密钥也就更安全，用户的信息也就更容易的被保护。 

(2)不基于第三方，更安全 

目前有关位置隐私保护的方法主要是基于可信第三方（TTP-based)的保护，这些方法较为复杂并且成本较

大、安全性不够高，第三方可能将信息泄露，而我们设计的 LBS 隐私保护模型是和第三方无关的，更符合实际

的需求。 

(3)身份认证及通信加密，更可靠 

采用 RSA 签名，来验证用户身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使用强大的加密技术和公钥基础结构，以更

好地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受认可性。  

用 AES 加密，可以保证信息的秘密性。加密是保护数据安全的重要手段。加密的作用是保障信息被人截获

后不能读懂其含义。 

5.未来工作 

本模型无论是从选题、模型还是应用都具有非常大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希望在下一步工作中

进行进一步完善： 

(1)用户信息隐私保护问题与服务质量问题间的平衡问题 

尽管本文实现的基于位置的服务模型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位置服务的隐私安全性，并且在此设计过程中已尽

可能实现位置服务的高效性，但安全与效率之间一直都是相互制约的，这种方案是以牺牲网络处理性能为代价

的。基于此，在实际的处理过程中，我们应在安全要求级别和网络性能要求之间折中，根据不同情况不同的用

户需求背景来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2)位置隐私需求个性化与服务质量间的平衡问题 

如果系统的隐私度高于用户需求，则影响服务质量；如果系统的隐私度低于用户需求，则产生隐私泄露的

现象。因此，在 LBS 服务系统中增加以消息或者个人为单位，让用户自定义个性化的隐私需求，从而动态地协

调隐私保护与服务质量的平衡点会更加使模型符合实际应用，更加人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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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NDIS 中间层驱动的 Web 安全动态防护系统设计与实现 

参赛队伍：戴硕, 侯杰, 李杰, 杜杉 

指导教师：杜晔 

参赛高校：北京交通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站已经成为信息化建设中的典型应用，随之而来的对于网站

的各种攻击也成为安全事件中的焦点。目前,对于Web服务器的安全防护主要采用的是防火墙

和入侵检测两种安全机制。而前者由于其自身的许多不足，自90年代后期开始，入侵检测技

术得到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重视，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针对Web防护的入侵检测系统主要存

在以下两点不足：① 由于是“旁路检测”方式，即使检测引擎发现数据包是违法的，但由

于恶意数据已经提交给高层处理，此时能够实现的仅仅是中止恶意数据的继续攻击以减小损

失。② 检测引擎通过分析数据包判断是否有入侵行为发生，其精度取决于后台规则特征库

的完备性。但随着存在安全隐患的Web应用程序数量的骤增，许多系统都未包括新出现的攻

击，如危险度很高的SQL注入和跨站脚本攻击的防御规则。本作品将主要针对以上不足，设

计并实现一种能够实时阻断恶意数据的动态安全防御机制，以DDK Passthru例程为骨架，采

用基于NDIS中间层驱动的数据拦截方式，实现数据包的“非旁路监控”。此外，在确定规则

库关键字段和数据结构的基础上，针对每种不同种类的攻击形式进行特征提取，研究并设计

新的检测规则，验证其有效性和规则库的完备性。 后，本作品要构筑一个入侵检测与防火

墙联动的动态安全体系，设计通信机制当检测到恶意入侵行为时，迅速启动联动机制，实现

防火墙策略修改，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实现整体安全控制的目的。 

1.相关工作 

NDIS（Network Driver Interface Specification）是微软公司和 3Com 公司合作开发的网络驱动接口规

范。它是用于实现传输驱动程序和网卡驱动程序之间的相互通信的网络驱动规范。Windows 所有的网络通信

终必须通过 NDIS 完成，开发者可以方便地添加自己对网络的过滤拦截程序。 

编写 NDIS 中间层驱动来拦截网络数据包，是 NDIS 中比较常用的截包手段，数据截获者可以处理截获的数

据包，比如，重新封包、加密、内容过滤、网络地址转换等。NDIS 可以通过注册微端口驱动设备、为上层 TDI

传送者（也称为协议驱动）注册代理、为底层微端口驱动注册代理的方式实现截包功能。这种截包方式具有能

够对流经网络设备（如以太网卡）的所有输入输出报文进行处理，进而能够获得更多的操作空间的优点，但也

存在不能对拨号网络的报文进行处理、无法实现程序的自动化安装的缺点。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1)基于 NDIS 中间层驱动的数据包拦截技术 

中间层驱动（NDIS）位于 TDI 传送者（也称为 NDIS 协议驱动）和微端口驱动之间。编写 NDIS 中间层驱动

来拦截网络数据包，然后处理截获的数据包。本项目采用如下方式实现： 

1. 用 NdisMInitializeWrapper 向 NDIS 注册微端口驱动设备； 

2. 调用 NdisIMRegierstLayeredMiniport 为上层 TDI 传送者（也称为协议驱动）注册 MiniportXxx 函数； 

3. 调用 NdisRegisterProtocol 为底层微端口驱动注册 ProtocolXxx 函数； 

4. 实现注册的 MiniportXxx 函数和 ProtocolXxx 函数，拦截。 

5. 通过实地址内存映射，建立内核与应用层的共享内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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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规则检测及开卷程序 

 

图 2. 程序结构 

将数据存入共享内存中如下结构体，并形成循环队列： 

typedef struct _PACKET_BUFFER  

{ BOOLEAN  NewPacket;  

 UINT   DisposeResult;  

 char    HeaderBuffer[14];  

 UINT   HeaderBufferSize;  

 char    LookAheadBuffer[1500];  

 UINT   LookAheadBufferSize;  

 UINT   PacketSize;  

 NDIS_MEDIUM  Medium;  

 NDIS_HANDLE  MiniportHandle;  

 NDIS_HANDLE  MacReceiveContext;  

}PACKET_BUFFER, *PPACKET_BUFFER;  

(2)Web 入侵防御规则库的建立以及开关程序 

 
图 3 规则树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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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强调规则库的完备性，以保证整个防御机制的有效性， 大限度降低“漏警”。对于目前常见的攻击，

我们可以借鉴已有的开源软件提供的部分规则并加以修改。对于新出现的攻击，要自主进行特征提取。比如针

对 Web 威胁等级较高的 SQL 注入，攻击者通过在应用程序中预先定义好的查询语句结尾加上额外的 SQL 语句元

素，欺骗数据库服务器执行非授权的任意查询。本项目采用如下解决方案：  

1. 在服务端正式处理之前对提交数据的合法性进行检查. 

2. 封装客户端提交信息. 

3. 替换或删除敏感字符/字符串. 

4. 屏蔽出错信息. 

5. 将 Web 攻击手段用符号化语言加以描述形成规则库，并构建规则树，如图 3： 

根据匹配算法的结果，判断缓存数据包的合法性。并控制开关程序。 

(3)分布式防火墙联动技术 

当检测部件发现入侵行为后，迅速启动联动机制，产生入侵报告(包括入侵类型、协议类型、攻击源的地址

和端口、攻击目标的地址和端口、时间等)，经过联动代理基于XML进行封装和加密发送给联动控制模块。分析决

策模块对入侵报告处理后得出相应的响应策略，并通过策略应用模块通知所有已知防火墙的联动代理，结构如下

图4所示： 

        

图4 联运图                                            图5 流程 

联动代理从中解析响应策略，为各自防火墙新建访问控制规则。网络平台基于SSL进行设计，通信机制如下

图5所示： 

由于当一次入侵发生时，局域网中的所有防火墙均做出相应策略的动态修改，从而实现对突发网络攻击的主

动防御。 

3.实验及结果 

(1)防御系统有效性 

① SQL 注入攻击的防御 

② 专用攻击软件 

③ 手动注入攻击 

④ CSS 跨站脚本攻击的防御 

⑤ 其他漏洞攻击——通过 X-Scan-v3.3-cn 进行测试 

结果:全部成功防御 

(2)防御系统实时性 

 单机 X-Scan-v3.3-cn 扫描，选项为全部 Web 漏洞，开 100 线程，比较是否加载驱动程序后的耗时(s); 

 多机 X-Scan-v3.3-cn 扫描，选项为全部 Web 漏洞，开 100 线程，比较是否加载驱动程序后的耗时(s)。 

结果:在正常攻击频率下,反应正常,无过大耗时. 

分布式联动机制可靠性 

结果:成功实现多体主动防护. 

4.创新点总结 

(1)基于 NDIS 中间层驱动的数据包拦截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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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DIS 是用于实现传输驱动程序和网卡驱动程序之间相互通信的网络驱动规范。以 DDK Passthru 例程为骨

架，编写 NDIS 中间层驱动来拦截网络数据包，可以自己处理截获的数据包，如重新封包、加密、内容过滤、网

络地址转换等。实现数据包的“非旁路”式拦截，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 

(2)构建完备性高的入侵防御规则库 

    在确定规则库关键字段和数据结构的基础上，针对每种不同种类的攻击形式进行特征提取，形成规则库。

本项目的规则库不仅有针对典型攻击的检测规则，还要包括针对新出现攻击的检测规则，如 SQL 注入和跨站脚

本攻击。而当前的一些系统，大都未添加此部分规则。 

(3)分布式防火墙联动技术 

当检测部件发现入侵行为后，迅速启动联动机制，产生入侵报告经过联动代理基于 XML 进行封装和加密发

送，由分析决策模块通知所有已知防火墙的联动代理为各自防火墙新建访问控制规则。网络平台基于 SSL 进行

设计。 

5.未来工作 

 为加快系统的反应速度,减少延时,我们要逐步实现硬件级别的开发. 

 随着新漏洞的出现,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入侵检测规则库. 

 为增进分布式联动机制的普适性,我们要开发出针对异构防火墙的联动系统. 

参考文献 

[1] Shuo Dai, Ye Du.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ynamic Web Security and Defense Mechanism based 

on NDIS Intermediate Driver, APCIP2009, Shenzhen,ISBN:978-1-4244-4470-0. 

[2] 戴硕，杜晔.一种基于分布式防火墙与入侵检测系统联动构架的通信机制,微电子学与计算机,DPCS2009. 

[3] Ye Du, Jiqiang Liu, Jieyuan Li.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DEFENSE MECHANISM FOR SQL 

INJECTION ATTACK. ICACTE 2009, Egypt. 

[4] W3C. XML [EB/OL].http://www.w3.org/XML/. 

[5] Netscape.SSL[EB/OL].http://developcl.netscape.com/docs/manuls/security/ssljn/contents.htm. 

[6] Walter Oney. Programming the Windows Driver Mode. Microsoft Press. 2004. 

[7] Chris Cant著，孙义等译. WDM设备驱动程序开发指南.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8年. 

[8] Microsoft. Windows 2003 Driver Development Kits Document. Microsoft Corporation. 2003. 

[9] Microsoft. Microsoft Software Development Network. Microsoft Corporation 

http://msdn.microsoft.com. 

 

 



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获奖作品集 

第 143 页 共 297 页 

基于格的类 Ntru 算法的软硬协同设计与实现 
参赛队伍：孙浩川, 张磊, 娄方波, 童益萍 

指导教师：任伟 

参赛高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嵌入式系统技术也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嵌

入式系统芯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运算、存储等资源有限，因此，传统密码系统由于对运

算和存储能力要求较高，很难在上述系统中实现。然而，由美国三位数学家（Jeffrey 

Hoffstsin，Jill Pipher，Joseph H.Silverman）于 1996 年发明的 NTRU 公钥密码算法是

一个轻量级密码算法，其安全性基于数论中在一个非常大的维数格中寻找一个很短向量的

数学 NP 难题，已被证明了和经典的 RSA、椭圆曲线密码(ECC)等算法是一样安全的，且能抵

御量子计算机的攻击。在同等安全前提下，NTRU 比 RSA 等算法运行的速度要快的多，其密

钥生成也更快，且需要的存储空间少，这意味着降低了对处理器、存储器的性能要求，因

此，NTRU 算法将在资源相对有限的嵌入式系统芯片，包括智能手机（4G，3.5G），无线传感

器，RFID，智能卡等设备中得到广泛应用。基于以上事实，本项目研究了基于格（Lattice）

安全的类 NTRU 算法的实现方案，对 NTRU 算法进行了优化设计与实现，强调了概率加密等

概念。同时还进行了软硬件的协同设计，使得密码系统的性能到达 佳，即合理分配功能

单元，软硬件的分别实现。 后，对本文所提出的方案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测试和性能评价，

包括正确性测试和多环境下的时间性能评价，并对其进行了分析总结和对比。与现有文献

中的方案相比，本方案耗电量小，速度快，对硬件要求低，安全性高。 

1.相关工作 

    由于NTRU是一个比较新的算法，因此国内对NTRU的研究文献比较少。归纳起来，NTRU的相关工作主要有对其

以下几方面。 

(1)相关数论问题的研究 

NTRU算法运行在多项式环 [ ] ( )1/XZR −= NX 上，其算法过程中主要涉及多项式加、减、乘、模等运算，因此

关于NTRU中数论主要涉及到的是多项式是否有逆存在的判定以及怎样求多项式逆和多项式运算快速算法等问题

的研究，相关文献有[1,23]。 

(2)算法实现的研究 

算法实现的研究是研究算法的整个加解密过程的具体实现，包括随机多项式产生、多项式求逆、多项式卷积

计算等各模块的具体实现及整个实现方案。目前已有很多不同的有效快速实现方案，见[14,18,19,20]。 

(3)算法优化方面的研究 

为进一步提高加解密速度，降低存储要求，对算法进行优化的研究也在不断的进行中，然而这方面的研究

成果并不乐观，多集中在参数选择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3,4,5,15]。 

(4)解密失败的研究 

虽然 NTRU 密码体制有速度快、低要求等优点，但 NTRU 密码体制本身不是一个完善的密码体制，存在解密

错误现象，即存在有的密文不能被正确解密为明文的现象。因此 NTRU 的研究便有此分支，主要研究解密错误的

原因、解密错误的补救措施。在这方面已有了一定的成果，目前已有平均值计算、参数选择、明文填充等技术

来避免译码错误问题,见[7,11,13,21,22，26]。 

(5)算法攻击的研究 

为了证明算法的高安全性，进行算法攻击的研究尤为重要，设计新的攻击算法，以证明算法的抗攻击能力。

目前的研究中针对 NTRU 算法的攻击方法主要有选择明文攻击、强力攻击、中间相遇攻击、格攻击、折叠攻击、

多重输出攻击、选择密文攻击，还有基于格理论的遗传攻击等，见[8,9,1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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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九、 NTRU算法及其优化 

本作品对NTRU算法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索和研究。在广泛阅览国内外NTRU算法的相关研究文献，

累计了大量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对整个算法加解密流程进行了分析并进行了优化改进。 

十、 NTRU加解密算法的完整实现方案 

本作品在完成了随机多项生成、多项式卷积和多项式求逆等过程的实现的基础上设计了完整的NTRU算法的实

现方案。NTRU算法用于加解密的方案设计主要框图如图1所示。 

 

图1  NTRU算法实现方案 

基本设计思想如下： 

(1)参数由用户通过用户界面直接输入，仅仅输入加密设备的所需参数( N，q， fd ， gd ， rd )，用于生成

随机多项式； 

(2)生成随机多项式后，进而生成密钥 f(x)，g(x)和 r，求出 pF ， qF ，并计算出公钥 h(x)= qF *g(x)(mod q)； 

(3)用户输入明文，之后系统先对明文进行编码，之后用随机产生的公钥进行加密，产生密文；输入产生的

密文，就可以对其进行解密，输出明文。 

十一、 软硬协同设计 

在本作品中，我们进行了软硬件的协同设计，其基本思想是将不同模块分别用软件和硬件来实现。把调用频

繁、时间开销大的模块用硬件实现，而那些简单的运算用软件实现。通过软硬协同设计，软硬件的分别实现，合

理分配功能单元，使得密码系统的性能到达 佳。 

3.实验及结果 

    本作品提出的实现方案的所有算法均采用标准C语言编写，并且还编写了测试程序，包括正确性测试和性能

评价。其中正确性测试分别对多项式卷积与求逆算法的正确性以及整个加解密算法的正确性进行了测试；性能评

价在不同环境（具体见作品报告）下分别测试了NTRU算法在不同安全级别下的加密、解密和密钥生成的速度。我

们对三种不同机环境下进行的三个主要模块的测试结果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和分析，还进行了比较。 

 通过正确性测试得知，我们的所有算法的实现是正确的，能完成正确的密钥生成及加解密工作，这也是基

本的要求。通过对时间效率测试结果的统计与分析可以得出从测试得出的各项数据来看，我们的实现方案不论在

传统PC，新一代PC，还是在笔记本等环境下均能获得较快的速度（具体数据见报告），完全可以用于实际的加解

密系统。此外，我们还将我们的测试结果同用文献[24]中JAVA实现的NTRU算法的数据以及文献[25]中RSA的数据

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可知，我们的实现算法比用Java实现的NTRU算法在加密、解密及密钥生成上都要快的多，

平均效率高100倍以上。在加密、解密及密钥生成上我们的算法均要高出两个数量极，我们验证了与RSA相比，NTRU

在速度上有相当的优势。同时，我们的实现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NTRU不仅具有很高的安全性，而且在不同环境下均能获得很高的速度，在同等安全级别下，

比其它公钥密码体制如RSA快的多。更加上NTRU多处理器，存储其的要求低，NTRU将具有广阔的应用范围，本作

品提出的实现方案将有较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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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新点总结 

(1)提出并实现了一个软硬件协同设计的方案 

通过对算法的分析，进行合理的功能分配，分别进行了可移植的代码实现，如C和Verilog源代码，并作出大

量的测试和性能评价。我们的实现方案可以在实际应用中使用，并未软硬件协同设计实现密码算法提供新的借鉴。 

(2)实现并评测了多组工业级安全参数下NTRU算法的实际性能 

据我们所知，国内在NTRU加密解密算法的工业级参数的实现和评测方面，还几乎是一个空白。本作品是国内

首次对NTRU的工业级安全推荐参数进行了C语言实现，并做了大量的正确性测试和性能评价。测试中采用三种不

同的硬件平台，五组NTRU推荐的标准安全参数，进行了数万组的数据测试，结果具有说服力，该研究意义在于了

解工业级推荐安全参数的实际运行性能，为NTRU的实际应用提供参考。 

(3)实现了包括卷积取模等关键操作的硬件优化算法 

NTRU加密算法中耗时 多的部分是 Ф*h 模 q 的乘法计算，解密算法中耗时 多的部分是 f*e 模 q 的乘

法计算。多项式 h 和 e 的系数模 q 后或多或少是随机分配的。本作品多项式卷积采用采用低汉明重量多项式

的卷积，大大提高了算法的运行速率。 

(4)f 模 p 的可逆性简化算法 

在NTRU原始算法的实现中，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密钥的生成，还是加解密，大多数时间都耗费在环R中的乘法

上，其中包括密钥生成中求 f 模 p 的逆 pF
，解密中计算 pF

*a 模 p。而在本作品中，我们采用f=1+pF的形式，

注意到具有这种形式的f必有 pF
（f 关于 p 的逆）属性,因此就不要计算f模p的逆，而且在解密中也不需要计算

pF
*a 模 p，这样大大降低了运算时间。 

(5)截断多项式求逆的优化实现 

截断多项式求逆是 NTRU 算法中 耗时间，也是 为复杂的一部分，并且它的数学基础也很复杂，所以我们

在这里使用到了一定得编程技巧，来提高它的速度。例如，在截断多项式求逆中经常使用了截断多项式的度，

所以在结构体中直接定义了一个变量来表示多项式的度，以减少其求度的次数；在截断多项式中每次都使用了

几个多项式的交换，我们首先在堆栈区为每个多项式开辟内存空间，然后分别用指针来指向各个多项式变量，

这样多个很大的多项式变量的交换，就简化为变量的赋值，这样就很大的提高了截断多项式的运行效率。 

(6)对NTRU加解密性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测试完成国内文献中还未涉及的测试和评价工作。 

我们的测试分选取了三台不同的机器，以使我们的测试的结果有更强的广泛性。 后将我们的测试结果全部

转化为在不同安全级别下的加解密的信息量，将测试结果统一，便于同其它算法进行比较，同时给出了一个很规

范化的结果。 

5.未来工作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NTRU的算法，继续探索NTRU签名方案的功能，继续完善软硬件协同设

计的方案，同时，发挥NTRU算法高速、低存储、简单及易产生密钥的特点，继续探索NTRU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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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痕迹关联分析的计算机取证系统 

参赛队伍：唐贤根, 吴晓阳, 乔寓然, 赵政宇 

指导教师：任江春 

参赛高校：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随着网络和计算机犯罪问题的日益突出，电子取证技术和工具的研究异常迫切。现有

取证工具存在检测不全面、使用复杂、专业知识要求高等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取证工作的

普及和发展。我们从实际需求出发，采用了基于线索导向的自动取证技术、多样化可定制

痕迹提取技术、基于磁盘碎片关联的痕迹数据深度恢复技术、多层次痕迹搜索加速技术以

及证据生成和篡改识别技术等，实现了一个基于痕迹关联分析的计算机静态取证系统。该

系统具备专家模式和向导模式两种使用方式，能从应用程序、操作系统、设备物理存储等

多个层次深入提取原始证据，提供上网痕迹检测、文档访问记录检测、USB 使用记录检测、

删除文件记录检测，敏感内容搜索等功能。其向导模式能基于已有知识和犯罪线索，指导

用户提取相关原始证据，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取证的自动化。系统能满足公安和司法部门技

术侦察、军队保密检查、企业内部安全审计和其他取证工作的需要。 

1.相关工作 

目前，国内计算机取证软件主要有如下几类： 

 各种系统日志审计工具。如 MyEventViewer 等。 

 基于数据恢复的痕迹提取工具。如“猎隼”涉密计算机上网监察取证系统等。 

 系统安全检查软件。如军队安全保密检查系统等。 

 网络取证工具，如 F-Response 网络取证工具等。 

但总的来说，现有取证软件存在以下缺陷：证据提取时主要基于文件名进行搜索，缺少根据内容进行底层

扫描的有效手段；对用户专业知识要求较高，普通人很难利用其提供的独立功能得出有效的，有组织的证据集

合。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我们正视当前取证工具的不足，充分分析各种用户的需求，对取证的基本方法和技术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有： 

 用户取证需求分析：支持多种证据数据来源，高效，使用方便 

 原始证据的多样化提取技术：对于系统日志，删除文件，文件访问，设备使用，上网记录等每个方面都从

多角度进行痕迹提取，快速、分类。 

 证据的关联分析技术：基于“犯罪模式 行为步骤”和“行为步骤 痕迹记录”的两级映射关系，以各种

犯罪模式或专家经验作为关联规则，对各种证据进行关联分析。 

 深度数据恢复技术：从物理存储设备底层，文件系统底层，恢复出各种有用数据或敏感数据碎片。 

 证据搜索的加速技术：综合采用磁盘数据缓冲动态分配、快速鉴别目录区与数据区以及预扫描目录区数据

等加速手段，尽可能提高取证的效率，节约用户时间。 

 证据的篡改识别技术：采用加密算法进行加密并使用 MD5 来验证文档是否被修改，从而识别篡改与否。 

3.实验及结果 

我们在“AMD Turion64X2 1.6GHz  256M 内存 Windows XP SP2”的虚拟机上对本系统进行了如表 1 所示的

多项测试。 

上述测试均达到了预期的要求。结果表明基于痕迹关联分析的计算机取证系统能够从多个层面提取多种原始

证据，并对这些证据进行一定的关联分析， 终生成有效的取证报告，能满足当前常见的用户取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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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系统测试 

测试用例或

测试内容 
测试方案 测试结果及分析 

文件搜索 基于文件名的搜索 

基于文件内容的搜索 

基于内容和大小的搜索 

文件搜索能有效从目录中快速取得文件地址。完成了预期功能。 

删除文件记

录搜索 

删除文件后的搜索 

格式化后的搜索 

脱离原操作系统搜索 

删除文件记录搜索能有效从系统中取得删除文件的记录。常规访问记

录搜索能快速找出被删除文件的文件名，大小和访问时间，能满足大

多的取证需求,深度搜索能搜索出更多的结果。 

上网记录搜

索 

基本的常规搜索 

系统格式化后的搜索 

常规上网记录搜索能有效从系统中取得网页访问的历史记录。深度访

问记录搜索能较全面的找出被删除的上网记录，网址和访问时间，能

满足大多的取证需求。 

文件访问记

录搜索 

访问文件后直接搜索 

删除文件后搜索 

脱离原操作系统搜索 

文件访问记录搜索能有效从系统中取得文件访问记录。常规访问记录

搜索能快速找出被访问文件的文件名和访问时间，能满足一般的取证

需求。但其实现依赖于操作系统，当系统未启动时，则不能得到访问

记录。深度搜索不依赖于操作系统，能搜索出更多的结果。 

敏感内容扫

描 

文件存在时的搜索 

被永久删除后的搜索 

格式化并改变文件系统

后的搜索 

基于关键字的敏感内容扫描能够越过操作系统对硬盘访问的限制，按

磁道和扇区搜索关键字。搜索出的结果能够关联到文件并以 HEX 和

ASCII 码的形式呈现给用户。测试中模拟了用户对数据的典型破坏行

为——删除和格式化，本功能在这种数据破坏程度下亦能很可靠地找

到有效数据。时间效率方面，虽然使用的是逐扇区扫描技术，但采用

了大规模缓冲技术加速扫描过程，完成时间相对来说较短。 

QQ 盗号取证 进行一次完整取证 在题设的典型盗号场景下，本功能能从盗号者的计算机上成功找到盗

号的证据。 

泄密隐患检

测 

进行一次完整取证 测试时，软件先进行 USB 扫描并检测到了 条 USB 存储介质使用记录，

之后并行进行敏感信息检测和上网记录检测，并发现相关记录。根据

以上得到的结果，系统得出结论，此计算机有严重的泄密隐患。 

证据生成及

篡改识别 

篡改证据文档后检测 证据文档在没有被修改时可以正确打开，在被修改后打开时会报警，

告知已被修改。完成了证据生成和篡改识别功能的预期设计目标。 

向导式取证 进行一次完整的取证 向导式取证模块能按照所选择的取证场景，根据后台关联数据库中的

规则生成正确的取证路径，并按照取证路径完成自动取证。取证路径

的提示与取证过程同步，目的场景成立与否由取证路径是否成立决

定。完成了向导式取证的预期设计目标。 

4.创新点总结 

(1)基于线索导向的辅助自动取证技术 

特定的安全事故、某种类型的电子犯罪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一系列事件节点才能完成，且其内部

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线索导向取证技术采用“犯罪模式 行为步骤”和“行为步骤 痕迹记录”两级映射的

方法生成取证步骤，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取证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2)多样化可定制痕迹提取技术 

多样化可定制痕迹提取技术，其主要思想是：契合用户需求，广泛挖掘痕迹信息的来源并对这些来源进行

标记，并根据用户的选择将这些痕迹信息提取出来，辅助检查人员进行鉴别。 

(3)基于磁盘碎片关联的敏感数据深度恢复技术 

此项技术基本思想是利用文件系统的管理数据结构（FAT32 中是文件分配表，NTFS 中是 MFT）重建碎片之

间的连接关系，复原文件结构和数据。这项技术是为实现从系统底层获取原始数据的技术。 

(4)多层次痕迹搜索加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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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磁盘中存储的数据信息越来越庞大，在计算机信息取证过程中的性能优化与加速也是一个必须要解决

的关键问题。我们通过动态分配磁盘数据读取缓冲区，快速鉴别目录区与数据区和预扫描目录区数据等手段，

确保了痕迹搜索的快速和高效。 

(5)证据篡改识别技术 

取证结束后，系统会根据需求生成证据文档，并在生成文档的同时使用 DES 加密算法对文档内容进行加密、

使用 MD5 对加密后的内容作摘要。这样就可以识别对于证据的非法篡改。 

5.未来工作 

 增加对Windows Vista, Windows 7的支持，推出取证模式的网络共享支持，给用户提供软件错误报告支持。

继续完善已有功能，使其更加高效，全面，准确。增加自动取证种类，并提供犯罪模式数据库的网络更新功能。

加强对特殊数据格式的支持，如针对压缩格式，加密格式的基于内容取证功能。 

参考文献 

[1] C.斯蒂尔. 《windows 取证 ——企业计算机调查指南》. 科学出版社 2007.6. 

[2] 周宏伟，韦大伟，郭渊博. 《一种数字取证完整性方案》. 计算机应用研究 2007.12. 

[3] 赵双峰，费金龙，刘楠，武东英.《Windows NTFS 下数据恢复的研究与实现》.计算机工程与设计 2008.1. 

[4] 王彩玲. 《日志分析在计算机取证中的应用》. 福建电脑 2006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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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自识别的可信数据保护工具 

参赛队伍：李佳瑾, 武云龙, 孙培超, 史小杰 

指导教师：严飞 

参赛高校：武汉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传统的安全技术如防火墙、杀毒软件等都是通过单纯扫描自身主机或者所在网络达到

保护数据的目的，不能对终端运行的环境进行整体性的安全态势扫描与探测，这使得这些

安全产品、工具对终端的保护能力受到了较大限制。同时，传统安全产品实现保护和防御

功能的部署需要消耗有限的系统资源，从而对整体网络的易用性与经济性有一定影响。因

此，我们提出了一套“基于环境自识别的可信数据保护”体系，并以此体系为依据，以

ARM2410-S 为实验平台，完成了一个既可以对网络环境进行扫描与监控又可以保证用户主

机信息安全的演示工具，即“基于环境自识别的可信数据保护工具”。通过采用对“基于环

境自识别的可信数据保护”体系的部署，终端系统能够通过我们设计的演示工具，较好的

掌握接入网络的运行环境安全态势，系统的安全整体环境能够得到比较大的提升。通过实

验表明，我们所提出的体系是合理的，所完成的演示工具是能够基本实现基于环境自识别

的可信数据保护的目标。 

1.相关工作 

随着网络攻击事件的频繁发生，网络安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网络安全技术也多种多样，如信息加密

技术、安全交换机技术、防火墙技术、认证技术等，这些技术从不同的方面对数据的安全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但是也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1）目前大多数安全产品基于被保护主机实现，这就使得它们必然要

消耗占用有限的系统资源，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其功能越来越多，对资源的要求也必然提高，这就将造成

系统资源紧张，从而影响系统的性能。2）传统保护模式都是从被保护主机出发，针对主机上的病毒或者遭受的

攻击来采取措施，却没有对网络的环境安全情况进行分析与处理； 3）人为误操作带来的问题。在传统保护模

式下病毒、木马等在网络中传播，入侵主机，会增加人为操作失误带来的损失。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设计出了基于环境识别的可信数据保护工具，本作品跳出本机保护的固有模式，基于硬

件实现，自动识别网络环境的安全级别，实现了被保护实体的安全与被保护实体的联动，达到了保护终端系统

的目的，同时减少了人为误操作造成的损失，从而确保信息与数据的安全。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作品是以 ARM2410-S 硬件平台为核心实验平台，通过对 uClinux 的定制，建立起了一个嵌入式的核心实

验环境，同时以用户终端为被保护端，以另外一个终端为控制端，从而建立了一个“基于环境自识别的数据保

护工具”的演示体系。 

本作品的整个工作流程是这样的：首先用户主机在接入网络环境时，控制端通过串口向本作品发送一个控

制信息，收到控制命令后就对当前的网络环境进行扫描，并扫描结果通过 RS232 串口反馈给用户主机，用户主

机在开机后会在 GRUB 引导系统之前暂停继续加载，当收到本作品反馈给主机的信息之后，根据当前网络相应的

安全级别，然后再通过 GRUB 将系统引导进入相应的安全级别的操作系统。本作品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用户

数据的安全。 

在作品开发设计过程中，我们主要遇到了两大技术难点：一是嵌入式硬件平台的开发；二是 GRUB 的裁减

方案。通过努力，我们实现了在嵌入式硬件平台进行网络环境的识别，同时 Grub 能够根据识别的结果进入不

同的操作系统。  

3.实验及结果图 

为了检验我们的作品的功能与稳定性，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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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环境： 

搭建一个局域网，局域网上有四台电脑，其中两台环境机，一台被保护的电脑，一个控制端以及我们的基

于环境自识别的数据保护作品。 

整体如图 1所示： 

   

图 1 整体图                                      图 2 局部图 

实验流程： 

被保护电脑接入网络，并开启电脑，系统在加载 BIOS 时暂停加载；此时控制端发给本作品一个命令，本作

品即对当前的网络环境进行扫描，并将扫描结果通过串口反馈给被保护的用户电脑，此时接到反馈信息的被保

护的主机，再根据扫描到的环境安全级别利用 GRUB 引导进入相应的操作系统。 

当被保护电脑进入系统接入网络后，本作品会继续对网络环境进行扫描，这时在没有漏洞的电脑打开一些

危险的端口，则本作品会将扫描到的情况反馈给被保护用户主机，用户再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处理。 

   测试结果 

(1)TEST 1 

当 ESR 检测网络环境发现环境安全时，将发送信号’0‘给被保护机，被保护机将启动进入 LINUX 操作系统。 

(2)TEST 2 

模拟攻击，此时将一台存在安全隐患的环境机接入环境中，此时 ESR 将报警，并通过串口发送’1’给被保

护机，由用户选择进入没有机密数据的操作系统，如 WINDOWS XP。 

(3)TEST 3 

模拟攻击，如果此时服务器存在漏洞，如 CGI 等，此时 ESR 将通过串口发送信号‘1’给被保护机，由用

户选择进入没有机密数据的操作系统，如 WINDOWS XP。 

4.创新点总结 

(1)创新的体系架构 

本作品采用了一种新颖的体系架构来保护用户的主机。与传统作品相比，本作品跳出传统保护模式，不仅

对网络环境进行了监控与扫描，对用户系统的安全情况也采用了一种良好的解决方案。 

(2)技术的创新 

传统保护方式被保护主机都是独立的个体，本作品通过被保护主机对网络环境的自识别，将网络中各个主

机联系起来构成宏观主整体，实现从宏观网络上解决安全问题。 

(3)应用的创新 

相对于传统保护可以与主机一起工作，适时地动态的地监测网络环境，却不竞争计算机有限的资源如 CPU，

存储空间；另外由于被保护主机可以主动采取防御错误，这就避免了病毒、恶意软件等在网络环境中的进一步

扩散，从网络整体上解决安全问题。 

5.未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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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作品只是基于这样一个硬件环境进行一个理论上的实施，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对作品进行更加

深入的开发，并增强作品的集成度，从而提高作品的实用性，使其真正能够做到可以像带 U 盘一样方便的使用。 

(2) 在用户数据保护方面，我们还设想将用户的硬盘分为一个加密硬盘和一个非加密硬盘，从而更好地保

护用户数据和信息。 

参考文献 

[1]Secunia APS Corporation. Secunia stay secure 2007 report[R]. http:// secunia .com/gfx/ 

SECUNIA_2007_Report.pdf.2007. 

[2]Fyodor.RemoteOSdetectionviaTCP/IPstacksfingerpfiming[EB/OL].http://www.insecure.org/nmap/

nmap-fingerprinting-article.html,2002—6. 

[3]Nessus http://www.nessus.org. 

[4]LANguard Network Security Scanner. http://www.gfi.com/. 

[5]张玉清，戴祖锋，谢崇斌.安全扫描技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131. 

[6]王丰辉.漏洞相关技术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06. 

[7]吕镇邦，张军才，张军网络安全漏洞扫描与脆弱性分析研究[J／OL].航空计算技术.2005，(2):118—121. 

[8]马遥.基于漏洞扫描的综合扫描系统设计[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6: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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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蓝牙的文件分割存储保密技术 

参赛队伍：刘志刚, 田宇, 凌雪峰, 冯彦清 

指导教师：马金全 

参赛高校：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随着人们对数据安全需求的增强，传统的数据加密方式已显得捉襟见肘，尤其是在破

译能力日益提高，各种攻击几乎无孔不入的情况下，更体现出对数据加强安全管理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基于这些考虑，本设计一方面采用抽取分割密文的方法产生密钥，同时综合使用

了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方法，使软件的安全性得到增强，另一方面采用蓝牙技术使软件的

可用性得到提高，较好的统一了可用性和安全性这对矛盾。通过测试，本设计制作的软件能

够完成对源文件的加密、抽取分割、合并、解密、还原等过程，能够较好的完成设计指标，

而且整个加密过程操作简单、便捷。 

1.相关工作  

(1)方案的分析与论证     

通过加密算法的论证与选择我们选用了AES和 RSA 加密算法；通过校验算法的论证与选择我们选用了MD5算

法；通过密钥产生方法的论证与选择我们采用抽取分割发产生密钥；通过密钥保护方式的论证与选择我们使用手

机作为密钥存储设备；通过数据传输方式的论证与选择我们采用蓝牙进行数据的无线传输。由此提出了我们的设

计方案。 

(2)本设计 终方案 

本设计通过对蓝牙和加密技术融合，采用 AES 算法对磁盘上源文件进行加密，AES 的密钥 AESKEY 由微软

提供的密钥生成协议产生，然后从加密后的数据中抽取出一部分密文，将此部分密文和相关数据经处理得到密

钥 KEY， 后将 KEY 经 RSA 加密后用蓝牙发送到手机存储，这样手机随身携带时就能够保证密钥的安全，达到

提高安全性的目的。 

本设计系统即蓝牙加密系统，其整体过程为在整个加密解密过程中电脑手机协同工作：加密时由电脑完成，

并对此过程生成的密钥处理后通过蓝牙将传输到手机，手机对其进行相关处理后储存；解密时由手机进行相关

逆处理将密钥通过蓝牙传输到电脑，由电脑完成 终的解密工作。 

(3)方案的实现 

本设计并没用采用串口蓝牙通信方式，而是采用了更加先进的 Socket 套接字通信方式。通过套接字可以建

立可靠的 TCP 连接，有效的提高了蓝牙传输的安全性和对误码的识别能力，使得传输更加安全、可靠。同时本

设计引入多线程编程的方式，以使程序在进行阻塞式通信的同时也可以响应其它操作。主要通过为每一种阻塞

操作建立一个新的线程（ThreadStart（））来实现，具体细节不再赘述，可参见源程序。 

和普通的套接字通信相同本设计有一个服务器端（手机）和一个客户端（电脑），它们分别执行不同的流程，

建立起 Socket 连接，并通过 Send 和 Recv 命令进行数据的交换。首先由服务器端建立一个 Socket 端口（包括

IP 地址和端口号），然后将一个服务绑定到此 Socket（Binding），然后调用 Listen 函数，开始监听端口。客户

端建立一个 Socket（也包括ＩＰ地址和端口号），向目标 Socket 发出 Connect 请求。服务器端接收到这个请求

后可以调用 Accept 函数接收此请求，这样它们就连接在一起了。此时就可以调用 Send 和 Recv 函数来发送和接

收数据了。 

使用套接字实现蓝牙编程框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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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使用套接字实现蓝牙编程框图 

 密钥产生 

本设计提出一种新的密钥产生方式即抽取分割，能够使密钥的产生具有随机性，从而使密钥的强度得到增

强，更加安全可靠。 

本设计中主要采用的加密算法：AES 分组加密算法和 RSA 非对称算法，并使用 MD5 算法来检验数据的完整

性。AES 使用了 256 位密钥而 RSA 采用了 1024 位密钥，具有强安全性、高性能、高效率、易用和灵活等优点。

AES 和 RSA 的密钥由微软提供的密钥产生算法封装生成，在众多的实际应用中并没有出现此算法被轻易破解的

事例，因此可以相信此密钥产生算法的强度是可信的。 

AES 的密钥将在每次打开文件时更新，保证同一个文件多次加密不会采用同样的密钥。RSA 的密钥将在每

次开启程序的时候更新，并且通过蓝牙相互交换公钥，此密钥在每次关闭程序时随内存清空而失效。本设计综

合应用 AES 和 RSA 算法，并结合 MD5 校验算法。 

 加密与解密组成 

本系统加解密主要有电脑端加密、手机端解加密和电脑端解密组成：电脑端加密由安装在电脑断的软件完

成对文件的加密，此过程需要手机端的配合；手机端解加密流程由安装在手机端的软件完成对密钥的解密和加

密，此过程需要电脑端的配合；电脑端解密由电脑端对密钥解密从而得到完成 终解密的密钥， 终完成对文

件的解密，此过程需要手机短的配合。 

本设计系统操作界面由两部分组成即电脑断的和手机断的，如图 2.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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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脑多操作界面                                  图 3 手机端操作界面 

通过对系统在无干扰情况下加解密成功率、平均用时、平均速率等参数的测试，并结合其在干扰情况下测

试参数的变化，来检验系统的抗干扰性；通过反复多次大量数据的测试，以及反复多次的安装卸载来测试系统

运行的稳定性从而 终实现对系统性能的测试。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设计研究的内容主要为如何较好得实现对数据加密，并能够对密钥的进行安全保护，以及如何可靠方便

得实现数据的传输。本设计综合应用 AES、RSA 加密算法，和 MD5 消息摘要校验算法，并采用抽取分割法产生密

钥密钥，使用手机存储密钥，并借住蓝牙完成密钥的传输，从而 后达到设计的要求提高安全性的目的。 

3.实验及结果 

通过搭建测试环境，制定测试方案，规划测试步骤，设定相关测试内容，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测试。 

通过实验我们得出以下结果 

(1)本系统成功得实现了对数据的加密和对密钥可靠得传输、安全得存储保护，而且加密安全性较高，速

率适中加密强度高； 

(2)本系统抗干扰性较强，运行稳定 

通过实验并分析得知本设计达到了设计指标，加密安全可靠性能良好。 

4.创新点总结 

 采用抽取分割式加密方法 

本设计采用抽取分割式加密方法完成对源文件的加密使得通过猜测暴力破解不可行； 

 使用手机作为移动存储设备 

本设计使用手机作为存储密钥的设备，现在人们大都随身携带手机，手机的使用也不会增添其他设备。 

 使用蓝牙实现数据传输 

在本设计中将密钥通过蓝牙传输到手机上随身携带，由于连接是无线的不需要使用USB接口，摆脱了使

用数据线带来的不便，因此数据的加密解密过程中数据的传输都很方便，而且能够避免使用U盘时易受病毒

和木马带来的侵害，另外蓝牙传输数据的速率也满足要求。 

5.未来工作 

尽管我们很努力，但本系统仍存在瑕疵：不能对以中文命名的文件进行加密，为了方便使用我们今后会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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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行改进趋至完善； 

以此设计为出发点，试着开发多台电脑间、多台手机之间及多台电脑手机之间的蓝牙加密系统，可用于商务

等领域，如实现重要商业文件的存放等； 

将此蓝牙加密系统结合想过硬件的开发应用于生活中，如可作为房屋等建筑的门锁系统，高级轿车的车门锁

系统，保险箱箱锁系统等等，使其应用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安全、方便和快捷。 

参考文献  

[1] 严紫建 刘元安.Bluetooth 蓝牙技术.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1 年. 

[2] 钱志鸿,杨帆,周求湛.蓝牙技术原理、开发与应用.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6年. 

[3] David Kramer ,Gordon McNutt ,Brian Sense ,Jennifer Bray著,李静,奉继辉,王婷,杨莉译.蓝牙应用

开发指南-----近程互联解决方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4] 赖溪松,韩亮,张真诚.计算机密码学及其应用.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1年. 

[5] Chris Sells ,Michael Weinhardt著 汪泳译.Windows Forms 2.0程序设计.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

年. 

[6] Douglas Boling著,何宗键等译.Windows CE 6.0开发者参考（原书第四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 

[7] Jay Halyard  ,Stephen Teilbet著,陈宗斌等译.C#3.0/Cookbook.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8] 明日科技,王小科,梁冰,吕双.C#开发典型模块大全.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年. 

[9] Adam Freeman ,Allen Jones著,靳京译..NET安全编程（C＃/VB.NET）.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 焦冬莉.常用两种加密算法的特点及应用分析.山西电子技术，2006 年. 

[11] 龙源.短距离无线传输技术的“前生今世” .  电子世界,第 80 期 49 页 2008 年. 

[12] 魏晓艳 ，李军.红外通讯技术与蓝牙技术比较. 电子元嚣件应用,第 9 卷第 4期,2007 年. 

[13] 宋瑞华.两种短距离无线传输技术. 西部广播电视,第 6期,2002 年. 

 

 

 



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获奖作品集 

第 157 页 共 297 页 

基于蓝牙通讯和条形码的实时身份认证系统 

参赛队伍：张明烁, 郭春平, 王可, 张雁冰 

指导教师：吴昊 

参赛高校：西安邮电学院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针对目前现有的多数身份认证系统的非实时性而导致安全事故的问题，以及手机普及

率高、蓝牙应用愈加广泛、二维条码的编译码速度快、容错能力强、信息容量大、安全性高

等特点，设计并实现了基于蓝牙通信和条形码的实时身份认证系统。系统采用C/S架构设计，

利用手机作为客户端，与认证服务器之间通过蓝牙通信扩展设备建立无线连接；摄像头作为

图像采集装置，与认证服务器之间建立有线连接；服务器在与客户端建立无线连接后，通过

客户端发来的信息初步识别用户身份；初识成功后，服务器生成动态密码，并使用初识用户

的用户密钥将此动态密码加密，把密文发送给手机；手机使用用户密钥解密收到的密文，获

得动态密码，并将动态密码信息转换成为二维条码显示在屏幕上；服务器通过摄像头拍摄手

机屏幕，识别屏幕上的二维条码，解读二维条码中所含有的动态密码信息，并与之前生成的

动态密码相匹配以验证用户身份。 终的验证信息使用图像来传输，并且利用二维条码对动

态密码信息进行表达。既使信息容易识别，又避免了无线传输的无方向性和公开性，同时使

得非法用户无法截获、破译、复制、模拟 终的验证信息，从而在保留无线方式，不失简便

易用的同时，又极大地提高了安全性能。同时用户也可以通过条码的展示和识别这一过程，

确认是向指定设备发出了请求并被确认，减少了用户对使用无线设备的连接对象不明确的担

忧，使得这一方案更容易被接受。本作品使用的是动态密码，保证了验证信息的时效性。破

解者即便可以复制验证信息，也无法重复认证过程，进一步增加了安全度。经测试表明，该

系统能有效保证身份认证的实时性、准确性和安全性。 

1.相关工作 

本系统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方便实用、通用性强、高效安全的身份认证方法，以解决现有身份认证系统中存

在的需要用户额外携带证件或设备，认证特征易被模仿，认证信息可能被截获、窃取等问题。 

系统的相关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系统框架图 

系统以手机作为客户端，与认证服务器直接通过蓝牙通讯设备建立无线连接；摄像头作为图像采集装置，与

认证服务器之间建立有线连接。 

用户在使用本系统时首先在手机端安装用于身份认证的客户端软件并在服务器端注册，客户端软件记录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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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证服务器的标识、用户标识并确认一个静态密钥，此静态密钥用MD5算法加密后，被分别记录到手机端和服

务器端，今后除修改注册信息外，并不会以任何方式传输。 

当用户携带手机进入认证服务器的蓝牙设备的通讯范围后，客户端软件检测到服务器端通过蓝牙设备广播的

服务信息，提示用户是否建立连接。如果用户确认连接，则建立连接并将相应的用户标识发送至服务器。 

服务器通过识别用户标识，初识用户身份，并随机产生动态密码。随后进行认证过程。 

服务器端使用事先存储的用户密钥（已经由MD5算法加密）对动态密码使用对称加密Blowfish进行加密，将

加密后的信息发送回客户端。 

客户端用存储的用户密钥（同样已经由MD5算法加密），或者用户即时输入的密码经MD5加密后的值，对获得

的信息进行解密。 

客户端将由解密得到的动态密码转换成QR Code二维条码信息并显示出来。用户将手机屏幕置于摄像头前，

由摄像头采集图像。 

服务器端将摄像头采集的图像进行分析获得二维条码所含的信息。通过将这些信息还原为原来的形式，即动

态密码，并将其与保存在服务器端的动态密码相比较，如果相同则确认其身份。 

如果认证成功或长时间没有从屏幕上获得正确的图像信息，则放弃动态密码。一旦开始认证，认证的全部处

理过程都会记录到日志文件中，以便日后的查证。 

本系统允许用户对手机端程序进行密码保护，或者本地不存储用户密钥，而是由用户即时输入，以进一步提

高系统的安全性。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系统涉及的核心技术有蓝牙通讯技术、二维条码QR码技术和特定图像处理技术。 

(1)蓝牙通讯技术 

蓝牙技术，是一种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工作在2.4GHz频段上。利用“蓝牙”技术，能够有效地简化掌上电

脑、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电话手机等移动通信终端设备之间的通信，也能够成功地简化以上这些设备与Internet

之间的通信，从而使这些现代通信设备与因特网之间的数据传输变得更加迅速高效，为无线通信拓宽道路。 

(2)二维条码QR码技术 

QRCode二维条码的中文译名为“快速响应矩阵码”，是由日本Denso公司于1994年9月研制的一种矩阵式二维

条码符号。QRCode二维条码除了具有一维条码及其它二维条码所具有的信息性高、可表示汉字及图像等多种信息、

保密防伪性强等特点外，还具有识读速度高、识读方位全、同时能有效地表示汉字。 

(3)特定图像处理技术 

特定图像处理技术主要包括图像灰度化、中值滤波、图像二值化。 

灰度化就是将彩色图像转化成灰度图像。彩色图像中的每个像素的颜色有R（红）、G（绿）、B（蓝）三个

分量组成，而灰度图像是R（红）、G（绿）、B（蓝）三个分量相同的一种特殊的彩色图像。 

中值滤波是对一个滑动窗口内的诸像素灰度值排序，用其中值代替窗口中心像素的原来灰度值，它是一种非

线性的图像平滑法，对脉冲干扰级椒盐噪声的抑制效果很好，在抑制随机噪声的同时能有效保护边缘少受模糊。 

图像二值化是将图像上的点的灰度值置为0或255，也就是将整个图像呈现出明显的黑白效果。 

3.实验及结果 

详细数据见《作品测试报告》 

(1)测试模块： 

 服务器端模块。该模块主要测试了二维条码图像的采集功能、二维条码的识别功能、用户身份验

证功能、蓝牙服务器端服务功能的提供功能、Blowfish 动态密码的生成功能、后台数据库的服

务的功能、访问日志的记录功能； 

 客户端模块。该模块主要测试了蓝牙客户端服务功能、动态密码接收功能、二维条码生成与展示

功能。 

(2)测试方式： 

功能测试和性能测试。 

(3)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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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测试结果： 

各个模块的功能均可实现。 

 （2）性能测试结果： 

服务器端模块性能测试结果：除二维条码识别率仍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外，其余模块性能均良好。 

客户端模块性能测试结果：除一次意外以外，其余测试均表示各模块性能良好。 

4.创新点总结 

(1)将手机蓝牙硬件地址、服务口令、动态密码三重验证结合保障身份认证安全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手机用户在 6 亿左右，由此可知，手机在现代社会几乎已经是一种随身携带的

必备之物。所以利用手机作为身份认证的硬件载体降低了身份证明的成本、提高了身份认证安全性和便捷性。 

(2)将二维条码作为身份认证的软证件 

借助 QR Code 二维条码的快速编码、译码性和大容量等特性。以二维条码作为身份认证的软件载体具有安

全、便捷、高效等优点。 

(3)利用二维条码物理传输与蓝牙无线通信结合，提高了身份认证中认证信息的安全性 

鉴于二维条码的容量大、响应快等优势和蓝牙通讯的普及率高等优势，将二维条码和蓝牙通讯技术相结合，

使两次认证信息通过不同的传输方式传输，进一步提升了本方案的安全性。 

5.未来工作 

由于系统本身依然存在一些方面需要改进，如手机客户端生成 QR 二维条码时的速率问题和服务器端服务运

行状态的检测分析等。因此，我们对其下一步的优化做出如下几点设想： 

(1)将服务器端功能设计在嵌入式设备之上，如借助 ARM 等作为本套方案的服务器载体，可大幅度降低本系

统实施的成本，有效拓宽本方案的应用范围。 

(2)摄像头拍摄部位将依据具体环境和摄像头像素、焦距等因素设计一套可伸缩距离的拍摄通道，有效阻止

其他各方面的干扰，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实时性。 

(3)由于蓝牙有效通信范围为10m，所以为扩大本方案的使用范围，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欲将蓝牙通讯技术替

换为Zigbee技术，Zigbee技术的通信范围大，功耗低、自组织特性将为本系统的推广使用提供更好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本套系统以其鲜明的特色，较高的性能，对信息安全身份认证领域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作

用；可以在高安全需求的门禁、以及各种与银行联网的商场消费等场所发挥其良好的性能。可以预见，本系统在

未来有较广泛的市场前景和较高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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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万波.基于 MATLAB 的图像处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3]范九伦，张雪锋，刘宏月等.密码学基础.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4]蔡高《客户端与蓝牙服务器的通信》，No.2，2003，Vol.23，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 23

卷第 2 期. 

[5] 吴昊等《在手机与 PC 间收发二维条码的研究与实现》，2007 年 2 月 计算机技术与发展 第 17 卷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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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觉密码的多秘密分享系统 
参赛队伍：沈刚, 李翠, 乔希木, 黄后彪 

指导教师：郁滨 

参赛高校：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视觉密码（Visual Cryptography）是由 Naor 和 Shamir
[1]
在 1994 年欧洲密码学年会

上提出的一种新的秘密分享技术，其安全、简单、实用的特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近

年来，多秘密分享视觉密码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随着秘密图像的增多，现有方案存在秘密

图像的恢复效果差和共享份过大的缺点。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通过引入反转操作，拓

展了秘密恢复的操作集合，在此基础上设计了相应的构造方案——基于反转的多秘密分享

视觉密码方案，并通过实验进行了验证。与现有研究成果相比，本方案能够实现多幅秘密

图像的完全恢复，不仅拓展了视觉密码的代数结构，而且使共享份的管理更加方便，为进

一步研究视觉密码理论提供了思路，同时为应用推广奠定了基础。本系统根据以上方案，

结合图像处理技术采用 VC 进行编程实现，主要包括三个功能模块：二值化模块，分享模块，

恢复模块。在二值化模块中，用户可以对秘密图像进行预处理，使待分享的秘密图像符合

本系统分享模块的尺寸。在分享模块中，用户可以分享多个秘密图像，为每个参与者生成

一个共享份。在恢复模块中，只有授权子集成员的共享份可以恢复出秘密信息，而禁止子

集中的成员共享份恢复后得到的图像仍然是杂乱无章毫无意义的，实现了多幅秘密图像的

安全分享与恢复。本系统界面友好，其秘密分享和恢复操作对用户透明，较好地实现了预

定的视觉密码方案，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比如用来抵抗分发过程产生的欺骗行为，管理

多安全等级的密钥等等，为信息保护和管理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1.相关工作 

(1)视觉密码理论基础 

视觉密码主要是针对黑白二值图像来构建的秘密分享机制，将原二值秘密图像分享成多个看似只有黑色与

白色点的杂乱无章的图像，称为“秘密分享图像”(share)，再将这些秘密分享图像印制成“投影片”。若要恢

复，则将大于或等于门限值数量张投影片同时叠加，即可看到秘密图像，不需要额外的硬件设备与复杂的密码

运算。然而如果叠加的投影片总数不符合限定的 少张数，则在叠加时所呈现的图像，仍是杂乱无章的图像，

无法读出秘密图像的信息。视觉密码方案中有两个重要的参数，分别是像素扩展度(Pixel Expansion)m 和相

对差(Relative Difference)α ，二者影响着图像恢复后的视觉效果。 

(2)几种经典的视觉密码方案 

 门限方案 

( ,k n )视觉密码方案由两个矩阵集合 0C 和 1C 组成，它们的元素是 n m× 布尔矩阵。为了分享一个白像素，

随机从 0C 中选择一个矩阵,为了分享一个黑像素，随机从 1C 中选择一个矩阵。选择的矩阵确定了原秘密图像相

应像素点在 n 个分享份中各个子像素的颜色。 

 基于通用存取结构的视觉密码方案 

通用存取结构
[4]
 (general access structures)与门限方案不同，对共享份叠加后的辨识可能加以限制。

假如共有参与者 n 人，以 { }1, 2,...,p n= 表示这些参与者的集合，这些参与者间的组合能否恢复出秘密信息可

以任意指定，而不仅是用户数目达到一定值后就可以恢复出秘密信息。将用户组成的集合分为两部分：授权子

集 QualΓ (qualified sets)和禁止子集 ForbΓ (forbidden sets)，前者集合中的用户共享份叠加后可以恢复出秘

密信息；后者集合中的用户共享份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无法得到秘密信息。 

 反转视觉密码方案 

黑像素完全恢复的反转视觉密码方案
[8]
。Viet 和 Kurosawa 提出了一种基于反转的视觉密码方案，该方

案允许参与者反转共享份中的黑白子像素。该方案在假设存在一个黑像素完全恢复的 ( , )k n VCS− 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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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轮操作，每轮操作都是进行 ( , )k n VCS− 共享份生成的过程， 终每个参与者拥有与轮数相等数量的

共享份，在恢复秘密过程中加入取反操作实现恢复秘密图像。但该方案只隐藏了一个秘密图像，并且白像素

没有完全恢复。 

完全恢复的反转视觉密码方案
[9]
。S. Cimato et al.提出了另一种基于反转的方案，该方案把扩展的子像

素一一分配到相应的共享份中， 终每个参与者拥有与扩展度相等数量的共享份，在恢复秘密过程中进行反转

操作实现完全恢复，但该方案只隐藏了一个秘密图像。 

基于反转的可兼容视觉密码方案
[10]

。Chi-Ming Hu 和 Wen-Guey Tzeng 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反转的视觉密码

方案，该方案与上面几个基于反转的方案相比，叠加和取反操作次数相对较少。每个参与者只需两个共享份就

能完全恢复秘密图像。 

研究表明，加入反转的视觉密码方案中每个人拿的共享份较多，操作相对复杂。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多秘密视觉密码不仅仅是秘密数量的增加，而且可以扩展视觉密码的应用领域。比如，用来抵抗分发过程产

生的欺骗行为，管理多安全等级的密钥等等。但现有方案的恢复效果随秘密数量的增加急剧降低，因此提高其相

对差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现有方法中，反转操作是一种有效的思路，但会带来共享份数量增多的问题，且目

前还只适用于单秘密方案。本作品从反转操作入手，以期解决多秘密分享视觉密码中的图像恢复效果和共享份管

理问题。本作品根据 ( , )k k VCS− 和共享份分块构造的思想，设计了一种完全恢复的多秘密分享视觉密码方案，

并对方案的安全性和对比度进行了证明。 

存取结构： { }1,2,...,P n= 表示参与者集合， ( , , )P Q FΓ = 为一存取结构，其中，Q和 F 分别是授权子集

和禁止子集的集合，且 , 2nQ F Q F=∅ =I U 。 X Q∈ 是一授权子集，Y F∈ 是一禁止子集。不同的参与者

集合分享不同的秘密图像，每个秘密图像对应一个 ( , )k k VCS− 基础矩阵集合，本方案利用基础矩阵每列上 1

的个数的奇偶特性，采用异或操作来实现黑白像素的完全恢复，由于 A B A B A B⊕ = + + + ，所以异或操作相

当于实施四次反转操作和三次或操作。记 { }1,2,...,P n= 为参与者集合， ( 1,2,..., )iS i l= 为秘密图像， iK Q∈

分享秘密图像 iS ， i ik K= ， 1 2{ , ,..., }
ii kK j j j= ， 0 1,i iC C 为秘密图像 iS 的 ( , )i ik k VCS− 的基础矩阵集合。 

(1)共享份的生成 

 参与者 ( 1,2,..., )j j n= 拥有的共享份为 jt ； 

 将每个参与者拥有的共享份 jt 分成 l 块，第 i 块对应第 i 幅秘密图像 iS ，每块大小与原始秘密图像的大

小相等； 

 对于秘密图像 iS ，其授权集合为 iK ，分享白(黑)像素时随机地从 0
iC （ 1

iC ）选取一矩阵 0
iM ( 1

iM )，

从 0
iM ( 1

iM )中随机选取一列，将列向量的各值分配给相应的参与者，对于第 j ( )ij K∈ 个参与者，

若其分配到的值为 0 或 1，则在共享份 jt 上第 i 块上相应位置填一个白像素或黑像素，对于不在授权

集合内的其他参与者，在其共享份第 i 块上随机填为白像素或黑像素。 

Q中参与者集合 iK 做以下操作： iS =
1 2

...
kii i it t t⊕ ⊕ ⊕ ，在对应块上即可得到对应的秘密图像。 

(2)方案证明 

由于篇幅关系，本节只给出方案的对比性及安全性相关定理和推论，具体证明过程见《竞赛作品报告》。 

定理 1：传统视觉密码方案的代数结构 ,R + 为半群。 

定理 2：基于异或操作的方案的代数结构 ,R ⊕ 为群。 

引理 1
[1]
： ( , )k k VCS− 基础矩阵特性：基础矩阵 0M 中任意一列 1 的个数为偶数， 1M  中任意一列 1 的

个数为奇数。 

定理 3：对于秘密图像 iS 的授权子集 iK ，将 iK 中每个参与者所拥有的共享份进行异或操作，在恢复的秘

密图像中，必有 ( ) ( ) 1BLACK WHITEω ω− = ，亦即恢复的秘密图像为完全恢复。 

定理 4：对于秘密图像 iS ，其相应的禁止子集将各自的共享份进行异或操作后不能恢复该秘密图像。 

推论 1：参与者拥有的共享份不会泄漏任何秘密图像的信息。 

推论 2：授权子集 iK 在共享份的一块上恢复秘密图像 iS 时，共享份其它块上显示的图像是杂乱无意义的

3.实验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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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 

存 取 结 构 ： 参 与 者 集 合 { }1, 2,3P = ， 授 权 子 集 { } { } { } { }{ }1, 2 , 1,3 , 2,3 , 1, 2,3Q = , 禁 止 子 集

{ } { } { }{ }1 , 2 , 3F = , 1 2 3 4, , ,K K K K Q∈ ,其中 { }1 1, 2K = 分享秘密图像 1S ， { }2 1,3K = 分享秘密图像 2S ，

{ }3 2,3K = 分享秘密图像 3S ， { }4 1, 2,3K = 分享秘密图像 4S 。 

测试目的：(1)验证秘密图像是否完全恢复；(2)验证本系统方案的安全性。 
(2)结果 

 从本系统生成的共享份来看，每张共享份均是杂乱无意义的，不会泄漏秘密图像的信息，亦即推论 1。若参

与恢复的共享份集合是待恢复秘密图像的禁止子集，则秘密图像不能被恢复，而且在恢复一个秘密图像时不会

泄漏其他的秘密图像信息，亦即定理 4 和推论 2。印证了本方案的安全性。 

 将恢复出的秘密图像与原图像逐像素进行对比，可借助 MATLAB 图像处理的功能。将恢复出的秘密图像与原

图像导入 MATLAB，生成矩阵，可以看出两者对应的像素（即矩阵对应的元素）是一样的，秘密图像被完全恢复，

亦即定理 3。 

 用户可以自定义秘密图像的存取结构，且在恢复秘密时操作简单，方便。 

本系统为多人分享多幅秘密图像的视觉密码方案提供平台。使用者无需知道恢复算法，仅仅通过几步操作就

能实现共享份的生成和秘密图像的恢复。操作简单，使用灵活，功能定义清晰，界面友好、统一，即使不了解

视觉密码的用户也能方便使用。 

4.创新点总结 

本作品提出了一种基于反转的多秘密分享视觉密码方案，该方案原理简单，操作易行，具有高度的安全性。

该方案具有以下几点创新： 

 黑白像素完全恢复，解决了对比度问题。 

 分享的秘密数量增加，解决了多秘密分享问题。 

 像素不扩展，解决了恢复图像的失真问题。 

5.未来工作 

本系统虽然实现了秘密图像完全恢复的多秘密分享方案，但离实际应用还有一段距离，接下来将从本系统如

何应用到各个实际背景入手进行研究，在本方案潜力较大的应用市场上进行深入分析，如口令分存、多级密钥管

理、授权应用、水印应用、数据保密、数字签名、密钥管理等方面，切实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为实际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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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手持智能终端的虚拟移动专网系统 

参赛队伍：詹盛辉, 胡君, 夏天, 孟涛 

指导教师：肖凌 

参赛高校：华中科技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随着 3G 时代的到来，手持智能终端（主要包括智能手机，PDA，Pocket PC 等）得到

迅速发展并日渐普及，其应用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强大。但是，与之相关的安全问题

也日益凸显，病毒、木马、黑客破坏等安全隐患已经严重的制约了相关应用及市场的发展,

尤其是无线网络环境下的数据传输安全更受到人们的忽视。因此，对于手持智能终端设备

安全问题的研究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和迫切性。虚拟专网（Virtual Private Network，简

称 VPN）技术是近几年逐渐成熟的，用于解决网络环境中数据传输安全的 具应用前景的先

进技术之一。虚拟专用网技术以公用开放网络作为基础传输平台，以 IPSec 协议族为标准，

以加密、封装等方法传输私有信息，从而保证这些信息的完整性、机密性和可用性，向

终用户提供类似于专用网络的网络服务。IBM 和 ANS 公司 1992--1994 年就开始研究和生产

基于 IPSec 技术的 VPN 产品，美国在 1998 年前后开始较大范围地商用。国外主要厂商

Altiga 、3Com 、Intel 、Indus 、CheckPoint、NetScreen、Lucent、Shiva、Cisco、及

Integrix 等已有 IPSec 产品投放市场。而从国内市场上看，自主产权的、真正实用的 IPSec 

VPN 产品却不多。另外，目前国内外的产品基本上都是网关方式，对于保护局域网之间的数

据传输还比较适合，而对于单个移动办公用户却并不支持。另外，虚拟专网络技术使用数

字证书或用户名口令对数据源进行身份认证，无法识别来自合法数据源的非法数据，这就

带来了新的安全隐患，一旦虚拟移动专网中的某一个终端被“攻陷”，非法信息将通过安全

通道传遍整个虚拟移动专网，单纯的 IPSec VPN 技术显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近几年，业

界陆续提出了网络准入控制技术，倡导对数据信息源头的安全性进行控制，通过配置各种

安全策略，对接入网络的终端主机进行安全检测，自动拒绝不安全的终端系统接入到网络

中。但是，这些技术并没有完全考虑虚拟专网的特点。例如它们没有考虑接入到虚拟专网

的终端系统实际上同时接入到公网和虚拟专网的实际情况，因此也就没有考虑接入到虚拟

专网之后终端系统然后可能通过公网系统遭受的安全威胁，没有在终端系统接入到虚拟专

网之后实时跟踪系统的安全状况等。 

1.作品介绍 

本参赛作品是一款基于手持智能终端设备，面向无线网络应用的安全传输支撑软件系统。它集终端安全状况

检查和实时跟踪，虚拟移动专网接入控制，数据安全传输，访问控制等多种安全功能于一身，适用于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的智能终端设备。用户可以通过智能设备建立安全通道连接到内网，并实现数据的安全传输。 

该系统主要具有以下的功能： 

 使用基于IPSec的虚拟专网技术保障数据传输安全，降低使用成本。 

使用IPSec协议在网络层对网络数据进行安全封装，利用公网进行敏感数据的传输，既提高了数据

传输的安全性，又降低了使用专网传输敏感数据的成本。 

 利用API HOOK技术对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实现虚拟专网接入控制。 

针对虚拟专网仅通过加密手段对用户身份的合法性进行认证而无法控制合法用户在不知情或故意

情况下进行非法操作的安全隐患，在合法用户接入到虚拟专网前对系统“健康状况”进行检查以决定

是否允许其接入到虚拟专网中；同时在用户接入到虚拟专网之后，对系统“健康状况”进行实时跟踪，

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断开专网连接，避免安全隐患波及到整个虚拟专网。 

 利用包过滤技术，实现虚拟专网内的访问控制。 

由于基于IPSec协议的虚拟专网中传输的都是经过加密封装的报文，其他网络设备无法识别报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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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也就无法针对网络字段进行访问控制操作，本系统利用包过滤技术，在数据进行加密封装之前过

滤非法数据，达到访问控制的效果，同时降低报文IPSec处理模块的负载。 

本作品为各种基于手持智能终端的无线网络应用提供了一个安全传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用户不必考虑数据

在网络中传输的安全，不必考虑如何保障整个虚拟专网的安全性，而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何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业

务上。 

 
图 1 系统结构 

2.系统结构 

运行于手持智能终端设备的客户端程序是整个系统安全功能执行的核心模块，承担用户身份认证，安全策

略下载和解析，终端设备安全状况检查，隧道参数协商，通信报文 IPSec 封装/解封装等功能，其内部结构如图

1 所示。 

模块说明： 

 身份认证模块：身份认证模块是启动本系统时 先调用的模块，用来对系统客户端进行身份认证，保证用

户的合法性。 

 安全策略解析模块：对认证过程中接收到的安全策略进行解析，将解析出的信息存放到设计好的结构链表

中，其他模块只需调用本模块的提供的接口函数就可以调用相关的数据。 

 接入控制模块：对智能设备中的进程、文件、注册表进行全面的检查，并和安全策略解析模块中的安全规

则做比较。如果存在不符合安全策略的文件、进程、注册表项，则不允许接入。 

 隧道协商 IKE 模块：IKE 模块主要负责密钥的协商和管理。它和 VPN 网关之间进行密钥协商，将协商的结

果存放在安全联盟中（实际上是一个共享的结构），供 IPSec 模块使用。 

 虚拟网卡模块：在发送报文时，虚拟网卡在应用层产生的报文到达真实网卡之前将其截获，并进行报文检

查（即访问控制）和 IPSec 封装，再交给实际网卡进行发送；在接收报文时，先判断报文时候经过 IPSec

封装，如是，先对其进行解封装，再交给应用层处理。 

 访问控制模块：由于得到了网络报文的头指针，所以可以从报文中提取 IP 地址、协议号、端口号及相关

字段，与安全策略模块中相关的安全规则进行比对。如果不匹配，则弹出一个警告窗口，提示用户连接被

安全规则所阻断。  

 报文 IPSec 处理模块： 

(1)发送报文：在报文发送前，通过对报文目的地址的检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 IPSec 封装，若是，则对报文

进行 IPSec 封装，其中包括添加 AH 头、ESP 头、HTTP 头等，封装后在对报文进行发送； 

(2)接收报文：先判断接受到的应用层报文是否经过IPSec封装，若是，则对报文进行IPSec解封装。 

 实时监控模块：通过安装 API 钩子，来截获与文件、进程、注册表相关的 API。对截获的 API 进行分析，

并与安全策略进行对比。如果有违反规则的操作，则弹出危险操作的警告窗口提示用户或禁止这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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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行流程 

整个系统的运行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运行流程 

(1)身份认证 

系统运行时，首先进行身份认证，只有通过认证的用户才能接入虚拟移动专网。 

(2)接入控制和实时监控 

在接入到虚拟移动专网之前，先从认证服务器下载安全接入控制规则，并将接收到的安全策略交付给安全

策略解析模块，解析后得到规则链表。然后调用接入控制模块对智能终端系统的“安全健康”状况进行检查，

检查主要包括如下的部分：A、文件检查；B、注册表检查；C、进程检查。只有符合安全策略的终端系统才允许

接入到虚拟移动专网中，从而防止存在安全隐患的终端接入虚拟移动专网，保护了虚拟移动专网内部的安全。

与此同时，智能终端会根据认证服务器 

配置的实时监控规则对自身进行文件、进程和注册表的实时监控。 

(3)隧道 IKE 协商 

当接入控制模块做出允许接入到虚拟移动专网的检查结论之后，就会启动隧道协商 IKE 模块，该模块根据

认证服务器下发的 IPSec 隧道协商策略与远程的 VPN 网关进行隧道协商工作，并将协商的隧道参数交付给报文

IPSec 处理模块。 

(4)网络报文的截获和发送 

本系统中，对于网络报文的截获和发送通过虚拟网卡模块实现。传统的报文截获技术在应用层进行，需要

占用大量的系统核心资源，很难在手持智能终端设备上运用。而基于虚拟网卡的网络报文截获技术能大大减少

虚拟移动专网系统在手持智能终端设备核心占用的资源。 

(5)访问控制和报文 IPSec 处理 

由于 IPSec 协议工作在网络协议栈的 IP 层，网络报文经过 IPSec 加密处理之后就变成密文，而且其 IP 首

部也被 IPIP 协议封装，因此对于虚拟专网内的访问控制就必须在加密之前（发送报文时）和报文解密之后（接

收报文时）进行。访问控制模块的技术实质是一个基于包过滤的防火墙系统，根据报文的数据对报文的出入进

行控制，及时阻止虚拟移动专网用户对专网内未授权资源的访问，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虚拟移动专网内部的安全

性。符合访问控制规则的报文由 IPSec 协议和 IPIP 协议封装后进行发送。 

4.创新性 

在本参赛作品种主要存在以下技术创新点： 

 针对虚拟专网运行的特点，独创性的提出并实现“虚拟专网接入控制”概念和体系结构，避免合法用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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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安全隐患引入到虚拟专网中； 

 针对手持智能终端的软硬件平台特点，提出并实现基于“虚拟网卡”技术的 IPSec 虚拟移动专网体系结构，

将对网络报文的IPSec封装/解封装迁移到应用模块实现，更加适合IPSec在手持智能终端这种系统平台上实现； 

 针对无线网络高误码率的特点，提出并实现“隧道传输保障”技术，将 IPSec 报文封装在 TCP 报文中进行

传输，进一步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针对虚拟专网系统大规模应用中出现的内部地址冲突问题，提出并实现“虚拟 IP 地址”技术，解决了安全

内网中存在的 IP 地址冲突和基于 IP 地址的访问权限控制问题，进一步降低用户的管理成本。 

5.实用性 

由于无线网络技术（尤其是3G技术）和智能手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手持智能终端因为其在体积、重量方面的

优势得以迅速普及；而目前比较成熟的虚拟专网技术因为其高安全性和低成本等特点得以为无线网络数据传输的

安全保驾护航。本参赛作品非常适时地将这两种技术有机融合，特别适合用于工作移动性强，任务突发性高，安

全要求性高的机构和个人。同时，本参赛作品提供了一种方便快捷的方式，为移动用户提供了一个与内部网络之

间的安全传输平台，使得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接入到机构内部的网络中。公安、工商、交通，海关，税务、质检、

保险等部门行业都是其潜在的目标用户群。 

交通警察使用本系统外出执法就是一个典型的应用案例。交警只需要使用手中的智能手机，通过本系统连接

到公安部门内部网络，就可以方便、快捷、安全地向公安部门内部的数据库服务器查询所需的信息。例如交通事

故中，肇事者的身份证、驾驶执照等信息。 

 

 

 



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获奖作品集 

第 168 页 共 297 页 

基于数字认证的单点登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参赛队伍：崔江涛, 王景学, 王怀彬, 孙苗苗 

指导教师：魏汪洋 

参赛高校：河南科技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业务的不断拓新，很多企业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应用系统

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但是由于各系统之间相互独立，用户在使用每个应用系统之前都必须按

照相应的系统身份进行登录，这就给使用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无形中也增加了用户的工作

量，降低了工作效率。 此外，由于应用系统的增多，出错以及受到非法截获和破坏的可能

性也都随之增大，这样安全性也就会大打折扣。那么怎样才可以避免这种状况进而减少企业

的损失呢？答案就是单点登录系统(Single Sign On SSO)——一种可以大大简化访问网络资

源的过程，使用更为高效、更为安全的网络认证机制。单点登录系统概念的提出，是信息化

不断深入以及网络应用不断推广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单点登录系统减少了用户的登录次数，

从而减少了记住多个用户名和密码的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单点登录系统把原来

分散的用户管理集中起来，各系统之间依靠相互信赖的关系进行用户身份的自动认证，管理

员只需在一个统一的用户信息数据库中进行简单操作，便可以轻松实现用户管理。除此以外，

单点登录系统从根本上抛弃了传统认证中用户名/密码以明文传输的方式，采用了结合密码

学技术的新的认证机制，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安全性。近年来随着单点登录概念的提出，

很多公司都在研发和应用，但是在这些框架中往往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系统配置麻烦、

对已有系统的适应性差以及不能有效的注销用户等，这也就使得单点登录系统不能够被更加

广泛的使用。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认真地分析和研究，提出了更加科学的方法和解决方

案。我们以组件式的开发来解决应用系统的配置和灵活性问题，一切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一

个配置文件来完成，同时组件开发也使我们的系统兼容性更好，使用更简单方便。另外在安

全方面我们使用USB Key认证登录，用HTTPS进行安全传输，对请求和响应信息进行数字签名

和添加时间戳，这样一来信息篡改和截获几乎也就成为了不可能。在此基础上，我们提供了

加密容器操作，这样用户无需使用专门的加密工具即可对用户密钥进行管理。 

1.相关工作 

为了使我们的单点登录系统具有更好的创新性和人性化设计，在开发此系统时我们做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工

作： 

 加密方案的设计 

对于单点登录系统来说，安全无疑是所有因素中 重要的，因此我们首先进行的就是加密方案的设计。为

了充分保证信息的安全性，我们将要传输的信息全部采用 Triple DES 对称加密，且通过 Https 进行传输，在认

证服务器端响应的信息我们还对其进行了数字签名和添加时间戳。为了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用户在登录

时必须插入 USB Key，为了避免键盘监听，密码的输入则使用虚拟键盘来进行。 

 组件的设计 

为了更好地简化用户的操作，我们采用 Http Module 拦截的方式开发出一个可以附加使用的单点登录组件。

用户在首次使用时只需正确配置相关信息组件正常运行时便可以自动拦截用户请求并对其进行相应处理。 

 设置界面的设计 

为了能够让用户操作更加方便，我们提供了操作简单的系统设置界面。用户在这里可以设置 USB Key 和数

据库中对应的登录信息，还可以通过操作界面设置系统配置参数并管理自己的密钥。 

 服务器的搭建 

要想使单点登录系统正常运行还必须对 web 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进行合理搭建。数据库服务器相对好处

理，而在配置 web 服务器时，因为信息要通过 Https 进行传输，就要先要申请数字签名密钥，再进行一系列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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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系统的测试 

由于受到单点登录本身属性所限制，程序的调试和测试性对比较复杂，因为牵扯到多个成员网站，所以在测

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单点登录 

用户只需通过一次登录便可实现全网漫游，方便、灵活，无需再为要记住各个帐号和密码而苦恼。 

 软键盘输入 

为了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防止不法分子在键盘输入时进行监听，用户在输入密码时可以通过点击软

键盘来进行密码的输入。 

 一网注销全网有效 

如果用户要进行注销，不用在各个成员网中分别注销，直接在认证服务器端的登录页面中注销便可实现全

网注销，这样就避免了只注销了某个子网其它网站仍可访问的不安全情况。 

 USB Key 加密 

为了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安全性，这里我们使用 USB Key 进行用户信息的加密。USB Key 加密的特点是，每

次登录时都会产生一个密码，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系统的安全性。 

 组件开发 

我们这里采用的是组件式开发，用户在使用时只需简单地进行相关配置，无需修改任何现有 B/S 应用系统，

即可使用。解决了当前其他 SSO 解决方案实施困难的难题。 

 传输加密 

本系统支持多种对称和非对称加密算法，保证用户信息在传输过程中不被窃取和篡改。 

 后台用户数据库支持 

本系统支持 SQL Server、Access、My SQL、LDAP、Oracle、DB2、Win2k ADS、Sybase 等。可以无缝集成现

有的应用系统的统一用户数据库作为 SSO 应用软件系统的用户数据库。 

3.实验及结果 

 实验内容: 

 验证SSO系统“一网登录全网漫游”的基本功能以及用户访问透明访问、USB Key使用、虚拟软键盘、一次注

销全网注销、时间戳的有效性等辅助功能。 

 实验步骤如表1所示。 

表1 实验步骤 

步骤 实验内容 实验结果 

1 未登录情况下访问成员网站的例外页面 可以成功访问 

2 未登录情况下访问成员网站的非例外页面 不可访问，跳转到登录页面 

3 登录页面输入密码时，验证虚拟软键盘 无法用键盘进行操作，只能点击软键盘来进行

密码的输入 

4 在没有插入USB Key的情况下点击登录按钮 系统提示没有插入USB Key 

5 登录成功后是否会跳转到初始的成员网站 成功跳转到初始成员网站，验证了透明访问 

6 成功登录后验证是否可以直接访问其他成员网站 可以成功访问其他成员网站 

7 点击注销按钮，再访问成员网站，以验证一次注

销全网注销功能 

注销后不能够再访问成员网站，系统自动跳转

到登录页面 

8 将过期的服务器端相应字符串输入到地址栏中，

验证时间戳的有效性 

跳转到登录页面，证明该响应已经无效 

注：详细测试见《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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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新点总结 

单点登录系统的基本的需求我们 终都得到了很好的实现，而本系统 大的创新点就在于它的组件式的开

发和人性化的设计 

■组件式设计 

在安装配置方面，由于我们采用组件式设计，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往安装配置复杂多样的缺点。基于组

件的单点登录系统使用户配置的灵活性更大、操作更方便，将所有个性化的参数留给用户设置，用户不必对原

系统做出任何更改即可使用。 

■多种安全设计 

在安全性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信息的篡改和截获几乎成为了不可能。第一，在信息由成员网站发

送到认证服务器的过程中，对需要验证的信息进行对称加密。第二，在用户登录过程中为了有效的防止非法登

录，首先要求用户插入 USB Key，接着系统读取数据库中用户信息，对 USB Key 和数据库中的信息分别散列，

然后比较散列信息，如果一致则说明是合法用户。第三，为了避免非法分子对用户键盘进行监听，用户密码采

用虚拟键盘输入方式。第四，在认证服务器响应信息后面添加时间戳及数字签名，保证发送消息的即时性和准

确性。第五，在信息发送过程中采用 Https 传输，来进一步加强信息传输中的安全性。 

■系统的人性化设计 

系统添加注销功能，使用户信息更加安全，如果用户需要离开，只需要点击任意成员网站的注销按钮就可

安全退出所有相关的成员网站。另外为了使用户访问更加透明化，在用户首次访问成员网站时，系统会自动跳

转到登录界面，而后自动定向到请求页面，不需要单独到登录界面进行登录操作。 

5.未来工作 

目前，我们设计的基于数字认证的单点登录系统，其适用范围还仅限于 B/S 结构系统，而且主要基于一台

认证服务器来进行认证工作，如果是有多台认证服务器，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如何使它们之间可以建立信任关

系，使之由一个认证服务器所管理的客户可以访问在另一个认证服务器管理域中的资源。要达到完善的网络身

份认证需要涉及联合身份认证及各种服务资源的定位，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认证技术与目录技术相结合，

是实现全网络的联合认证与资源访问的一个有效手段。 

另外，由于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我们并没能完全发挥出基于微软护照协议的身份管理与安全性方面的作用。

在本系统的实现中，我们主要应用了其身份管理的功能，实现了其中 为基本的部分。基于微软护照协议是一个

很庞大的体系，有许多强大的功能与扩展等待我们去学习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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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协议分析和主动测试的抵御 DDoS 攻击系统 

参赛队伍：霍飞虎, 孙熙, 张雪鹰, 李萌 

指导教师：叶震 

参赛高校：合肥工业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大，网络的安全性也就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但是，由于网络协议(特别是TCP/IP协议)本身的安全缺陷，各种攻击不可能消失，

特别是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攻击，由于具有非常好的隐

蔽性和分布性而难于检测和防御，因此严重威胁着互联网的安全。为了抵抗DDoS攻击，我们

设计并开发了这套系统，本系统采用基于协议分析和主动测试的解决方案，OPNET软件仿真

实验结果表明可以抵御ICMP攻击。使用者可根据说明和提示独立完成操作，界面简单易懂。 

1.相关工作 

(1)分析了 DoS/DDoS 的攻击原理[1]，并分类分析了 DDoS 的常见攻击方式。 

(2)分析了现有的 DDoS 攻击检测与常见防御措施[1]，分析其优点及不足，作为我们设计的参考与借

鉴。 

(3)参阅了 NDIS 驱动开发[2]的大量资料，以便开发出我们自己的驱动程序。 

(4)参阅了 OPNET 仿真软件[3]的使用方法，并利用它来进行进行我们的模拟实验。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作品从分析当前 DoS/DDoS 攻击的原理入手，在分析并研究了 DoS/DDoS 攻击的常见攻击类型和主要攻击工

具的基础上，对 DDoS 攻击进行合理分类。 

分析了针对 DDoS 攻击的检测方式，提出了基于协议分析和主动测试的抵御机制，设计了该机制的详细模型

及流程图，通过流程图开发出了我们的 DDoS 抵御系统。 

我们使用OPNET Modeler软件对部分功能进行了仿真，验证了基于协议分析和主动测试方法理论上的有效性。 

3.实验及结果 

在我校信息安全网络实验室中，我们利用小型局域网，通过网络物理环境实验和仿真软件模拟的方式对系统

进行了测试，并得到如下结果： 

(1)对于网络物理环境实验，我们采用HGod攻击软件进行攻击，并用金盾拒绝服务攻击状态监视器（以下简称

监视器）监视攻击结果，可知系统能有效地抵御UDP攻击、ICMP攻击攻击和TCP攻击。 

 

图1(a)为启用防御功能前，监视器能够监视到UDP攻击；图1（b）为启用防御功能后，DDoS防御系统拦截并

记录了大量的UDP攻击，监视器显示系统恢复正常状态。结果表明，系统在抵御UDP攻击方面，有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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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为启用防御功能前，监视器能够监视到ICMP攻击；图2(b)为启用防御功能后，DDoS防御系统拦截并记

录了大量的ICMP攻击，监视器显示系统恢复正常状态。结果表明，系统在抵御ICMP攻击方面，有一定的效果。 

 

图3(a)为启用防御功能前，监视器能够监视到TCP攻击；图3(b)为启用防御功能后，DDoS防御系统拦截并记

录了大量的TCP攻击，监视器显示系统恢复正常状态。结果表明，系统在抵御TCP攻击方面，有一定的效果。 

 
当网络中同时存在UDP、ICMP、TCP攻击的情况下：图4(a)为启用防御功能前，监视器能够监视到所有攻击；

图4(b)为启用防御功能后，DDoS防御系统拦截并记录了大量的攻击，监视器显示系统恢复正常状态。结果表明，

系统在综合抵御DDoS攻击方面，有一定的效果。 

(2)鉴于网络物理环境实验是在与真实的网络环境相脱离的情况下进行的，实验网络中的数据包绝大部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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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包。因此，当发起攻击后，直观上看不到系统对数据包的过滤作用，因此，我们又做了仿真实验。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以Smurf攻击为例进行了仿真实验，即使用 OPNET Modeler 软件进行相关模拟。 

对于Smurf攻击,我们通过自定义数据包、链路、节点模型来进行模拟。 

 

   当攻击者发起Smurf攻击后，图中红线为添加过滤规则前，被攻击主机受到了剧烈的攻击，服务性能下降；蓝

线为添加过滤规则后，系统会过滤掉大部分攻击流量，攻击者所产生的攻击效果会减小，并将维持在一个平稳的

状态。被攻击主机可以提供一个相对持续稳定的服务，相对没有采取措施的被攻击主机，有着较好的服务性能。 

4.创新点总结 

本系统具有以下创新性： 

 改变了以往对DDoS攻击的被动反应机制，采用主动测试的方式来检测DDoS攻击，进而主动丢包进行

抵御。 

 对于常见的DDoS攻击，将它们分为面向连接的和面向无连接的两类，以便于我们使用不同的方法来

区别对待。 

 使用NDIS底层驱动开发，使得过滤更加主动与实时有效。 

5.未来工作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所做的工作具有以下不足之处： 

 网络物理环境实验是在小型局域网中，与现实复杂的网络环境脱离，是一个理想状态，系统缺乏在实际网

络环境下的考验；OPNET 仿真实验是对真实世界的 DDoS 攻击的模拟，与真实的网络环境有差别。这两

种实验虽然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但这并不能完全反映现实中的复杂情形。 

 系统只是单纯的利用算法来抵御攻击，欠缺与其他网络安全设备（如防火墙和 IDS 等）的联动性。 

鉴于此，下一步我们的工作主要有： 

(1)对系统功能继续完善和实际网络环境测试。 

(2)加强与防火墙等网络安全设备的联动性， 终提供一个针对DDoS攻击的整体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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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硬件标识的多重防护软件授权系统 

参赛队伍：潘诚, 查明磊, 凌斯齐, 杨硕 

指导教师：程久军 

参赛高校：同济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该系统通过提取硬件标识，结合数字水印、RSA密码体制将现有的“机器码--激活码”

软件授权模式进行改进为“机器码--加密并隐藏在图片（如软件logo）中的与机器码相关的

信息和相应的CDKEY --隐藏在图片中的安装授权信息”模式。改进后的授权模式增加了破解

难度，消解破解者的破解意图，是对现有模式的改进和创新，有很强的实用性。未来，在扩

大和完善系统功能后，可以投入实际应用场合，和其它大型软件公司合作，作为一种专门的

软件授权管理系统。 

1.相关工作 

(1)搜集、研究、分析当下软件的授权方式 

现在软件盗版的主要是有两种：第一种是通过非法拷贝。 第二种是通过非法运行。 

防止非法拷贝的技术大多都从软件的载体入手，防止不法用户拷贝，目前的软件载体一般分为光盘和网络两

种。 

由于基于非法拷贝的防止软件盗版的技术很难 终防止盗版，因此现在大多数软件厂商使用防止软件非法运

行的方式来防止盗版。目前该技术分为以下几种：硬密钥法、密码表法和有损加密法和机器指纹法。 

本软件正是基于机器指纹的方法来提取硬件信息的。硬件信息的提取在许多软件中都有涉及，如CPUZ，优化

大师，超级兔子等等。我们的提取方式本质与其相同，但作用是不同。我们在提取出信息之后来标识用户，像MAC

地址这类几乎唯一的硬件信息就是我们的首选。当一种硬件信息无法做到唯一标识的时候，将另一种特征引入，

直至任意两台计算机的ID发生碰撞的概率趋于无穷小为止。这是理论上的值，实际情况下，为了实现一机一码来

标识合法用户，在本软件中我们对三种信息进行了提取：MAC地址，CPUID，和硬盘序列号，并将其混合成为明文。

事实上，不同应用下还可以依据情况提取更多的特征信息码。 

(2)设计新的软件授权方式 

(a)完成总体设计 

对系统的整体功能分析，将整个系统的

客户端分解成三个主要模块，如图 1如下： 

 硬件信息提取模块 

 RSA 密码模块
[1] [5]

 

 水印嵌入和提取模块
[3] [11]

 

将服务器端分解成两个模块： 

 水印嵌入和提取 

 RSA 加解密模块 

两端各模块的通信两端的通信以及 终

授权过程，软件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b)客户端各模块具体实施 

完成硬件信息提取实施和正确性验证，完成 RSA 密码加密解密和安全性分析，完成水印的水印嵌入和提取，

以及以上各个部分的安全性分析和功能测试； 终实现各模块之间的通信和验证过程的模拟。 

(c)服务器端各模块具体实施 

完成水印的提取和嵌入；完成 RSA 密码的加密解密；完成授权信息的转换；完成用户硬件信息的登记，以

及以上各个部分的安全性分析和功能测试； 终实现各模块之间的通信和授权过程的模拟。 

对整个系统的安全性进行了分析，给出一个破解系统需要的大致的时间复杂度，并对此进行了评估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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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软件流程图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1)计算机硬件信息提取 

通过程序提取出安装软件的计算机的硬件信息，这些硬件信息包括MAC地址，CPU序列号，硬盘序列号三部

分。 

经过大量的资料收集查阅和实验，我们 终确定将“硬盘序列号—CPUID--MAC地址”作为系统中使用的硬

件标识，即机器指纹。在统计了数十台计算机的硬件标识后，进行了对比，发现确实没有重复。 

(2)改进传统的STDM数字水印技术、实现并应用 

改进当下水印领域比较流行的STDM数字水印，使其安全性更高。 

水印嵌入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STDM（Spread Transform Dither Modulation ，基于扩展变换的抖动调制）

是较为出色的一种，它结合了扩频水印健壮性高的优点和量化水印抑制宿主干扰的优点，使得水印技术的多方面

性能加以平衡。 

    传统的STDM的安全性依赖于一组二元的密钥序列wi和嵌入位置的变化。而本系统中将二元序列改进为一组随

机的范围在（2000，0）∪（0，2000）的序列，这样，暴力破解的复杂度提高至约O（2^84），安全性的表现更为

出色。 

(3)RSA密码加解密及数字签名实现和应用 

  通过查阅多方资料发现，RSA密码体制已近经受住了二十几年的实践考验，目前还没有人发现更好的破解算

法，从而在安全性上，使用RSA密码体制使数据安全传输更有保障。同时通过对RSA数字签名的研究，对原先的签

名认证方案进行一些改变，使其抗攻击性更强，有效地防止攻击者仿冒服务器端的欺骗，同时适用于我们的系统

环境。 

3.实验及结果 

(1)实验环境
[10]

 

计算机：一台服务器端，一台客户端，构成一

个简单的测试环境，拓扑图如图 3所示。 

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XP 

通讯方式：使用 socket，建立 TCP 链接，进行图片传输。 

(2)实验设备 

PC 机三台：一台模拟服务器端，一台模拟合法客户端，一台模拟非法用户端。 

(3)实验步骤 

步骤一：客户端在没有获得授权图片的时候点击“验证”按钮，将会出现不能读取授权文件的错误。即未

经许可，不能使用软件，授权失败。 

步骤二：在客户端提取硬件信息、生成密文、水印嵌入后，将图片传至Sever端。当Sever端收到请求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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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是否同意授权，如果同意，则将授权图片传送至客户端，客户端此时在点击“验证”按钮以获得授权。即合

法用户通过授权，授权成功。 

步骤三：客户端将授权图片分享给其他用户，将不能通过授权。即非法用户不能通过非法拷贝授权文件来

获得授权。 

4.创新点总结 

(1)提出一种新的软件授权模式 

  把原有的“机器码--激活码”授权模式改进为“机器码--加密并隐藏在图片（如软件logo）中的与机器码

相关的信息和相应的CDKEY --隐藏在图片中的安装授权信息”的授权模式。是破解者构造注册机的难度更大，从

而可以杜绝针对传统软件授权模式的所产生的注册机。 

(2)改进了STDM水印 

经改进的水印嵌入和提取技术加强了水印破解的复杂度和抗攻击性。 

(3)多种安全机制相结合 

RSA密码体制作为当下比较流行的公钥密码体制，对信息的传输的保密性是得到公认的，其中数字签名又能

以授权方的身份进行认证，防止伪造；数字水印对在信息传输过程中增强了信息的隐蔽性；将这几种安全机制结

合到一起，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对软件盗版行业是有力的打击。 

5.未来工作 

目前的系统虽然功能上已经实现预期设想，但是要能真正运用到实际场合，我们仍需努力。未来的工作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考虑用户更换硬件情况。这种情况对很多组装机用户来说是很普遍的，如何能让用户在更换硬件的时候

一样能正常授权，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内容。 

(2)考虑将该演示系统升级成实用的软件授权管理系统。与市场上需要防盗版的软件厂商合作，对各种软件

的授权进行管理，如同“360安全卫士”管理计算机上运行的各种软件一样。不过我们的系统是对软件授权的管

理，我们的客户是软件厂商而不是软件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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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etar Djekic & Claudia Loebbecke, Software Piracy Prevention through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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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钟桦，张小华，焦李成。数字水印与图像认证——算法及应用. 

[4]Saadia Mumtaz,Sameen Iqbal and Engr,Irfan Hameed.Development of a Methodology for Piracy 

Protection of Software Installations.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Pakist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PIEAS), Nilore, Islamabad. 

[5]闫乐林，蔡平胜，梁程。基于RSA的双重加密技术在软件注册中的应用研究. 

[6]邵利平，钟文涛。计算机防盗版技术和防伪密钥初探. 

[7]鲁保玉，韩彦锋。用机器指纹技术实现Delphi 应用程序的版权控制. 

[8]曾文献，和志强，孙立辉。浅析软件产品防盗版技术及实现. 

[9]刘志成，周伯生，基于加密和即时解密的软件保护. 

[10]孙鑫。网络教学视频—网络编程. 

[11]肖俊，王颖。扩展变换抖动调制水印算法中投影向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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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信息柔性过滤算法及演示软件 
参赛队伍：宛平, 谷志鸣, 刘春虎, 吴迪 

指导教师：周学广 

参赛高校：海军工程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的各种活动对信息网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人们在享受网络

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面对着网络安全带来的严峻考验。传播不良信息的不法分子为了逃

避过滤，对一些敏感关键词进行变形，比如在关键词中夹杂符号，用同音字、繁体字、拼音及

英文代替关键词中的某个字等。传统的基于关键词的过滤软件只对原型关键词进行识别及过滤，

无法对变形的关键词进行识别，也就无法对由这些变形关键词生成的不良信息进行过滤。为此，

设计了一种可以识别变形关键词的中文柔性匹配算法，算法包括原型匹配、夹杂符号匹配、夹

杂同音字或繁体字匹配、夹杂拼音匹配和夹杂英文匹配五个功能模块，分别用来识别原型、夹

杂符号、夹杂同音字或繁体字、夹杂拼音和夹杂英文关键词。在此基础上，开发了一款中文柔

性过滤软件。该过滤软件既可以过滤文本中的原型关键词，也可以过滤文本中的变形关键词。

后，通过Word宏技术，把该过滤软件与Word结合为一个整体，使每次打开Word文档时都要

先通过该过滤软件的过滤，实现在Word文档中实时过滤不良信息。如果不想过滤文档，只要在

打开的同时按住shift鍵，便能跳过该过滤软件直接打开指定文档进行其它操作。 

1.相关工作 

为了识别通过中文主动干扰处理的变形关键词和过滤文本中由变形关键词生成的不良信息，设计了一款中文柔性

过滤软件。软件分为原型关键词过滤、夹杂符号关键词过滤、夹杂同音字/繁体字关键词过滤、夹杂拼音关键词过滤

和夹杂英文关键词过滤五个功能模块，这五个模块可以单独对文档进行过滤，也可以综合对文档进行过滤。软件利用

java语言在Eclipse平台下开发而成。由于java语言的平台无关性，因此，该软件可以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如

Windows、Windows 95、Windows NT、OS/2、Windows System7等）运行。 

为了实现Word文档的实时过滤，我们想到了使用钩子函数、Word的宏、修改注册表等手段进行来完成目的，

后我们选择了在Word中编译宏命令，完成在Word中的自动嵌入工作，在打开Word时暂时屏蔽文档并自动连接运行

过滤软件，实现在过滤软件与文档之间进行参数的传递，通过判断传回参数的值，判断此文档是否含有不良信息，从

而决定是打开还是屏蔽该Word文档。 

后，对系统进行了包括功能测试、速度测试、不同Word版本运行测试、不同操作系统环境运行测试在内的多

项测试。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1)中文柔性匹配算法 

柔性匹配是相对于刚性匹配而言的。在刚性匹配中，只有当文本T中的字符串与模式串P完全相等时，才能被匹

配出来；而柔性匹配则没有这个规定，只要字符串与模式串的特征一样（即在不影响阅读理解的情况下），就能匹配

出来。传统的基于关键词的的过滤技术，都是采用刚性匹配，所以不能识别变形后的关键词。 

中文柔性匹配算法根据需要分成原型关键词匹配、夹杂符号匹配、夹杂同音字/繁体字匹配、夹杂拼音匹配和夹

杂英文匹配五部分，算法采用向前匹配的方法。 

(2)宏技术 

宏：译自计算机单词macro。所谓宏，就是软件设计者为了让人们在使用软件时，避免一再的重复相同的动作而

设计出来的一种工具，它利用简单的语法，把常用的动作写成宏，当在工作时，就可以直接利用事先编好的宏自动

运行，去完成某项特定的任务，而不必在重复相同的动作。在Word中对宏的定义为：“宏就是能组织到一起作为以

独立的命名使用的一系列Word命令，它能使日常的工作变得更容易。” 

Word宏命令：通过Word宏命令可以快速完成一些特定的操作，特别是一些需要批量处理的工作。比如在Word VBA

中运用扩展宏，完成在 Word 中的自动嵌入工作，一方面，在打开 Word 时不必再重复之前操作；一方面，可实现后

台自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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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及结果 

测试方案分为速度测试、功能测试、版本测试和打开方式测试四部分。 

实验结果表明：（1）该过滤软件可以实时过滤 Word 文档，且可以过滤 Word 文档中的原型关键词及夹杂符号、

同音字、繁体字、拼音、英文等变形关键词；（2）软件过滤文档所用时间较短，其中过滤原型、夹杂符号、夹杂拼

音关键词，在关键词个数多、文本很大的情况下都能控制在ms级，达到了实用要求；（3）该软件可以在不同的操作

系统下（如Windows Vista、Windows XP）运行，并能对不同的Word 版本（Word 2000、Word 2003 及 Word 2007）

的文档进行中文柔性过滤。 

4.创新点总结 

软件可以实时对 Word 文档进行中文柔性过滤，包括过滤 Word 文档中的原型关键词及夹杂符号、同音字、繁体

字、拼音、英文等变形关键词；该软件可以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如Windows Vista、Windows XP）运行，并能对不

同的Word版本（Word 2000、Word 2003及 Word 2007）的文档进行中文柔性过滤。 

5.未来工作 

本软件主要应用前景是与现有的过滤软件或浏览器相结合，针对不良文本中含有上述夹杂形式，进行敏感词汇

的过滤和封锁。提高现有封锁软件的性能，增加其封锁范围，使网络达到 大程度的“净化”。也可以设计成完善的

独立软件，开发出一种与“网络爸爸”相类似的对用户使用透明的网络不良信息过滤软件。另外这种数据过滤算法

还能应用在搜索引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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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动防护技术的安全优盘 

参赛队伍：张光达, 林帅, 潘瑾琨, 张可迪 

指导教师：任江春 

参赛高校：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针对U盘中数据面临的内部泄露、丢失泄密、木马窃取等严重安全问题，本作品基于

自主保护的思想，在硬件上增加安全芯片，确保了U盘数据的物理安全，为配套软件的存储

保护、数据加解密和数字签名与认证提供支持，从软件角度出发设计开发出与安全U盘相配

套的保护系统，并将软件系统固化到硬件中，实现了从安全芯片、物理硬件，文件系统过滤

驱动、操作系统API，再到上层应用的多层次立体防护体系。同时提出了基于预期的访问控

制技术概念，使得U盘能够在不可预知的环境中使用预期的安全防护策略对U盘中数据进行保

护，保证了U盘数据的可控性。该U盘可服务于军队、政府机密信息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和个人隐私保护等。 

 

图 1 U 盘实物与系统软件界面图 

1.相关工作 

目前国内外在 U 盘安全防护方面存在的解决方案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 U 盘加密方案：通过在 U 盘上集成加解密部件，从底层硬件上实现 U 盘上数据的加密存储，或单纯通

过软件实现 U 盘数据的加密存储。 

(2) USB 访问控制方案：通过在终端电脑上安装 U 盘控制系统来控制 U 盘中程序的自动运行、USB 端口的启

用/禁用或对进出 USB 端口的数据进行加密/解密。 

(3) 智能U盘方案：通过在U盘内安装安全控制软件，将本地机器上的加密保护机制引入到U盘上的控制软件

中。 

上述现有方案主要偏重于对优盘数据的加密存储保护，技术手段比较单一，没有形成软硬结合的整体防护体

系。不能实现优盘内数据从创建、存储、访问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在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如信息泄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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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1)U盘所面临的各种安全风险 

总结U盘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普通U盘拥有者无法对使用者加以控制或约束，造成U盘数据

从内部人员中泄露；U盘在丢失情况下处于完全失控状态，任何捡到U盘的人均可对其中的数据进行完全使用，造

成U盘内重要信息在丢失后扩散；在公共场所使用U盘，使得U盘遭到电脑上隐藏的木马等恶意程序的攻击，U盘中

的数据可能会被拷贝窃取或者恶意破坏。 

(2)安全芯片及片上操作系统 

系统从硬件的角度增强安全控制，即通过采用安全芯片替换普通U盘的USB接口芯片，并在安全芯片中实现一

个片上操作系统（COS），从而将普通U盘改造成一个安全可信的U+KEY（即U盘和USBKEY的二合一产品），实现数据

存储访问的透明加解密，并将情景用户信息以数字证书的形式提供给上层软件使用。 

(3)基于底层驱动的文件访问控制 

通过文件系统过滤驱动程序构造附加设备对象挂载在文件系统的存储设备之上，根据上层的安全策略配置，

采用文件数据流关联技术，监控过滤上层的IRP请求包，并对文件数据的访问提供审计功能，达到控制文件访问、

保护文件安全性等目的。 

(4)基于操作系统API HOOK的文件内容引用控制 

HOOK是Windows系统中用来在系统消息、鼠标键盘

操作等事件到达目标应用之前截获这些系统事件的一

种机制。可以利用HOOK来监控用户行为，对数据进行

“实时跟踪”，监控剪贴板等已访问数据流转的合法

性，以防止文件内容泄露。 

(5)多层次防护技术的集成方案。提出U盘智能自

主保护思想，研究上述多层次防护技术的集成方案，

以安全芯片作为物理硬件支持，加上系统内核层的控

制及上层应用层的安全策略配置，形成一套多层次、

立体防卫体系如图2。 

3.实验及结果 

本作品实现的安全U盘包括硬件和配套软件两个

部分。其中，硬件采用了32位国产安全芯片进行设计，

软件基于VC++ 6.0和Windows DDK 开发环境设计。 

我们搭建实验环境：Intel Pentium4 处理器，主

频 2.4GHz，1GB 内存，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操作系统。并对整个 U 盘进行了完备的测试实验，主要

分为功能测试，安全性测试，压力测试三大类，其中： 

(1)功能测试，主要是对整个作品的功能设计进行验证，测试系统功能的完备性与正确性。这项测试将采用

黑白盒测试方法，覆盖系统所涉及的所有功能模块，做到真正没有遗漏，保证系统能够达到预先设计的技术功

能要求； 

(2)安全性测试，主要是对作品系统可能存在的漏洞和安全隐患进行测试。这类问题可能是人为刻意破坏，

系统设计的缺陷或所处特殊环境造成； 

(3)压力测试，主要测试作品的抗压力性，测试系统在各种极端或重复性操作情况下的抗压力性能。 

通过上述实验表明：作品设计的主动防护智能优盘不仅具有传统加密优盘的功能，而且具有如下突出特点： 

(1)硬件芯片级数据加密保护； 

(2)能实现优盘数据创建、存储、访问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 

(3)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件“内容防泄漏”； 

(4)系统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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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测试用例列表 

 

4.创新点总结 

(1)基于 U 盘自主保护思想。 

现有 U 盘的安全研究主要注重存储性能和物理安全，主要的技术手段是加解密和依赖于计算机系统的访问

控制机制，依靠使用环境来保证数据安全，U 盘处于被动保护的状态。本系统从软硬结合的角度保护 U 盘数据，

一方面借助硬件安全芯片确保 U 盘数据的物理存储安全，另一方面将上层管理软件集成在硬件上，通过灵活的

权限配置和全面的权限控制，赋予了 U 盘中数据自我保护的“意识”，对连续性恶意尝试自动进行自锁，主动拒

绝任何的非授权操作，并通过硬件加密使数据对非法窃取者呈现密文状态，变被动人为防护为自我主动保护。 

(2)提出基于预期的访问控制技术。 

为防止内部人员在使用过程中进行越权操作，我们通过分析用户和进程操作 U 盘数据的各种行为，将 U盘

数据的访问权限进行细分，包括：文档的创建、修改、更名、删除、复制/粘贴、鼠标拖放、另存等，以期能够

阻断用户操作数据的各种途径，防止敏感内容泄露。同时，系统使用“情景用户”概念组织管理权限，根据预

期的安全控制需要，U 盘管理员预先设置相应的“情景用户”，“情景用户”对应不同的用户账号和权限级别。

从而使得 U盘数据能够在不可预知的环境中使用预期的安全防护策略，时刻保证 U 盘数据的可控性。 

(3)采用多层次、立体防卫体系。 

基于从底层安全芯片、物理硬件，到操作系统内核，再到上层应用的纵向架构，从各个角度对 U 盘数据的

创建、使用、存储、删除等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操作进行监控，保护 U盘数据的物理安全，实现对 U 盘数据灵活

的访问控制，提高 U 盘中数据在本地以及在不可预知环境中的安全性，达到多层次、立体化保护 U 盘数据的目

的。 

(4)具有物理芯片的硬件安全支持。 

在 U 盘内植入国产安全芯片，并引入各种安全验证机制，从硬件的角度确保了口令保护、密钥和证书存储、

安全算法执行、设备锁定、数据访问控制的安全；同时为配套软件提供必要的存储保护、数据加解密和数字签

名与认证支持，构建了从底层芯片到上层应用的“信任链”，保护了 U盘安全防护子系统自身的安全。 

(5)采用环境可信检测技术。 

U 盘的安全管理很多时候需要针对 U 盘数据的使用环境进行判断。我们提出环境可信的思想，拟在安全 U

盘中为数据设计环境检测的能力，对 U 盘所处宿主环境（包括防火墙，杀毒软件，网络连接，刻录设备，打印

机，绘图仪，其他 USB 设备等信息）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测，以期 U 盘能够 “智能”识别所处环境的“优劣”，

从而为用户决定是否进行相应的操作提供参考信息。 

5.未来工作 

 针对当前U盘数据面临的安全问题设计出的本作品，目前已经实现了预期的所有功能，达到对U盘数据的主动

立体防护。但是由于时间和能力有限，很多功能还有待加入，例如：实现对串并口，蓝牙，无线等数据传输方式

的控制，防止U盘数据的泄露，实现安全U盘之间通过网络方式进行安全可靠的数据传输等。我们还已经着手将此

作品申请国家技术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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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网安全管理与监控 

参赛队伍：刘帅, 闫帅, 杜询, 胡元辉 

指导教师：刘海燕 

参赛高校：装甲兵工程学院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为加大网络安全力度，各单位都先后采纳了一些网络安全产品。尽管如此，网络算不

算安全、单位的安全措施有没有落实，是不是杜绝了违规行为等等问题依然萦绕在各级主管

人员的心中。特别是对于需要物理隔离的单位内网，是否已经杜绝了非法外联、非授权接入、

IP地址的盗用等问题是当前各级安全主管部门进行安全检查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设计出

了内网安全管理系统。该系统针对各级主管部门的安全检查需要，采用双机互联的技术能够

防止内部网络的非法外联、非授权接入、IP盗用等非法操作，加强内部网络的地址管理，堵

塞安全漏洞。系统运行在Windows 2000操作系统上，安装方便，可管理Windows系列操作系

统。 

1.相关工作 

目前，内网安全监测技术主要有两种方式实现：一种是 C/S 模式，一种是双机模式。 

(1)C/S 模式的内网安全监测技术 

C/S 模式的内网安全监测技术主要有两部分组成：Client（客户）端和 Server（服务器）端。 Client 端

主要用于监控、审记主机的各种网络行为。系统对计算机的各种网络特征进行监控分析；Server 端安装在本地

局域网当中的一台计算机上，它主要负责监控网络中各 Client 端的运行情况。 

(2)双机结构的内网安全监测技术 

双机结构的网络非法外联监测管理系统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监测中心和报警中心。监测中心软件安装在内

网的机器上，通过它对内部网络上受监控的主机发送监控信息，监测内部网络主机的连接情况等；报警中心连

接在 Internet 上，一旦内网主机连接到 Internet，系统立即发出报警信息。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信息安全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在加强外部网络防护的同时，必须弥补对内部威胁防范的不足，开发出更加全

面有效的信息安全的解决方案。内网安全管理系统可以防止内部网络的非法外联、非授权接入、IP盗用等非法操

作以及实现对内网计算机的上网监控记录。加强内部网络的地址管理，堵塞安全漏洞。它将作为防火墙、入侵检

测、脆弱性分析等安全技术的补充成为网络安全的重要领域。 

3.实验及结果 

(1)实验目的 

测试本系统的各项功能是否具备。 

(2)实验环境 

     主机7A、7B、7C的ip地址分别是：192.168.0.71、192.168.0.72、192.168.1.73。MAC地址分别

为:00-21-97-35-09-27、00-21-97-32-68-35、00-21-97-35-07-AC。主机8A、8B、8C的ip地址分别是：

192.168.0.171、192.168.0.172、192.168.1.173。MAC地址分别是：00-0C-29-84-87-7B、00-0C-29-4B-0F-22、

00-0C-29-D5-D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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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结构 

8A机作为内网监控主机，8C机作

为外网监控主机，安装windows2000

系统。其他机做为被检测主机，安

装client代理程序。 

3.实验内容及结果 

(1) 非授权接入检测 
把主机 7A 接入内网 

点击“开始扫描”按钮 

扫描结束后，点击“检测”按钮，

结果如图： 

检测出7A为非法主机 

(2) IP 地址盗用检测 
将7A主机IP改为“192.168.0.72”

后接入内网，同时把7B断开内网 
按上述步骤扫描整个内网后点

击检测结果为： 
说明主机7A有IP地址盗用现象 

(2) 非法外联检测 
主机7C双网卡，一个网卡连接内

网，另一个网卡连外网，将7C的内

网卡添加为合法主机。将8A主机上

的内网安全检测软件的目的端口置

为6000，序列号为30000，监听主机

8C的IP地址192.168.1.173；在外网

的主机的检测软件设置源端口为

6000，顺序号为30001。点击“发送

消息”按钮，结果如图： 

判断出主机7C非法外联。 

4.实验结论 

按照上述实验步骤，反复进行多次

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系统具有如下安全

功能： 

(1)系统能够自动扫描内网主机信

息，允许添加合法主机信息 

(2)根据合法主机信息发现非授权接入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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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合法主机信息发现IP地址盗用主机； 

(4)发送探测数据包，发现非法外联主机。 

4.创新点总结 

本系统综合采用了 C/S 模式与双机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且 Client 端采用自启动方式后台运行，软件很小，

占用内存少，减轻了其运行时占用一定系统资源的不足。并且使用了双进程保护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用户

强行关闭监控程序。这两种模式相互补充，使系统对非法外联的检测能力更强。如双机系统不能检测断开内网

后再联内网的情况，而 C/S 模式则弥补了它这一固有弱点；同时，一旦用户通过技术手段停掉 Client 程序，双

机系统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对非法外联进行检测。 

5.未来工作 

(1)本系统只对主机的 137 端口进行了扫描，有少数用户可以屏蔽此端口，应该改进为对主机的常用端口进

行扫描。 

(2)加入日志功能，记录非授权接入的具体信息。 

(3)完善 Clint 端的功能，使其能够对非法主机的行为进行适当控制。 

(4)本系统无法绕过路由、交换机的网络设备，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将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信息技术非授权外联监测产品安全检验规范》.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2] 孙勇, 杨义先.《非法外联监测系统的设计和实现》.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安全中心. 

[3] 夏立法, 陈歆, 洪晶.《边界安全中存在的非法外联问题》.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 

[4] 范建华 等译.《TCP/IP 详解》1-3 卷.机械工业出版社.  

[5]《Visual C++ SQL Server 数据库应用系统开发与实例》.启明工作室.人民邮电出版社. 

[6] Kate Gregory.《Visual C++ 5 开发使用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 

[7] 丁展,刘海英.《Visual C++网络通信编程》.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获奖作品集 

第 185 页 共 297 页 

基于静态内存分析的 Windows 取证技术 

参赛队伍：张长智, 陈昊 

指导教师：刘乃琦 

参赛高校：电子科技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在现代计算机取证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被恶意软件感染的计算机，特别是一些

具有 root 权限的 rootkit，它不仅能对系统进行完全的控制，并且能在系统中进行数据隐

藏或数据篡改，从而达到反取证的效果。因此传统的取证工具就必须选择另一种途径来分

析这些恶意软件。为了保证调查现场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直接在被调查的计算机上运

行一些恶意软件或 rootkit 的检测程序将是不可取的，因为其将对运行的系统产生影响，

甚至直接导致现场的破坏以及一些重要数据的丢失。静态内存分析正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

的一种解决方案。通过对系统的内存镜像的静态分析，可以获取当前系统的运行状态,工作

情况,用户登陆信息,乃至口令，IP 地址等，内存中的这些易失信息将会提供给调查人员或

取证人员更多的证据。 

1.相关工作 

 本项目涉及到的工作包括：内存镜像的获取，信息的获取，信息的分析总结，信息的转储等。 

 在获取内存镜像的工作中，主要利用崩溃转储(蓝屏)和第三方内存转储软件获取两份虚拟机上的内存镜像文

件(第一种方法)和一份本机的内存镜像文件(第二种方法)。通过微软的调试器WinDbg[1]可以方便的获取虚拟机

的内存镜像。 

 获取内存镜像完成后，便对各种想要获取的内核对象特征进行分析和提取，并总结前人的工作，结合逆向工

程[2]，构造出完整的特征识别规则。然后通过特征搜索和常规方法两种方法分别对镜像中的信息进行提取。这

一步作为内存分析过程中 重要的部分，本作品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以保证获取足够的信息量。 

 第三步则是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总结，筛选出可疑信息，首先通过比对两种方法获取的信息的异同初步判

断可疑信息。程序根据分析结果生成两种分析报告，一种文本格式的报告，可以直接在程序视图中浏览，另一种

是网页格式的报告，可以用浏览器打开查看，这样调查人员或取证人员就可以在程序退出后仍然可以对内存进行

离线分析。 

 工具集中提供的程序镜像转储工具对指定的进程所占的内存页面进行转储，取证人员可以利用其他的工具诸

如strings[3], BinText[4]等对特定的进程镜像进行字符串搜索或其他更深入的分析。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通过开发这个内存分析工具，我们对内存分析技术做了细致的学习和探索。鉴于现在内存分析技术尚处于初

始阶段，对此还未形成规范，因此我们对内存分析做了一些定义和说明，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概念，模型和想法。 

 本作品通过目前流行的内存分析技术(诸如逆向工程，特征搜索，池标签搜索)，在内存中获取进程，线程，

驱动模块，文件对象，注册表对象，用户信息，网络连接信息。并提供了良好的可视化界面，方便取证人员和调

查人员在不同的窗口间进行切换以查看相关的信息。我们首次提出集体取证的概念，将程序生成的日志文件放到

Web服务器上，供不同的取证人员分析和讨论，希望能通过更多的人从更多的角度去分析电子证据。 

3.实验及结果 

 在Windows XP SP2的系统上运行名为futo[5]的rootkit对一指定进程(cmd.exe)和驱动模块(msdirectx.sys，

该rootkit的驱动模块)进行隐藏,然后通过崩溃转储方法获取该系统的内存镜像文件MEMORY.DMP。运行“取证平

台”软件并导入内存镜像文件进行分析，获取进程，线程，驱动模块，文件对象，注册表对象，用户信息，网络

连接信息。 

 查看程序的分析报告，可以找到进程cmd.exe并判定它是隐藏的，可以找到futo程序以及它的运行过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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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kit进程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它还是在内存中留下了痕迹)，可以找到驱动模块msdirectx.sys但是没有判定

它是隐藏的(因为驱动模块是通过HOOK技术隐藏的，并没有摘除链表，所以在程序看来它不是隐藏的)。 后在网

页形式的分析报告中查看futo和隐藏的进程的详细信息。 

4.创新点总结 

(1)提出了内存分析模型，数据融合，静态威胁建模，集体取证的概念。 

目前内存分析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内存分析的理论知识和取证模型都还很不完善。在对内存分析工

具的开发中，经过不断的总结，我们对内存分析做了一些理论上的研究，并希望能通过这一套理论模型指引我

们的后续开发过程。由于时间的有限性，我们按照该模型设计出一个内存分析的基本框架，并实现了其中的‘数

据提取’和‘数据融合’，对于整个框架的实现，我们希望能在未来的工作中去实现它。 

(2)应用 新的内存分析技术：逆向工程，特征搜索，池标签搜索。 

 在分析内存镜像的时候，我们通过逆向工程，特征搜索，池标签搜索等新兴的内存分析方法获取各种有用

信息。 

(3)使用自定义特征集来进行特征搜索。 

 很多 Windows 对象都是以一定的结构存在于内存中，我们通过对这些结构的特征进行分析，并通过一些不

动点特征做出了特征搜索规则集，利用规则集对内存中那些数据结构进行搜索。 

(4)提供了一套集成化和可扩充性取证工具。 

 现在关于内存分析的工具还相当稀少，集成化的分析工具更是如此。 

5.未来工作 

(1)不动点特征的提取 

 由于Windows是一个闭源的操作系统，很多相关的内核结构都是没有文档化的，需要利用逆向工程或相关的

方法去深入剖析这些结构体，提取出不动点特征，然后制作出更好的特征规则集。 

(2)获取更多的信息 

 内存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里面有着足够的信息供取证人员分析和参考。我们已经分析的部分以外，内存中

还有大量的空间没有被探索。 

(3)多线程的应用 

 由于在设计之初并没有考虑分析的效率问题，因为取证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件很紧迫的事情。但是由于分

析的数据越来越多，分析速度也越来越慢。所以在后续的工作中，我们将会重新设计程序框架，让其支持多线程

扫描。 

(4)时间线分析 

可以使用时间线分析技术去构造事件集合，即通过内存中数据的时间特性做时间线分析，以划分出可能的事

件的集合。 

(5)静态威胁建模 

我们希望能在后续的工作中，建立一种静态威胁模型。并通过该模型对数据融合获取的事件进行威胁分析，

发现内存镜像可能存在的静态威胁。 

(6)可扩充性 

在一开始我们就考虑到了工具的可扩充性，并且我们在工具中也提供了扩充的可能性，但由于时间的紧迫性，

我们将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数据提取上，对于此我们只是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框架。我们会在未来的工作中继续完

善它。 

参考资料 

[1] Debugging Tools for Windows. [Online] www.microsoft.com/whdc/devtools/debugging. 

[2] Reverse Engineering. [Onli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verse_engineering. 

[3] Strings. [Online]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cn/sysinternals/bb897439(en-us).aspx. 

[4] BinText 3.03. [Online] http://www.foundstone.com/us/resources/proddesc/bintex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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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证件防伪系统 

参赛队伍：李龙, 刘展, 李瑞冬, 游历 

指导教师：曹晟 

参赛高校：电子科技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证件，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一直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软证件作为

其中应用广泛的一大类，如产权证、执业证、护照、驾照、奖状、荣誉证、资格证、出入证、

工作证、学生证、学位证、个人介绍信等，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图形图像处理

技术、高精度扫描、高分辨率打印、数字化印刷等计算机相关技术不断发展，原有的防伪措

施很容易失密，证件的非法篡改和肆意伪造所带来的损失和破坏一直以来甚至可以跟证件所

起的巨大功效相提并论，这使得证件的权威性和信用体系非常脆弱，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越来

越大。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纸张等软质打印信息载体凭借着成本低廉、检测

方便、灵活性高、符合环保，而且具有技术、材料双重防伪等特性受到长期青睐，是造假的

主要途径，使得软证件等打印信息的真伪鉴别成为一个共同关注的难题。本作品提出一种软

证件类的逻辑签署技术，设计了条码子母印章族关联机制，利用可打印的条码数字印章，将

软证件文字信息与条码相联系，使软证件内容实现了数字指纹的信息化保护；同时将此技术

应用于软证件的认证体系中，完成了基于打印信息逻辑签署技术的认证系统的设计和实现方

案，并据此开发了制证和验证原型系统。相对于现有的各种其它防伪方法，本系统在本质上

是以低成本的逻辑运算复杂性的技术路线取代了高成本的设备器材和物理工艺复杂性的技

术路线；特别是其验证过程不依赖于计算机数据库和互联网络等设备的支持，支持脱机验证，

仅使用条码识读器(或数码相机等一切具备识读能力的设备)即可在各种固定和移动环境下

完成对证件与持证人的精准验证。系统成本低廉，方便易用，安全和可靠性高，更好地满足

了现代软证件防伪的高技术要求，适合大规模推广应用。软证件防伪系统的设计和开发，一

方面希望能拓宽和深化信息安全领域的学科特点和优势，同时也希望能进一步推动二维(多

维)条形码在我国的发展应用。 

1.相关工作 

现代软证件防伪技术，原始载体和防伪机制是多种多样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电子学、光学等理论

与技术的引入不仅显示出信息安全防伪领域的独特魅力，而且充分展示了各学科的自身优势。 

具体而言主要是针对证件的物理表层或内含的加密数据来实施防伪，前者如公章、缩微线、指纹、虹膜，

特殊的印刷纸张，化学涂层，全息图像、数字水印等；后者通过加密数据生成校验码，然后借助网络与数据库

中存储的信息进行对比。对于前者来说，由于现代印刷技术已经使得高质量的印刷设备的价格相对便宜，从而

使得伪造者利用现代高科技制作技术来伪造这些印刷品也成为了相对简单而容易的事情。就其技术实现结果来

看， 终都要归结为主要依靠人的感观或脑力来辨别真伪，而不能合理有效地利用机器的无差别识读能力来代

替主观注意力进行验证。这种直观鉴别法在制作工艺越来越精巧，手段越来越高明的假冒伪劣证件面前，防伪

成本越来越高，但效果却并未显著提升。对于后者来说，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缺陷。随着数据存储结构的新

变化，数据的存取只应该受到安全机制的制约管理，而不应该受到地域空间的约束，建立和维护庞大的网络数

据库系统的成本高，验证效率低，对技术设施和地域环境的依赖性强，对多方协同工作的实效性依赖大，在移

动环境中（如飞机上）不便实施验证等。特别是作为共同的问题，上述各种现有的软证件防伪技术，对于非法

盗用证件这一突出问题尚没有针对性的高安全措施。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证件的难以模仿性和易于鉴别性是证件防伪的基础。依此提出的软证件防伪方法就是基于以上两条基本原则

进行设计和开发，使得软证件难以模仿和伪造，廉价易用，并且验证快速方便。为了建立起良好的软证件防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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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本作品在如下方面进行了细致研究： 

(1)防伪机制分析设计 

用信息关联的机制来保护软证件上的固有信息，从而使得证件上的固有信息具有难以复制、更改的特性

和易于验证的特性，并根据此信息关联机制来验证固有信息是否被篡改或伪造。 

为了实现这种信息关联机制，将证件上的信息分为三类： 

 证件公有信息：（包含证件文本信息、、持证人特征公开信息，即持证人的社会属性信息和生物属性信息等），

打印在证件上，任何人都可看到的信息。 

 证件隐私信息：即合法持证人的特征信息，经过加密处理后的简要信息，追加到证件防伪信息或证件隐蔽信

息上去，并且只有由授权的解密密钥才能够将其解读出来 

 证件验证信息：即将证件的公有信息和私密信息的摘要提取出来并经过函数变换，即HASH和加密函数组合处

理后的摘要。验证信息用以保护和检验证件有关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以防篡改、防伪造，并起到简化验证运

算开销的作用。 

由此建立的防伪认证机制，使证件全体固有信息的表达结果具有难以模仿性和易于验证性，此即关于证

件防伪造的方法机理；对证件固有信息内容的任何篡改，都会使证件上固有信息代码值与验证信息代码值之

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产生矛盾并容易检验，此即关于证件防篡改的方法机理。 

(2)制证系统设计 

 制证时，在证件上制作若干个附加的条码，用来表示证件固有信息的上述三个相关部份： 

 表示证件公开信息的条码称为数字母章； 

 表示证件隐蔽信息的条码称为数字私章； 

 表示证件验证信息的条码称为数字子章， 

制证系统有多个模块构成，分别行使以下功能： 

 EF（Encryption Function）代表一种加密运算函数程序EF(M, K)，其输入是二进制数据M和密钥K，其输出

是加密变换后的二进制数据C。 

 DF（Decryption Function）代表一种解密运算函数程序EF(C , L)，其输入是二进制数据C和密钥L，其输出

是解密变换后的二进制数据M。 

 GCP（Graphics Creation Program）代表一种二维条码生成程序GCP(S),其输入是证件信息的普通计算机代

码（如二进制数码串）S，经条码编码过程，其输出结果是特殊 的二维条码。 

 GCR（Graphics Creation Reader）代表一种二维条码译码识读程序(G)，其输入是二维条码编码数据，经译

码过程，其输出是计算机可打印的（ASCⅡ）字符或其它通用信息表示符。 

 HF（Hash Function）代表一种Hash函数程序HF(S)，其输入是较长的二进制数据流S，其输出是把S变换成短

的固定长度的二进制数据s, s包含了S的信息特征。 

制证的总过程图如下： 

 

图1 制证过程图示 

(3)验证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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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系统用到了解密子程序DF、数字摘要子程序HF、二维条码译码识读程序GCR。 

验证的总过程图如下： 

 

图2 验证过程图示 

3.实验及结果 

 

图3 系统起始界面 

 

图4 信息输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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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制证结果预览 

 

图6 一种验证结果 

4.创新点总结 

总体而言，软证件防伪系统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新的工作： 

(1)证件防伪逻辑机制与物理机制的关系 

与传统的各种物理、生物、电子信息等防伪手段相比，软证件防伪系统针对一大类软质证件，强调从防伪

的逻辑机制来保护证件，其主要代价是安全机制中逻辑运算的复杂性，不过由于软证件所需要表达的信息量一

般都不大，所以这种代价对于软证件类的实际应用恰好具备了可行性。 

本作品的工作表明信息防伪技术（包括软质和硬质实体信息）不单是与信息载体物理表面外壳有关的防伪

设计，载体表面与内容的综合一体化防伪更是安全防伪设计的重要关注点，信息的防伪鉴别不仅要取决于各种

特殊防伪环境的构造（比如在材料介质等表面外壳上不断更新变换各种特殊加密方式，或建立大型集约化网络

协调手段等），对防伪体系逻辑机制的设计投入更多研究在当今高新技术发展迅速的社会可能更为重要。同时，

本系统的逻辑机制可以与更多的编码或其它技术结合，内置到硬件平台、外围设备、操作系统或其它软件应用

的基础设施中，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更多的作用。 

(2)信息安全与自动识别技术的结合 

   证件防伪技术是一个多学科交叉领域，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电子学、光学等方法手段参与已久，已经并

仍将起着重要作用。而利用现代信息安全学中的基础理论，例如本作品中使用到的密码技术、编码技术等进行防

伪，却是 近上十年才开始迅速发展，本作品再次表明信息安全学在防伪领域还会有更多更大的潜力。 

同时，现代自动识别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与电子信息技术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本作品中生成数字印章的二

维条形码是自动识别技术中的经典代表，我们将其作为信息安全技术应用的载体，不仅设计和完成了新的更安全，

更可靠的软证件防伪系统，而且使得条码(特别是高维条码)技术找到了新的发挥功用的领域，进一步从实际应用

中要求条码技术的更新和升级，促进了条码技术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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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创新的结果，本作品与其他一些主要防伪方式相比较，具有性能和成本上的优势。 

表1 作品与其它产品的比较 

比较点 本作品 传统印章 照片、指纹 激光防伪 注册编号或条形码 

防伪防冒用篡改 强 弱 强 强 强 

抗污损 强 中等 弱 弱 弱 

影印性 强 强 中等 弱 强 

可移动性 强 强 中等 弱 弱 

成本 低 低 高 高 低 

5.未来工作 

我们的今后的工作重点在：  

(1)进一步完善本软证件防伪系统，采用多种前端数据采集方法，将系统应用于手机平台，设计成为个人数字

签名等相关应用，使其能够有很好的复用性。我们曾经考虑使用二维条形码识读器，扫描仪，数码相机，手机和

摄像头来作为识读采集设备，但我们经过理论思考和实验测试，认为用数码相机和手机 有应用发展前途。因为

对于一般人来说，不会专门去买二维条形码识读器和扫描仪，但拥有数码相机和手机的可能性极大，这样会进一

步方便本软证件防伪系统的推广使用。摄像头使用虽然也较为广泛，但其受限于识读精度的限制而难以得到良好

的青睐。 

(2)本软证件防伪系统具备良好的防伪功能和实用价值，除了作品报告中演示的产权证之外，还可推广到其他

应用广泛的软证件系统，如火车票、飞机票系统中去，对国家防伪体系的发展将有良好的帮助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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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数字水印 

参赛队伍：杨旭, 李 姣, 吕后华, 蔡瑶琼 

指导教师：杨维忠 

参赛高校：云南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此次开发的双重数字水印软件功能丰富，由于在准备阶段阅读大量文献，对当前比

较流行的数字水印软件进行功能测试，做总结，再开展设计与实现，所以有很多创新的地

方，详见第四章“创新点总结”。区别于单一水印软件，我软件可以支持六种不同的水印嵌

入方式：“可见水印嵌入”、“脆弱水印嵌入”、“鲁棒水印嵌入”、“可见和脆弱水印嵌入”、“可

见和鲁棒水印嵌入”及“脆弱和鲁棒水印嵌入”；对鲁棒水印可以进行提取，脆弱水印可进

行检测和提取；另外软件支持批处理功能。我们这款软件的实用性很强，可以提供六种不

同强度的图像保护：“仅标识版权”、“仅保护完整性”、“仅维护版权”、“标识版权和完整性”、

“标识版权和维护版权”及“保护完整性和维护版权”。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水印

嵌入方式，以达到不同的图像保护强度。 

关键词：数字水印；双重水印；可见水印；脆弱水印；鲁棒水印 

1.相关工作 

遵循软件项目开发标准流程，遵循软件项目开发标准流程，我们的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由于篇幅

限制，这里仅简要介绍，详细文档请参见"竞赛作品报告"。 

(1)相关资料搜集与整理 

此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对数字水印的相关信息进行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搜集了数字水印的基础知识以及相关

算法；并且整理了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水印软件具有的一般功能和特点，分析其优缺点及发展趋势，这有助于

设计出我们自己的数字水印软件；另外我们还就数字水印软件实现时需要的知识和技术做好准备。 

(2)方案可行性研究 

本阶段工作旨在确定方案并研究其可行性。我们预实现一个集可见、不可见水印
[5]
于一体的数字水印软件，

为用户提供一个既可保护数字水印图片的版权信息又保护其完整性的解决方案。 

根据市场的需求和算法的选取等来分析可行性，并形成成文的报告，即可行性研究报告，来支撑后续工作。 

(3)需求分析 

为了保证软件开发项目的顺利进行，在本阶段我们要制定详细的需求分析，因为又有在明确需求后，应用

软件才能应运而生，才能有市场。在作需求分析的时候，要充分地了解市场，并撰写项目需求报告。 

(4)概要设计 

在需求分析制定好之后，根据需求分析对项目进行概要设计。这里包括项目功能确定、程序模块设计、界

面设计、类设计等，做好本阶段的工作，使整个项目大致成型，撰写概要设计说明书。 

(5)详细设计 

在概要设计的基础上，对项目进行详细的设计。具体涉及到函数参数、类接口等，这是具体编码前的 后

一次设计，做好详细设计之后才能比较顺利、逻辑性好地进行下一步的编码。在此阶段，应该根据标准撰写详

细设计说明书，以指导下一步工作。 

(6)系统实现 

系统实现阶段 主要的工作就是编码，各成员根据之前制定的详细设计说明书并行编码，完成所有预定功

能的代码实现。系统实现完成后，系统应该基本成型，能执行需求中的所有功能。 

(7)软件测试 

本阶段工作主要是进行软件性能测试。在测试的过程中对系统作进一步的完善，加强系统健壮性和容错性以

及提升系统的易用性、改善界面。软件测试的过程中，要保证测试数据全面，测试图片格式尽量多，测试图片数

量尽量多，并测试系统执行效率。测试完，撰写测试报告，并对测试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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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发布与维护 

开发完成，本阶段工作即软件发布。确认软件运行环境，会列清单，尤其本软件是跨平台开发出来的，所以

在运行环境方面会比较复杂，发布要做好，做细致。一个再完美的软件产品，如果不能发布成功，就会是一个败

品。 

对于系统的维护与升级，那是软件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所以作为开发人员，一定不能满于现有成绩要不

断求索与创新，给用户提供更加完美的作品。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数字图像水印是向被保护的数字图像嵌入的能够证明版权
[1][3]

归属或者能够跟踪侵权行为的信息，并且在必

要的时候可以提取出来证明载体的版权
[12]

。现在图像数字水印大致分为，鲁棒水印
[2][4]

，脆弱水印
[7]
，可见水印

[6]
，不可见水印几种，每种水印都有着各自的优点和缺陷。而且水印还存在多种算法，每种算法间或多或少都存

在一些冲突
[10]

。 

鉴于此，本小组的主要研究内容为尽可能的找到三种不同水印算法，在两两同时运用在同一张数字图像上时，

不会产生太大的冲突，以此弥补各种水印间的缺点，做到对图像的多种保护。 

3.实验及结果 

本实验实现的 终作品为 DIY_Watermark，实现了双重数字水印系统相关功能。运行此软件需要安装

Windows XP 系统，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MATLAB R2008 MCRInstaller 的运行环境。经测试，我们

的软件基本上实现了我们 初的目标，只是在鲁棒水印的效率和效果方面还需要改进。 

4.创新点总结 

DIY_Watermark 是一个全自主开发的数字水印软件。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我们对当前存在的具有代表意义

的水印软件产品认真得进行了详细的功能测试，总结其优点和不足。阅读大量数字水印相关研究文献，研究市

场需求， 终开展设计与实现，本次开发的数字水印软件具有较好的创新。 

●本软件系统可以对同一数字图像添加一种或两种数字水印。虽然只是在一个数字水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一个数字水印，但需要考虑的问题却远大于二。双重水印不但要有特定的嵌入顺序，同时还要将两种水印的影

响降到 小
[3]
。因此在进行双重水印嵌入时，水印嵌入算法的选取十分重要

[8]
。 

●本软件系统提供三种数字水印可以供用户选择：可见水印、脆弱水印、鲁棒水印，共有六种不同的水印

嵌入方式：“可见水印嵌入”、“脆弱水印嵌入”、“鲁棒水印嵌入”、“可见和脆弱水印嵌入”、“可见和鲁棒水印嵌

入”及“脆弱和鲁棒水印嵌入”。分别提供六种强度的图像保护：“仅标识版权”、“仅保护完整性”、“仅维护版

权”、“标识版权和完整性”、“标识版权和维护版权”及“保护完整性和维护版权”。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灵

活选取然后添加，提供强有力的保护。现有的水印系统大多只能进行某一单一水印的嵌入。此项功能的创新意

义不言而喻，三种水印任意选择，不但符合当前的多样化潮流，而且 DIY（do it yourself）品质在是计算机

行业的一种延伸和扩展。 

●本软件能对脆弱水印进行检测，可以在脆弱水印未提取的前提下确定是否嵌有水印，而现有的水印软件

一般不支持此项功能，实属创新。通过该项功能，我们可以快速的检测图像中是否存在脆弱水印，进而确定该

图像是否被人改动过，减省时间，很是实用。 

●在脆弱水印中，对称密码算法 RC4 的巧妙应用使得本软件在安全度上上升了一个级别。在水印嵌入前，

先运用 RC4 算法对嵌入信息进行打乱，一方面，信息打乱后，被攻击的可能性降低；另一方面，使得只有取得

正确密码才能够提取到正确的水印信息。这样的水印，不仅可以用来进行防篡改检测，还可进行安全的信息传

输。 

●在脆弱水印的算法上，没有直接采用传统的把信息嵌入到每个像素 低位的 LSB 算法
[11]

，而是把嵌入文

件一个 bit 的信息和宿主图片像素中的每一位进行异或，使水印信息和宿主中每一个像素的每一位都具有相关

性，任何一位的改变，都使得水印信息的改变，这样大大增强了水印的脆弱性。 

●在鲁棒水印中，对每个鲁棒水印的嵌入系统都自动生成一个密钥文件，只有拥有密钥的人才可以提取到

鲁棒水印，所以，掌握密钥文件就成为拥有图像版权的“凭证”，这与鲁棒水印保护版权的功能相呼应，使得图

像版权归属有据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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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来工作 

DIY_Watermark 虽然是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数字水印软件，但是它还不完善需要改进。为了使

DIY_Watermark 得到完善和加强，我们制定了后续开发计划。该后续计划将主要从以下这些方面开展工作。 

(1)提高 DIY_Watermark 的运行效率 

DIY_Watermark 的可见水印和脆弱水印的效率都很高，但鲁棒水印的效率还有待改进。另外，我们还可以优

化各种水印算法，提高算法运行效率等等。 

(2)做好 DIY_Watermark 的更新和维护 

软件的更新和维护是软件整个生命周期中 重要的阶段。没有更新和维护支持的软件，将很快被被淘汰。

做好软件的更新和维护，也是标准软件开发流程的要求。通过更新和维护软件，解决用户使用中发现的问题，

软件的质量才能得到提高，才更能满足用户的要求。为了能够将 DIY_Watermark 开发成为一个优秀的软件产品，

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要求做好它的更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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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审计 

参赛队伍：臧文羽, 张美娜, 吕文龙, 黄莹沛 

指导教师：崔宝江 

参赛高校：北京邮电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在网络日益发展的今天，人们的距离越来越近，许多工作和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快捷

方便。但是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络的安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充分重视。随之也

出现了许多安全防范措施，像早期出现的防火墙，IDS和 近出现的网络安全审计系统。不

过它们自身也都存在着一些缺陷，所以我们总结以上产品的优缺点，设计出了我们的网络

安全审计系统。我们的网络安全审计系统是基于主机的安全防范。这个系统主要通过网络

数据包的捕获和分析来评估主机的安全状况。首先，通过数据采集模块，它实现了网络层

的数据包捕获功能。其次，通过协议分析模块，它可以分析从网络层到应用层所有的数据

包。再之，通过进程关联模块，它找出了与数据包关联的进程，也就是找到了问题的源头。

后，通过日志分析模块，它具有实用的日志分析功能，可以通过流量，分类查询数据包，

特定事件的匹配，对主机上可能的安全问题做出预警。我们软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它是

一款适合个人电脑使用的网络安全审计软件。第一：它把捕获原始数据包、进程关联和日

志分析这三部分综合在一起，使网络安全审计软件的功能更加全面。第二：在进程关联方

面，我们弥补了TCP View和Fport等软件的不足，找到了发送UDP数据包进程联系的远程地

址，和ICMP差错数据包指示出的差错进程。 

关键词：数据采集，协议分析，进程关联，日志分析 

1.相关工作 

在软件开发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首先，我们学习了网络传输协议 TCP/IP 相关的内容。再之，

我们对网络编程工具有了一点的了解， 后选择了 Winpcap 作为我们的编程工具。随后，我们统计了网络攻击

的一些特征。 后，我们调查了现有的安全审计产品，综合他们的优缺点提出我们自己的网络安全审计系统。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网络安全审计系统，主要是针对个人计算机的。

可以提供细粒度的统计分析，更好的查找个人电脑

受到的网络威胁，同时提供一个全面可用的日志分

析。我们的系统主要通过数据采集，协议分析，进

程关联和日志分析四个模块来实现其功能。                            图 1 个模块关系图 

(1)数据采集 

数据包采集模块工作的效率直接影响数据审计的效率和审计结果的准确性。如果丢包率过高, 审计结果就

根本没有意义。我们采用的是 Winpcap 数据包捕获机制，它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数据包捕获函数库。 

通过 Winpcap 我们可以在网络层捕获数据包，一般的抓包软件抓包都是工作在运输层，我们的软件使用底

层的驱动完成了网络层的抓包，这是一个突破也给我们对网络有一个全面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将网

卡设置到混杂模式，我们就可以捕捉到需要的数据包了。 

(2)数据分析 

协议分析是数据包处理的关键步骤，它根据捕获的数据包的报头信息，判断数据包所属的协议。并根据协

议的格式去除封装数据包的头信息，得到数据包中的数据部分。得到数据包中的内容后，根据该协议传输数据

的方式，数据内容中控制信息和操作信息的特征，提取出用户的操作信息, 后对用户的操作进行重组。该模块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操作, 还原得到用户的原始操作信息。 

    协议分析模块的主要工作是将捕获到的数据包, 依据其报头的信息, 判断出其所属的协议。并根据其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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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格式、传输方式、报文内容对用户的操作进行重组、还原， 后将还原后的用户操作提交给数据审计模

块。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网络层次来看看数据分析的具体工作： 

 网络层：在这一层，经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网络包的发送和接收时间，包长度和网络包传送的源 IP

地址和目标 IP 地址，同时还指出了该包运输层的网络协议。另外在网络层还可以分析到 ARP 和 ICMP 的数

据包，包括 ARP 包的物理地址和 ICMP 包的错误标识等。 

 运输层：在这一层，我们可以得到数据包通过的源端口和目的端口以及运输层协议的各个标志位。例如 UDP

数据包的包长和校验和信息和 TCP 数据包的序号，确认号等等。 

 应用层：应用层的数据包是五花八门的，对其的分析也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运用程序使用不同的协议，

我们要分类记录这些协议数据包，再根据不同的协议采用适当的分析方法，这样我们通过对数据包的审计

会对进程的行为有一个全面的记录，可以及时发现一些隐蔽的攻击。 

(3)进程关联 

进程关联是找到问题根源的关键。众所周知，所有的程序都必须通过进程得以实现，网络上的任何恶意侵

入都必须感染进程才能完成攻击。找到进程就可以找到感染的根源，从而有效的控制攻击。 

进程关联将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1) 找到进程与运输层和网络层的协议包的对应关系 

(2) 给出进程通信双方的 IP 地址和端口地址 

(3) 标识各个连接的状态 

(4) 对非法的进程，可以强制结束进程 

(5) 记录以上的内容形成进程日志 

(4)日志分析 

网络日志分析是通过对各种日志文件进行严密监控和分析来试图识别出入侵和入侵企图, 是网络安全防御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网络安全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日志分析将完成如下三个主要功能 

 流量分析：实时直观的图示流量统计。  

 根据特定的条件查询：我们可以分别根据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协议，指定的 IP 查询我们关心的数据

包，并将其写成日志。 

 事件分析：我们通过定义不同的攻击行为，设定阀值，构造了一系列的攻击事件。系统会对指定的攻

击事件做出反应。事件是可以动态定义的，同样可以生成一个关于攻击的日志。 

3.实验及结果（如图2所示） 

4. 创新点总结 

(1)全面的数据分析功能 

数据包的获取是网络活动分析的基础，

数据采集和分析的技术也越来越完善，我们

的系统在此基础上稍有创新。 

 有选择性的数据包捕获： 

我们可以设置过滤器，选择捕获我们关

心的数据包，这样可以避免我们淹没在众多

的数据包中而找不到真正需要信息。 

 对电脑的性能影响很小：                            图 2 网络安全审计系统主界面 

我们数据包的捕获是通过镜像得到的数据包而不是截获的数据包，这样，个人电脑的联网活动不会受到影

响。 

(2)强大的进程关联功能 

找到了进程，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现在也有很多软件可以实现进程的关联，但我们的系统在如下几个方

面有明显的优势。 

 找 UDP 进程的远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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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UDP 是一个支持广播的协议，所以一个进程可以和多个远程地址联系，这就是一般的软件（例如常用

的 TCP View，Fport，以及 Dos 命令行下的 netstat 命名）不能找到 UDP 的远程地址的原因。 

我们的系统可以将进程与 UDP 协议关联，记录下时间，端口号，并且生成日志。同时，我们可以按照时间、

协议分类查询相应的 UDP 数据包，通过对比，我们就可以找出 UDP 数据包的远程地址，如果发现远程地址可疑，

则应该尽快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找出 ICMP 数据包的进程 

因为 ICMP 是网络层的数据包，网络层完成的是主机到主机的通信，并且在驱动层的 ICMP 软件包中没有相

应的表或缓冲区来记录 ICMP 包的相关进程和状态，所以没有相关的软件找到 ICMP 的进程。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在 ICMP 数据包中，为了和差错协议及进程取得联系，记录了原数据包第一个字节的内容。

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端口号，从而就可以找到相应的进程，如果一个进程企图用大量的 ICMP 包来占用带宽，必

将被我们揪出来。 

3.实用的日志分析功能 

日志分析是跟踪问题的关键，现在市场的日志分析软件也是五花八门，我们日志分析功能在如下几点上有

创新。 

 适合于个人电脑的日志审计功能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日志分析软件有 Apache、Netscape、enterprise、server、MS、IIS 等，它们大多是针

对 WEB 服务器的日志文件进行的分析，不能很好的满足普通用户的需求，我们的系统正好弥补了这个不足。 

 灵活的实时查询和离线查询策略 

我们的软件针对原始数据包进行了详细全面的分析，然后以日志的形式对分析结果进行记录和管理。使用

户既可以实时的查询当前的系统运行情况，也可以通过方便的数据库查询来查看过去的记录。日志管理使我们

的安全审计系统功能更加完善，使用户系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5. 未来工作 

 完善各种攻击的预警 

 查找网络数据包所对应的进程（如ARP和I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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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加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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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通过网络进行数据传输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然而由于数据在公网

上大多以开放的形式传输，很容易被第三方非法获取，造成敏感信息的泄露[1]。目前常见的

安全解决方案存在一些缺点，如部署困难、应用面窄等。针对上述问题，本作品提出一种嵌

入式的P2P（Peer-to-peer）网络加密器的解决方案，并具体论述了设计与实现方法。本加密

器可使特定数据以密文形式在网络中传输，保证数据的通信安全。本加密器利用网络数据包

抓取、协议解析和数据加解密等技术实现了对指定IP地址间的数据进行加解密处理。自主开

发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为加密器提供了稳定高效的运行环境，具有多进程、模块化、微内核、

实时性等特征。加密器上电后能自动搜集本网信息并初始化网络协议栈。通过Web技术，使

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对加密器进行访问和在线设置。此外，在嵌入式环境下解决了大数高次

幂求模运算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DH（Diffie-Hellman）密钥交换协议[2]，使对称密钥更

安全。加密器的协议解析模块能够解析常见的网络数据包，从而获取相关信息。处理网络数

据时，采用3种高强度的加解密算法——RC4、IDEA、AES，并根据嵌入式环境和网络数据

流的应用环境对算法进行了优化。多方通信时，加密器与每个目标IP地址均进行密钥交换，

保证多方通信同时进行而且互不干扰。此外，加密器架构简洁高效，不更改网络拓扑结构或

主机配置，也不影响用户的正常操作。GUI（图形用户界面）采用事件驱动的方式显示用户

操作信息，界面美观，运行稳定。测试数据表明，加密器可以完成对指定网络数据的加解密

处理，同时，对数据传输效率影响较小。由于设计小巧，便于携带，并且用户可通过浏览器

设置，使用方便，因此，本加密器可以满足用户日常的网络安全需求，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在公司、政府等企事业部门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1. 相关工作 

主要分为嵌入式操作系统、网络模块、加解密算法、Web Server四个方面的开发工作，涉及到的技术主要有：

嵌入式技术、操作系统、网络、密码学。 

 移植和剪裁自主开发的嵌入式操作系统Clover OS，重新设计部分库函数，增强其网络功能； 

 实现TCP/IP协议栈子集，实现对主流协议的解析，实现ARP、IP、TCP、UDP、DHCP、HTTP协议子集支持，实

现MTU探测和IP数据包分片功能； 

 移植和优化了三种流行的加解密算法：RC4、IDEA和AES。完成客户端、服务器架构模型，在嵌入式环境下实

现了高效的Diffie-Hellman密钥交换协议； 

 在Clover OS上以网络模块为基础，实现小型Web服务器，采用HTML标准，允许用户使用浏览器在线设置加密

器。 

2. 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作品着眼于互联网数据通信安全，针对网络传输安全上存在的问题，提出并实现了一种采用对称密钥的安

全解决方案。 

嵌入式操作系统为自主开发的Clover OS，如何移植到嵌入式平台以及针对本次应用进行剪裁和优化是研究

重点之一。对操作系统部分模块的接口进行调整，使之定义更加清晰，可重用性更高。修改部分系统库函数，将

其由不可重入代码改为可重入代码，以提供更好的多进程功能。 

根据RFC文档，针对具体应用开发TCP/IP协议栈，能解析主流互联网协议，实现ARP、IP、TCP、UDP、DHCP

等协议子集，使之既能完成网络加密器的功能需求，又没有冗余的部分，达到稳定高效安全的目的。运用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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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自动获得本网络重要信息。在互联网环境下，特别是在大部分路由器屏蔽ICMP报文的情况下，开发一种探测

链路的MTU的方法。 

在嵌入式环境下移植和优化加解密算法，分析算法特点，提出不同的适用情况；加解密算法模块构建客户端

和服务器架构，使之更加灵活、可扩展性更高。实现自适应网络和实现选择性数据包加解密。 

在嵌入式环境下实现Diffie-Hellman密钥交换协议，解决大素数高次幂求模运算难题，加速在ARM芯片上的

运算速度，使之平均计算速度在30s以内（ARM9 400MHz）。采用UDP协议，并用“延迟等待超时重传”机制解决因

UDP丢包造成DH交换失败的问题。 

根据Web服务器原理在Clover OS上实现Web Server，基于标准HTML语言，允许用户通过浏览器对加密器进行

设置和管理。 

3. 实验及结果 

对比用户使用加密器前后数据传输的速度，可以得到加密器对正常通信效率上的影响。同网段的情况如图1

所示（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数据传输速度，单位是byte/s）。 

 

图1 加密器对同网段时的数据传输的影响情况 

跨网段时，数据传输速度波动较大，如图2所示。 

 

图2 加密器对跨网段时的数据传输的影响情况 

当用户设置不同算法时，数据传输速度也不同。选择RC4算法时，网络数据传输速率在同网段与跨网段的情

况图3。 

 

图3 设置RC4算法时的数据传输速率 

选择IDEA算法时，数据传输速率情况如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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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设置IDEA算法时的数据传输速率 

选择 AES 算法时，数据传输速率比 IDEA 算法低，具体如图 5所示。 

 

图 5 设置 AES 算法时的数据传输速率 

将数据传输速度的记录结合每种算法的加密强度，可以得到表 1 所示的统计结果。 

表 1 设置不同加密算法的对比 

加密算法 加密算法强度 数据传输速度 

RC4 较强 快 

IDEA 很强 较快 

AES 非常强 较慢 

于是可以得到每种加密算法的适用范围： 

1) RC4 适用于传送大量数据而且对加密要求较高的情况； 

2) AES 适用于传送较少数据且极其保密的数据； 

3) IDEA 适用于数据量适中而且保密级别很高的情况。 

此外，加密器在使用过程中，操作系统稳定，界面显示正常，DH 密钥交换成功率在 95%以上，可以正常完

成保密通信过程。 

4. 创新点总结 

本网络加密器包含的五个模块——操作系统模块、图形用户界面模块（GUI）、网络模块、加解密模块以及

WebServer 模块均为自行设计。为了保证加密器的高效与性能稳定，加入了多项创新元素。 

第一，系统架构简洁高效，既能为数据传输提供安全保障，又不影响用户的正常操作和原有网络拓扑结构。

当用户将网络加密器连入网络后，用户仍然可以正常使用网络，不需要进行额外操作。 

第二，加密器基于自主开发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Clover OS。该系统具有多进程、微内核、实时等特性。同

时，本系统设计与实现力求简洁，除了加密器需要的功能外，没有其他冗余功能，从而保证了操作系统的稳定

与高效。 

第三，本加密器采用高强度同时高效率的加解密算法实现对网络数据进行加密或解密，并根据嵌入式环境

和网络数据流的应用环境对算法进行优化。比如，在实现过程中，为了节省加密器每次收到数据时对密钥进行

的预处理，这里在加密算法设置完毕后就进行密钥的预处理过程，并将处理结果保存在内存中，在加解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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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直接应用，提高了效率。 

第四，在传送数据的主机之间，采用 DH 协议进行密钥传输，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可以有效防止网络中的

重放攻击。此外，为了防止网络中的中间人攻击，同时保证系统的效率不受影响，这里设计为，加密器的随机

数（即 DH 密钥交换中使用的大素数）由用户自行烧入嵌入式内部，公司内部的所有加密器可以使用一致的 P

和 G，进行密钥交换时只需双方添加随机数即可。此外，在密钥交换过程中，应用 UDP 协议进行传输，保证效

率。 

第五，自主开发的协议解析模块能够对常见的网络数据包进行解析，高效稳定，在该模块中使用到的钩子

使得该模块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可以根据需要添加新的功能。 

第六，编写 TCP 协议子集以及 HTTP 协议，实现了 WebServer，使用户能够通过浏览器对加密器进行设置。

因为加密器使用时需要用网线和主机相连，因此即使加密器的距离比较远，或者加密器放置的位置较隐蔽，通

过浏览器对也能够非常方便地加密器在线设置。由于目前主流的操作系统都具有浏览器软件，因此加密器的

WebServer 采用的是 W3C 标准的 HTML 语法，因此加密器的使用无需对主机做任何更改。 

第七，采用 UDP 探子的 MTU 探测方法有效地解决了由于 IP 分片所造成的解密方解密失败的问题，从而使得

加密器能够工作在 MTU 低于 1500 的网络环境当中。 

第八，本加密器带有一个自主开发的简单GUI，能够实时反映加密器的工作状况和当前加密器接收到的重要

信息。用户可以通过查看GUI了解加密器当前的工作状况。该GUI高效稳定，而且设计美观，以消息驱动的模式开

发，可扩展性好。 

5. 未来工作 

在未来的开发当中，我们将对网络加密器做多方面的改进： 

 移植和优化更多的加解密算法，使得用户的选择更加多样； 

 采用FPGA芯片实现加解密算法，而让ARM芯片专门控制整个系统，使得整个设计中控制和数据计算分离
 [3]

； 

 为加密器添加简单的防火墙功能，即能够设置简单的过滤规则，从而能够进一步提高数据传输以及加密器本

身的安全性。 

 完善Web Server模块，允许用户通过浏览器设置加密器防火墙功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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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P 文件安全传输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参赛队伍：王嘉琳, 闫  磊, 陈  霄, 陈文俊 

指导教师：谢慧 

参赛高校：海军工程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从无线通信中跳频通信的原理得到启发，在 P2P 网络中引入了端口跳变和跳频隐信道

的概念，首先深入研究 P2P 网络中存在的安全问题，设计了包括文件传输、即时通信等功

能的 P2P 网络对等社区，再引入端口跳变、跳频隐信道、身份认证、安全审计、加密传输、

授权等安全机制，提高社区的安全性，并 终编程实现了 P2P 安全网络社区。系统由功能

模块和安全模块两大模块组成。（1）功能模块：负责实现系统的主要功能，如社区的创建

与解散，社区的查找，社区的加入，社区的退出，与社区中其他成员的即时通信，社区内

资源的共享，资源的搜索发现以及资源的多点下载等。（2）安全模块：负责保障系统安全，

如通过端口跳变、跳频隐信道实现隐蔽通信，加入社区时的身份认证，与其他社区成员之

间通信的身份认证和签名，通信过程中的加密及日志管理等。系统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跳

端口技术，不断的变换通信端口，从而减小黑客通过监听特定端口窃取文件的可能性。以

及引入跳频隐信道将多种 TCP/IP 协议构建隐蔽信道方法结合起来，进行通信保障 P2P 网络

安全。基于跳频的 P2P 安全网络社区，其应用领域相当广泛，适合的场所十分全面，为不

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项目的软件成果“P2P 安全网络社区”可用

于国家政府机关、各行业的企事业单位、部队及个人通信。 

1.相关工作 

当前，P2P 网络的应用非常广泛，如文件共享、对等计算、协同工作、即时通讯等，这些应用给广大用户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享受，得取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同任何一种新兴技术一样，P2P 网络还不够成熟和完善，

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路由问题，信息检索问题，带宽占用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和安全问题等等。在

上述问题中，安全是各种 P2P 网络应用都必须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由于 P2P 网络自身的特点，使得安

全问题在 P2P 网络中非常难以解决。 

早期的 P2P 应用系统并没有过多关注安全问题，如 SETI@Home 发现有节点对系统进行了欺骗。后来发展的

一些 P2P 网络应用系统，如 Groove 等，虽然都有自己的安全机制，但是它们都是针对特定的应用，不具有通用

性，而且安全功能有限，不能成为 P2P 网络安全问题的通用解决方案。随着 P2P 应用的发展，各大公司陆续推

出 P2P 应用开发平台，如:Intel 公司的 PtPTL 和 Sun 公司的 JXTA 等，但这些只是为开发安全的应用系统提供

一个基础，不具有通用性。 

2. 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作品将整个大型的不安全的 P2P 网络划分为数个独立的 P2P 安全网络社区，编程实现了即时通信、资源

发现与端口跳变等功能，具体来说，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P2P 网络社区的构建 

 通过编程架构一个 P2P 网络社区，实现即时通信，多点多线程文件下载等功能。 

 在 P2P 网络社区的基础上加入身份认证，安全审计等通用安全技术，保障信息的安全传输。 

(2)端口跳变的研究与实现  

    研究了端口通信的过程，传统文件传输中采用单一端口容易被黑客监听从而造成文件被窃取。受通信对抗

中跳频技术启发，引入端口跳变的概念，即文件传输双方在文件传输过程中，不断的变换通信端口，从而减小

黑客监听端口窃取重要文件的可能性，进而达到安全传输文件目的。 

(3)跳频隐信道的研究与实现 

基于隐信道已有许多研究，然而它们大多使用了一种协议中的单一方法建立隐蔽信道，这种类型的隐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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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易被发现和检测。本作品中提出的跳频隐信道则是将多种 TCP/IP 协议的隐信道方法结合起来，在文件传输过

程中随机的切换隐信道构建方法并混合正常传输方式，误导黑客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文件传输，从而实现文件安

全传输。 

3. 实验及结果 

(1) 功能模块测试 

a.主界面                                                 b.创建社区 

                                         

图 1 程序主界面                                           图 2  创建社区界面图  

c.即时通信                                           d.文件下载 

           

图 3 即时通信界面图                                        图 4 文件下载界面图 

(2) 安全模块测试 

a.端口跳变测试 

二次传输文件，监测通信端口对比第二次监听的端口号与查看的端口号发现确实不一致；结果如图5： 

 

图5  捕获网络包端口示意图                            图6  截获信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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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跳频隐信道测试 

在文件传输过程中应用嗅探工具，尝试截获传输信息。结果捕获到了数据段无意义信息如图6： 

c.身份认证测试 

尝试注册已存在用户，再填写错误信息试图加入， 后用注册成功的信息尝试加入。 

 

图6 注册已存在用户及填写错误信息加入示意图 

d.口令认证测试 

填写错误密码时，尝试加入社区 

 

图7 填写密码加入示意图                          图8日至审计示意图 

e.日志审计测试 

(3)性能测试 

a.共享文件下载速度 

分别下载1M、10M、50M、100M大小的文件，观察下载速度信息。 

“I Still Believe - Mariah Carey.mp3”（924K）下载过快；“珊瑚海(Lara).mp3”（9.76M），6553KB/S；

“280.rar”（53.2M），6553KB/S；“01.rm”（116 M），6553KB/S； 

 

b.隐蔽信道通信速度 

文件传输速度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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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测试结果 

文件大小 用时 速度 

1KB 1S 1KB/S

50KB 2S 25KB/S

100KB 7S 14.3KB/S

1MB 11S 71.4KB/S

4.创新点总结 

作品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将整个大型的不安全的 P2P 网络划分为数个独立的 P2P 安全网

络社区，编程实现了即时通信、资源发现与下载建立 P2P 网络对等社区，其主要特色如下： 

 建立一个局部管理的环境。通过建立安全对等社区，实现一个可在局部范围内从事特定工作的区域。比如

说，对等点可以在安全对等社区的范围内建立搜索引擎以进行共享文件搜索，或者通过协同工作从事一项具有

较高机密性的研究。 

 建立一个具有监督机制的环境。建立日志功能，对社区管理员的所有动作均进行记录（包括程序启动时间，

服务器创建时间，节点请求加入时间，节点加入时间，节点退出时间，资源搜索时间等），对一般节点的部分也

进行记录（包括程序启动时间，加入服务器时间，节点之间通信时间，资源发现与下载开始完成时间等），作为

管理员的节点可以查看被管理节点的部分日志，以方便管理。 

 将无线通信中的跳频思想引入到网络信息传输中，采用了端口跳变的方法实现文件的隐密传输。 

 采用了跳频隐信道的方法，在文件传输过程中随机的切换隐蔽信道构建方法并混合正常传输方式，使隐蔽

信道更难以被侦测出来。 

5. 未来工作 

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改进方向： 

 加入新的安全机制，如：知识产权保护，P2P病毒防护，网络可生存性，使P2P网络安全社区的功能更加完善，

网络更加安全。 

 采用包排序机制避免乱序，提高数据包传输速率。 

 采用纠检错编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数据包丢失问题。 

 研究新版的防火墙和入侵检测系统的工作原理，以便改进信息隐藏方案。 

 在跳频隐蔽信道与跳端口中加入加密机制，对传输端口的文件和欲加入隐蔽信道的信息进行加密传输。 

 集成更多的信息隐藏功能比如基于流量特征构建隐蔽信道、基于数据包长度变化特征编码构建隐蔽通道、基

于数据包到达顺序构建隐蔽信道。 

 完善跳端口设计机制，将实现基于数据包的跳变，提高安全性。 

 与下一代网络通信协议接轨比如IPv6，能穿透下一代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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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动态软件水印技术 
参赛队伍：杜晓青, 裴凯, 朱金林, 刘资茂 

指导教师：孙子文 

参赛高校：江南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 CT 动态图水印的软件水印方案，不仅将两个大素数的乘积作为

水印嵌入到程序中，还将其 MD5 值嵌入到程序的适当位置，对水印起到防篡改的保护作用。

另外，为了说明该动态软件水印方案的实现细节，设计并开发了基于基数 k 循环链表编码

结构的示例软件。 后通过数据率、鲁棒性和嵌入过载三个方面对此水印算法进行了评测。 

1. 相关工作  

软件水印技术作为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版权保护方法，可以用来标识作者、发行者、所有者、使用者等，

并携带有版权保护信息和身份认证信息，可以鉴别出非法复制和盗用的软件产品，不论是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工程

应用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进展
[1]
。 

Collberg和Thomborsen
[2]
提出了一种动态图水印技术(CT动态图水印)，即把软件水印隐藏在程序动态建立的

图的拓扑结构中。由于指针的引用，使得控制动态图结构的代码不易分析，因而很难对图进行保持语义变换，而

且证明这种结构是否被篡改比证明代码或纯数据是否被篡改更容易些。 

目前 常用的软件水印方案就是采用CT动态图水印技术，将两个大素数的乘积作为水印信息，隐藏在程序动

态创建的图的拓扑结构中。这种方法可以提高水印信息的隐蔽性和抗分析能力，但是，创建水印的代码一旦被篡

改，水印数据将不可避免的丢失或者提取的水印数据已经不再是原来嵌入的数据。 

2. 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作品正是采用CT动态图水印算法，将水印转换为动态建立的图的拓扑结构嵌入到软件中，并且在保证较高

数据率、较低的性能开销和较好的隐蔽性前提下，提高软件水印的防篡改能力。 

为了提高水印的防篡改能力，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CT动态图水印的软件水印技术。其主体思想是：将两

个大素数P和Q的乘积N作为水印W(N), 并将N的HASH(MD5)值M作为水印的防篡改数据，采用基数k循环链表编码方

式，将W(N)和M转换为动态生成的图的拓扑结构G(W(N))和G(M)，然后采用控制流程变换的方法将生成G(W(N))和

G(M)的代码嵌入到程序中。每当执行程序时，都将自动在内存中由水印模块动态生成相应的水印拓扑图G(W(N))

和G(M)，再由拓扑图得到相应数据N和M，并检测水印是否被篡改。如果水印被篡改，软件将终止运行。并且当有

特定事件发生 (如特定输入和特定操作)时，同样将在内存中动态生成水印数据N，显示水印信息。根据数论上大

整数素因子分解难的问题，由于只有合法用户拥有大整数N的素因子分解(N = P*Q)，版权得以声明。 

3. 实验及结果 

开发环境： 

Windows Vista，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C# 2.0) 

硬件环境： 

CPU：Pentium 1.5GHZ以上； 

内存：256MB以上； 

软件结构层次图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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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软件结构图                               图2 水印信息 

说明：本作品作为示例软件，仅为说明该动态软件水印方案的实现细节。该软件基本功能为分析网络日志文件

并提供导出数据的功能。其中水印模块实现水印嵌入、水印的动态生成和水印提取的功能。 

测试结果： 

特定输入(检测水印并显示)如图2： 

性能分析： 

水印算法可以从隐蔽性、嵌入过载、数据率、自恢复力和鲁棒性等多个指标来评估，本作品主要从以下三个

方面来评测： 

a.数据率 

对于几种水印结构，如果以 少的节点数表示 大的自然数，那么这种水印结构就拥有 大的数据率。根据

水印数据率的定义易得基数k循环链表结构、PPCT和IPPCT
[3]
的数据率分别为： 

RRRDataRateRadix 2/log)1( 2−=                       (1) 

RRCDataRate R
RPPCT 2/)]/*2[(log 12/

22
−

−=                (2) 

RRRDataRateIPPCT 4/)12/(log2 +=                    (3) 

其中R为节点数。我们得出的基数k循环链表编码、PPCT编码和IPPCT编码的数据率曲线如图3所示。 

 

图 3 3种编码方式数据率的比较图             图4 经过代码优化或代码转换后提取的水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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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见，随着节点数的增加，水印的数据率呈缓慢上升趋势。而从整体上来看，基数k循环链表编码具有

较高的数据率。本作品中采用基数k循环链表编码，共嵌入181个节点(其中大素数N对应的拓扑图节点数152个，

其MD5值M对应的拓扑图节点数29个)，数据率大小为3.72(节点/B)，结果令人满意。 

b.鲁棒性  

对原程序进行代码优化或代码转换后，提取水印信息如图4： 

由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在经过代码优化和代码转换后仍然能正确的提取水印信息，说明本软件水印方案具有

较好的鲁棒性。 

c.嵌入过载 

表 1 基数k循环链表过载分析(时间过载量取10次实验平均值) 

基数k循环链表 

空间过载量(KB) 时间过载量(µs) 

34.5 70257 

表 1中数据显示，嵌入节点数为181(其中大素数N对应的拓扑图节点数152个，其MD5值M对应的拓扑图节点数

29个)时，程序执行效率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五. 创新点总结 

本作品采用的动态软件水印方案区别于已有的水印方案，不仅将两个大素数P和Q的乘积N对应的拓扑图结构

嵌入到程序的控制流程中，还将大数N对应的HASH(MD5)值M嵌入到程序的适当位置。由于大数N的HASH(MD5)值M

的存在，可以有效的防止水印被未授权人员非法篡改。 

六. 未来工作 

本动态软件水印方案旨在提高水印的防篡改能力，但在自恢复能力上并没有优势，还待进一步提高。由于时

间的关系，虽然本作品已经初步完成并能出色地展示我们选择的动态软件水印方案，但是在细节方面仍可能存在

问题，在日后会对本作品的细节问题做进一步的完善和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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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瓦级风电机组远程服务安全控制器 

参赛队伍：郑卜之, 童妙才, 李海飞, 谈江 

指导教师：段斌 

参赛高校：湘潭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湘潭电机集团等设备制造商通过 Internet 访问风电机组，实施故障诊断和远程维护。

本作品的目的是通过提供身份认证、权限控制和通信加密，解决该类操作的安全问题。目

前我国生产的兆瓦级风电机组，其控制系统是从国外引进的。与国际上先进的兆瓦级风电

机组安全控制技术比较，本作品遵循国家商用密码管理条例，密码运算不采用软件，而采

用密码芯片硬件实现。作品具有国家完全知识产权，表现在：1.对称密码算法不采用国外

的 DES /3DES,而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 SSF33 算法；2.非对称密码算法不采用国外的 RSA，

而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 ECC 算法；3.散列算法不采用 SHA-1，而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 SCH 算

法；4.密码芯片采用中兴的 Z32L256D32UF，其处理器采用国产高安全核 Arca2sc。本项目

是由指导老师和湘潭电机集团技术人员联合指导，以国家 863 计划项目“兆瓦级风电机组

关键技术”开展来所形成的科研合作环境和研究成果为基础。本作品课题组已成立一年多

时间，已获得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资助。本作品设计思路和技术：1.采用遵循

IEC62351-1 标准的访问控制技术。2.符合 IEC62351-3 标准的数据通信安全标准。3.安全控

制程序下载至远程安全控制器的 FLASH 中，密码运算模块通过调用国家密码芯片处理器及

协处理器来完成。本作品的创新点：1、远程安全控制器在中兴 Z32L256D32UF 密码芯片上

二次开发实现。本作品既是该密码芯片首次开发实现嵌入式 TLS，也是国内首次尝试研制符

合国家商用密码管理条例的兆瓦级风电机组。2、访问控制和通信加密功能与国际先进风电

机组一致，应用接口和通信协议遵循国际标准，核心密码运算遵循国家商用密码管理条例。

既保持了应用上与国际行业标准的相容性，又保证了内部实现符合国家的安全利益需求。 

1. 访问控制 

为了满足风电场访问控制方式及要求，采用密文口令在每次请求时进行认证的方式来实现访问控制。客户端

提交用户名和口令进行访问的过程中，口令通过调用远程安全控制器中散列函数处理形成的密文口令形式存储。

远程安全控制器根据用户名和口令的散列值，通过判断用户身份的合法性，给用户分配权限和操作的有效时间段，

并返回认证结果。 

本作品整合了RBAC(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这不仅能够灵活的支持风电机组的安全策略，同时能满足安全需

求且符合国际安全标准—IEC62351。图1用户名/口令模式实现访问控制 

 

图1 用户名/口令模式实现访问控制 

2. 数据通信安全 

为了监控通信和信息交互的过程中数据被未授权的用户窃听、篡改和进行其他非法操作，通过采用 IEC 

62351 TLS 的方案来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主要包括 TLS Handshake 和 TLS Record 协议，完成协商密钥、

加密密钥、身份认证和报文安全处理等功能。数据通信流程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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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通信流程图 

3. 国家密码算法芯片 

采用中兴Z32L256D32UF安全处理芯片，实现片上密钥管理（密钥生成、密钥存储、密钥更新等）、片上签名

及身份认证等功能。采用国家完全知识产权的SSF33算法（对称算法）、ECC算法（非对称算法）和各种专用密码

算法。其逻辑图和物理图分别如图3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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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兴Z32L256D32UF安全处理器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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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Z32L256D32UF 安全处理器物理图                  图 5 客户端的远程安全控制器 

4.远程安全控制器的实现 

远程安全控制器的逻辑图（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数据）结构如图 5图 6 所示： 

 

客 户 端
W T -k e y

信 息 安 全 处 理

验 证 M A C 解 压 数 据

数 据 重 组

W T - k e y接 口 单 元

风 电 机 组

访 问

控 制 器S S L
中 兴 安 全 处 理 器

 
图 6 访问控制端的远程安全控制器 

其中： 

(1）下载程序到中兴安全处理器的 FLASH 中。 

(2)组件中的密码运算模块通过调用国家密码芯片（中兴 Z32L256D32UF 安全处理器）的各种接口函数完成。 

(3)考虑通信控制问题，保证实时性。 

通过该远程安全控制器在风电场监控通信和信息交互过程中可以实现： 

（1）风电机组访问控制机制的嵌入化； 

（2）风电机组数据通信安全的嵌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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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密钥聚合的网络文件加密共享系统 

参赛队伍：林艳纯, 唐吉明, 洪兴海 

指导教师：翁健 

参赛高校：暨南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本作品是一个支持密钥聚合的网络文件加密共享系统，实现了网络文件的分类加密上

传，同时解密密钥可聚合的形式，有效保护了文件的隐私性以及访问权限，具有高度的安全

性。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网络文件共享是一项热门的应用，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文件共享系统

可以与他人分享数据文件。例如，个人使用者也许希望与他的朋友分享他某几张照片；一间

企业也许希望其某些雇员可以访问一些特定的数据。然而，现有的文件共享系统并未能很好

的满足安全而有效的共享数据的需求。在现有的网络文件共享系统中，文件均以明文形式上

传、存储，不但对管理员可见，且无法免除服务器被入侵而暴露文件的风险，文件的隐私性

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另外，现有的网络文件共享系统对文件的访问权限只是提出比较简单的

实现方案，严格分配特定人群的文件权限很难得以实现。为满足文件的隐私性和访问权限的

需求，我们实现了支持分类加密、聚合密钥解密的算法，并在该算法的基础上扩展应用为网

络文件加密共享系统，满足了将特定文件数据与特定用户共享的需求，具有比较高的安全性。

其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网络文件分类加密存储、密钥可聚合等方面。用户将加密后的文件上传

到服务器，保证了文件在传输中以及网络存储中的隐私性；分类加密能够很好的管理文件的

访问权限，只有被授权的用户获得解密密钥才能解密特定类别的文件；密钥聚合允许用户只

需一聚合的共享密钥即可解密一个或者多个文件类别，密钥的长度恒定，不随集合内文件的

类别数量增加而增大，打破了解密 n类文件需要 n 个密钥的传统。本作品是目前第一个支持

密钥聚合的文件共享系统，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可扩展性，为个人用户和企业级用户都提供

了安全有效的网络文件共享途径。 

1.相关工作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的普及，网络文件共享系统已经成为了一项热门的网络应用。像Box.net、Drop.io、

MediaFire、Windows Live SkyDrive、FolderShare等网络文件共享系统都提供了网络存储的服务。但是我们注

意到在目前所存在的这些网络文件共享系统中，文件的安全性和访问权限都得不到很好的保障。一旦服务器被攻

破，所有私密文件将会泄露，用户的隐私也会随着泄露。同时其简单的访问权限，会使文件存在被高权限的管理

员查阅的风险。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现今的网络文件共享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加入了文件分类加密、密钥

聚合、使用聚合密钥解密等技术，大大提高了网络文件共享系统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率，具有更广泛的应用性。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针对现在的网络存储的局限性，本作品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研究和改善现今的网络共享系统： 

(1)文件以密文方式存储 

(2)分类加密文件 

(3)密钥聚合，只用一个密钥即可解密一个或多个类别的文件 

在本作品中，采用了支持密钥聚合的加密解密算法，通过分类加密，聚合解密，有效实现文件的隐私性以

及访问权限控制，同时为用户解密多个文件需要多个密钥的传统方法提供一个更为方便的方法——密钥聚合。

在实现该算法时，使用了 PBC Library(The Pairing-Based Cryptography Library)，在系统加密参数生成算法以

及密钥聚合算法中，群元素的初始化、映射及算术运算均是调用 PBC 库中的函数。 

在该算法的基础上，我们将其扩展应用为一个具有网络存储加密、文件分类加密和密钥聚合的网络文件共享

系统。使其相对于现今普通的网络文件共享系统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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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及结果  

客户端运行平台：Windows XP、Windows Vista 

(1)运行本系统软件，首先进行用户注册，获得私钥和聚合密钥文件，之后用户就能通过用户名和密码使用

本系统的所有功能。 

(2)用户连接以后，主界面上按纽如图1所示： 

 
图1  主界面上按纽 

单击不同按钮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现在详细的描述“创建聚合密钥“按钮实现的功能。点击“创建聚合密

钥”，出现以界面图2： 

   

图2  创建聚合密钥”                        图3 生成聚合密钥 

通过选择左边列表中选择需要解密文件类别到左边的列表中，点击“确定“按钮，生成聚合密钥图3： 

系统返回聚合密钥，用户可以单击“复制“按钮将聚合密钥通过其他途径（安全的电子邮件或文档）传送给其他

用户，拥有该聚合密钥的用户就可以解密下载指定文件。 

(3)用户登陆后就可以上传和下载文件，主界面有如下窗口： 

点 击 上 传 按

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源文件路径、上传的文件类别，并更改文件名(英文字符、数字、下划线)，点

击“上传”按钮即可。 

     

图 4  上传                                         图 5 上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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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成功，可以看到下面的信息框中有所提示图 5： 

实现下载功能是，只需输入文件拥有者，系统会自动识别用户所能下载的文件类别，选择文件类别，在文本框中

就出出现该文件类别中所有的文件，点击下载按钮，选择下载文件的存放处就可实现解密下载。 

4.创新点总结 

本作品是目前第一个支持密钥聚集的网络加密文件共享系统，与现有的网络文件共享系统相比有以下创新

性： 

(1)文件采用加密存储，文件的隐私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这样避免了文件在传输时被截获或者服务端受

到黑客攻击而造成用户隐私泄露的危险。因为即使文件被截获，黑客得到的只是一堆经过加密的文件，黑客不

能从中获取有效的信息。 

(2)文件以分类的形式进行加密。通过分类加密，用户可以将不同类别的文件与不同用户共享，没有相应文

件类别权限的文件的用户对该类文件是不可见的，也就不能进行解密下载，这样系统具有更高的灵活性。 

(3)增加密钥聚合功能。通过聚合密钥，用户只需要一个聚合的密钥就可以解密一个或者多个文件类型，

而不需要保存所有要解密的文件类型说对应的密钥，为用户密钥管理带来了便利，也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效率。 

(4)具有比较高的可扩展性和实用性。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用户，该支持密钥聚合的网络文件共享系统都可

以满足文件隐私、访问控制、安全共享的需求。个人用户可用该系统作为个人网盘，与不同的朋友分享特定的照

片、视频等；企业用户可利用该系统作为企业内部文件存储，一方面保护了文件机密性，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很好

的访问权限控制，适合于不同部门的业务工作需要。 

5. 未来工作 

   本系统提供了有效而安全的文件共享服务，能够满足个人网盘、企业内部文件服务等需求，为文件加密、分

类共享、权限控制、聚合解密等提供了有效的方案。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不断改善该系统，并研究更有效的

算法方案。提高加密解密时间；提高算法的安全性，争取达到选择密文安全。并在此基础上，为该网络文件加密

共享系统提供更实际的应用服务，如将其设计为B/S模式，为个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服务。 

   本系统仍存在不足，未来我们将会针对具体问题不断的完善和改进系统，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运行效率，请

各位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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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垃圾邮件过滤系统 

参赛队伍：郭江, 张永辉, 张冀雨 

指导教师：刘亚维 

参赛高校：哈尔滨工业大学 

获奖类别：三等奖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作为互联网应用成功典范的电子邮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但是伴随垃圾邮件的出现和泛滥，人们正常的网络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反垃圾邮件已经

成为信息安全领域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目前反垃圾邮件技术主要是采用过滤机制，包括基

于 IP、域名的过滤，基于规则的过滤、基于内容的过滤和基于特征的过滤。基于 IP、域名

的过滤虽然过滤简单、速度很快，但是过滤效果较差，对尚未发现的发送垃圾邮件的 IP 和

域名没有作用，灵活性较差。  基于规则的过滤是通过查找来件中是否满足事先设定的规则

集来判断邮件的属性。规则需要用户自己定，随着垃圾邮件特征的不断变化，需要不断的人

工修改。这种静态性使得规则不能实时快速地更新。基于内容的过滤方法有关键字匹配和分

类算法。关键字匹配方法误判率很高，因为在垃圾邮件中出现的关键字在正常邮件中也可能

出现。基于分类算法的过滤是目前比较智能化的过滤方法，它将邮件分为两类：正常邮件和

垃圾邮件。目前主要的方法是朴素贝叶斯，SVM，KNN 等算法。然而，随着垃圾邮件的伪装

技术的发展，垃圾邮件用词越来越隐晦，导致基于内容的过滤误判率增高。同时，对于大量

近似的垃圾邮件，基于内容的过滤对每封邮件都要进行大量重复的文本分析和计算，降低了

效率。基于特征的过滤利用垃圾邮件在一定时间内，大量、高密度、高度相似地在网络中并

发的特征，通过检查接收邮件的特征是否和已知垃圾邮件的匹配来判断是否为垃圾邮件，但

是只要邮件做了稍微改动，这种方法就无用武之地了。另外，越来越多的垃圾邮件通过携带

URL 而非显式正文来逃脱过滤。对于此类垃圾邮件，上述的几种过滤方法并不能有效地识别。

基于上述种种垃圾邮件过滤方法的缺陷和不足，本作品将对现有的基于内容过滤方法和基于

特征过滤方法加以改进。有实验证明，基于神经网络的邮件分类有比简单贝叶斯方法更好的

性能，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基于 BP 神经网络构建邮件分类器，辅以贝叶斯过滤来进

行垃圾邮件分类和识别。另外，针对利用 URL 方式来逃脱过滤的垃圾邮件，我们增加了一个

基于 URL 来过滤垃圾邮件的模块。该模块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查找接收的邮件中是否含有已知

垃圾邮件中提取的 URL，来确定是否接受。三种过滤手段综合利用，以实现一种更为智能化、

性能更高的垃圾邮件过滤方法。 

1.相关工作 

(1)语料库收集： 

训练和测试用的邮件集 

 训练用邮件集：垃圾邮件9000封，正常邮件9000封。垃圾邮件占50% 

 测试用邮件集：垃圾邮件25088封，正常邮件9272封。垃圾邮件占73.02% 

(2)实验环境搭建： 

因为Java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平台无关性，所以在对系统进行测试的时候，只需要在本机安装Java运行时环境

(JRE)，以及开发工具JDK(建议采用6.0版本)即可运行本系统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基于现行的种种垃圾邮件过滤方法的缺陷和不足，我们的研究内容是如何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来提高垃圾邮

件过滤的识别率，以及降低误判率。有实验证明，使用神经网络能够很有效地将邮件进行分类。神经网络分类的

准确率大大优于简单贝叶斯方法，然后针对神经网络与简单贝叶斯方法各自所拥有的特点以及适用的范围，对两

者进行综合使用，以期望获得一个更优的过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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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及结果 

系统采用以下工作流程进行实验 

 

图 1 工作流程 

本作品采用 Java 语言编写，运行环境要求有 Java 运行时环境(JRE)以及开发工具包 JDK(建议采用 6.0 版

本)。 

实验结果：垃圾邮件识别率为 94.80%， 正常邮件误判率为 1.69%。 

因为当前很多邮件服务器对所分类出来的垃圾邮件所采取的措施是直接拦截，而如果分类误判率很高的话

将会使很多正常邮件丢失。因此对于电子邮件用户而言，在保证垃圾邮件识别率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减少误判

率显得更为重要。 

本系统综合 BP 神经网络分类与贝叶斯过滤之后，与单独的 BP 神经网络相比整体垃圾邮件识别率只有略微

减小，由 94.86%降至 94.80%，下降了 0.06%；但是邮件误判率有较大的改善由 2.01%降至 1.69%，减少了 0.32%。 

4. 创新点总结 

(1)综合使用了目前垃圾邮件过滤的主流技术：基于黑白名单过滤，基于贝叶斯的过滤以及基于神经网络的

过滤。摒弃了类似基于规则的静态过滤方法，实现了一种智能化程度比较高，且具有自学习和自改进功能的垃

圾邮件过滤系统。 

(2)构建了一个基于 URL 垃圾邮件快速过滤的模块，当然相当一部分垃圾邮件简单地给出某“黑网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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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地址，起到间接宣传广告的作用，而能有效地逃过现有的垃圾邮件过滤方法的过滤。针对此类邮件，本系

统通过维护一张 URL 地址的黑名单表，对包含黑名单中 URL 地址的邮件正文进行有效地过滤。 

5.未来工作 

(1)改进贝叶斯算法：增加词与词之间的相关性处理以及句间概率的插值平滑。 

(2)增加对含有图片、多媒体格式数据的解析模块，以扩展系统所能够过滤的邮件类型。 

(3）在BP神经网络分类之前先对邮件集进行聚类，可以采用自组神经网络(SOFM)或者ART神经网络等方法。聚类

之后对每一类单独使用BP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4)在BP神经网络分类的状态演变过程中，按照某种概率分布决定其状态的转移，以解决单纯用BP神经网络分类

所带来的局部极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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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浏览器主页修复工具 

参赛队伍：韩露, 宋磊, 谢伟, 喻定安 

指导教师：张波 

参赛高校：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IE浏览器是我们网上浏览的主要工具，高效、安全的使用浏览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

要技术问题。主页被篡改就成为了IE浏览器、甚至用户数据安全和系统安全的一大威胁！我

们所设计的IE浏览器主页修复工具通过修复注册表中被恶意篡改的相关参数使IE浏览器的主

页恢复正常。在浏览某些网站时，如果主页被简单篡改，用户只需要点击“修复我的主页”

按钮即可修复IE主页设置的相关参数，摒弃了烦琐的设置，操作十分简单。对于主页被病毒

或者恶意插件所控制的情况，我们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在桌面上创建用户所想要的

主页的快捷方式。比起那些和病毒一起争抢主页的主页保护程序，我们的这种方法简单、实

用、有效！ 

1.相关工作 

(1)搜集资料 设计方案 

我们首先通过搜集、分析病毒篡改主页的途径，寻找篡改主页的共同点，然后设计解决方案。从搜集到的

资料来看，大部分病毒通过篡改并控制相关注册表信息，或者在桌面上创建假的、含有恶意网站地址的 IE 浏览

器快捷方式，使用户在启动 IE 浏览器时首页被篡改。 

我们也搜索了一些类似的主页修复程序，通过试用这些程序，我们发现这类程序实际上在处理被病毒或者

恶意插件所控制的主页的情况时并不奏效，不仅不能保护主页不被修改，而且不断弹出提示中断用户操作。因

此，我们更改了 初的设计方案，不与病毒争抢主页，绕开病毒的控制。 

(2)实施方案 设计程序 

确定好方案后，我们开始开发软件。 终我们选用了微软的 Visual Basic 6.0 作为软件的平台。 

开发的软件主要有两个功能： 

一是修复被简单篡改的主页；二是通过绕开病毒指向的主页，直接访问用户所要的网页。 

(3)实际测试 完善作品 

通过实际上机测试，我们基本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当在浏览网页时被修改主页，可以通过“修复我的主页”

功能实现主页的修复工作。如果浏览器被病毒控制时，这种方法并不奏效。需要绕开病毒指向的主页，点击“在

桌面生成快捷方式”，按钮在桌面上生成两个快捷方式，分别为“我的主页.lnk”和“我的主页.bat”，这两种

快捷方式都能达到启动主页的效果。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我们又向程序中添加了用户可以根据自

己需要定制“我的主页”的指向地址的功能，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主页被恶意篡改已经成为了 IE 浏览器用户的一大威胁，主页被篡改，不仅影响 IE 浏览器的正常使用，一

般被篡改的主页地址指向的网站都含有病毒或者恶意代码。因此，首页被更改就成为了 IE 浏览器、甚至用户数

据安全和系统安全的一大隐患！据统计截至 2009 年 2 月我国有网民 2.98 亿，他们使用 频繁的也就是浏览器，

而在众多的浏览器中，微软公司的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的市场占有率又达到了 70%左右。因此，主页被

恶意篡改所带来的安全问题不容小视。 

我们的作品就针对主页被恶意篡改这一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一种简单、实用、有效的方法。在病毒肆虐的

今天，要想防止病毒篡改主页或者和病毒争抢主页，以我们参赛选手目前的水平来说实在是有些困难。因此，

我们就另辟蹊径，通过给用户创建所想要的主页的快捷方式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还用户一个正常的主页，

不会再频繁弹出对话框中断用户正在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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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及结果 

测试方案： 

实际上机测试 

测试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XP Service Pack 3 

已安装软件：360 安全卫士等 

所中病毒：首页篡改虫(Trojan.Win32.StartPage.sq) 

测试结果： 

在 360 安全卫士报告主页被修改是否阻止时，选择阻止，启动 IE 浏览器，发现主页仍然被修改。 

使用我们设计的 IE 浏览器主页修复工具进行修复，启动浏览器，主页仍被篡改，修复失败。 

点击“启动一个空白页”按钮，IE 浏览器启动，打开一个空白页，可以正常使用。点击“在桌面上生成快

捷方式”按钮，生成了两个快捷方式，点击“我的主页.lnk”，IE 浏览器启动，打开空白页，点击“我的主页.bat”，

IE 浏览器启动，打开的是空白页！ 

在文本框中输入“g.cn”，再次点击“在桌面上生成快捷方式”按钮，生成新的快捷方式，点击“我的主页.lnk”，

IE 浏览器启动，打开 http://g.cn/，点击“我的主页.bat”，IE 浏览器启动，打开 http://g.cn/！ 

4.创新点总结 

我们作品的创新点在于摒弃了“IE 主页防篡改”的鸡肋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不能有效地防止主页被篡改，

还经常中断了用户的正常工作和使用。通过我们的 IE 浏览器主页修复工具，用户能够启动所希望的主页，但是

我们的程序并没有与病毒去争抢主页，更不会中断或者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我们的设计程序小，不占资源；

简单操作，非常奏效。 

5.未来工作 

我们希望我们的程序能被更多的网民使用，尤其是那些被主页篡改所困扰的用户，通过他们的建议和意见

继续改进我们的作品，添加一些用户所需要的功能；另外，我们还将继续寻找更好的 IE 浏览器首页修复及防篡

改的解决方案，尝试实现真正的一键修复主页。 

参考文献 

[1]《浏览器“首页被恶意篡改”的十二种解决方法》 www.hackdos.com/Article/3/35/html/3417.html. 

[2]《VB如何对注册表操作》 www.chinavb.net/Article.asp?id=539. 

[3]Visual Basical 6.0 程序开发 触类旁通百例 /网冠科技编著.——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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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桌面安全管理系统 

参赛队伍：董一豪, 周 兵, 李晶晶 

指导教师：陈泽茂 

参赛高校：海军工程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信息一直以来都是全人类 宝贵的资源。各种功能的信息系统，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

前进的催化剂和加速器，计算机作为处理信息 快捷的工具，在人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计算机网络的快速普及以及其处理信息多样性的特点使得计

算机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正日益为社会各个行业和部门的生产管理提

供有效的帮助。当然，计算机网络在改变传统工作模式的同时，同时也带来了技术层面和管

理层面的双重安全问题，如联网计算机存在安全漏洞、工作人员在上班期间上网消遣导致资

源和时间浪费。对计算机网络终端进行安全检查、对终端使用人员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操作限

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网络的安全水平。考虑到Windows在桌面操作系统的统治地位，我

们设计了Windows桌面安全管理系统，对局域网内计算机有针对性的进行安全管理和控制。 

1.系统的组成 

本系统包括安全管理服务器和客户端安全代理两个部分，安全管理服务器主要执行局域网安全策略的制定、

部署、远程管理和远程控制等操作，而客户端安全代理则负责接收和执行安全管理服务器下达的策略和命令，

再把执行的结果反馈给安全管理服务器，以便管理员进行下一步操作。网络拓扑结构与功能如图 1 所示： 

 

图 1 网络拓扑结构图 

2.系统的功能 

Windows桌面安全管理系统能实现以下几大方面的功能： 

（1）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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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配置与部署安全策略 

安全管理服务器可以进行安全策略的配置并将其写入一个客户端安全代理能够识别其格式的 ini 文件中，

主要包括进程黑名单、端口黑名单以及检查补丁列表。将其部署在客户端安全代理上以后，客户端安全代理会

自动识别其内容，并禁止进程黑名单中的进程运行，达到限制人员操作行为的目的。 

b.对在线客户端安全代理进行安全检查 

客户端安全代理根据安全管理服务器部署的安全策略与所下发的端口黑名单列表和补丁检查列表对客户端

进行在线安全检查，评估出其当前的安全级别，以便于管理员掌握网内的客户端安全状况，为其实施安全管理

提供科学依据，达到对计算机终端进行高效安全管理的目的。 

(2)管理功能 

a.远程信息查看 

本系统可以远程对指定的客户端安全代理的进程信息、端口开放信息以及补丁安装情况进行查看，并可以

结束指定进程，从而实时掌握局域网内有相关安全问题的客户端安全代理。 

b.日志查询 

本系统可以查看安全管理服务器以及客户端安全代理记录的相关操作日志，管理员可以对日志文件进行分

析和统计，从而对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监控，监视用户对系统的使用情况，查看用户对系统进行操作的有关信

息。 

c.屏幕监控 

本系统可以远程监控指定客户端安全代理的屏幕操作情况，这样可以对用户的操作行为具体把握，以便管

理局域网内用户的操作行为。 

d.发送警告 

在掌握了某些用户进行违规操作的事实后，本系统可以远程给指定客户端安全代理发送警告信息，达到对

局域网内用户的操作行为进行监管的目的。 

(3)控制功能 

a.远程文件管理 

本系统可以远程对指定的客户端安全代理的硬盘信息进行查看，可以发送以及下载指定的文件，也可以创

建和删除指定的文件以及文件夹，这样我们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发送安全补丁、获取资源以及删除木马程序以及

病毒，保证了网络终端计算机安全。 

b.远程高级控制 

此功能包括远程关机重启注销、远程锁定解锁键盘鼠标、远程执行程序、远程开放关闭 3389 端口、远程创

建删除操作系统用户、远程修复 IE 主页、远程执行程序等功能。通过这些看似零碎的功能，我们可以在紧急的

时刻对客户端安全代理进行紧急的操作，比如说局域网内某台客户端安全代理中病毒了，我们可以远程强制关

机，以防病毒蔓延，又比如说，我们可以远程修复被流氓软件以及木马程序修改的 IE 主页，达到整个网络统一

IE 主页的目的。 

(4)辅助功能 

a.安全管理服务器的人员管理功能 

本系统内置一个超级管理员，超级管理员拥有管理本安全管理服务器使用人员的权限。超级管理员可以创

建一般管理员、修改一般管理员账户信息、删除账户等，以达到对安全管理服务器使用人员管理的目的，而一

般管理员不行。 

b.客户端安全代理的自启动功能 

客户端安全代理在首次运行后，会将信息写入注册表，在下次启动时会自动启动，以达到安全管理的目的。 

c.客户端安全代理的自我保护功能 

客户端安全代理在运行之后，会自动将自身进程隐藏并屏蔽系统的任务管理器，以达到自我保护的功能，

这样方便系统的安全管理。 

3.测试及结果 

(1)系统测试 

本系统要求以下测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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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环境： 

表 1 硬件环境表 

安全管理服务器 Intel core2 双核 1.5GHz，内存 2.5G 

客户端安全代理 1 Pentium(R)双核 1.46GHz，内存 1G 

客户端安全代理 2 Intel core2 双核 2.0GHz，内存 1G 

客户端安全代理 3 Pentium(R)1.6GHz,内存 1G 

软件环境： 

表 2 软件环境表 

安全管理服务器 Windows xp sp3 

客户端安全代理 1 Windows xp sp3 

客户端安全代理 2 Windows xp sp3 

客户端安全代理 3 Windows xp sp2 

网络环境：基于无线网卡的点对点局域网 

(2）测试结果 

    通过相关的测试，系统实现了预想的功能，测试结果形成了详细的测试报告，在这里不再赘述。 

4.创新点与特色 

本项目对局域网内计算机的安全管理进行了设计与实现，并对其中的若干关键技术进行研究，作品的创新

点和特色如下： 

（1）技术与管理并重的安全理念。既检查了终端安全，又规范了人员的操作行为。 

（2）全面的终端安全管理。对终端进行全面的安全管理，包括漏洞、补丁、监控、接入等各个方面。 

（3）强大的漏洞补丁管理与强制安全策略。系统能够根据终端和漏洞的情况，自动匹配 合适的安全补丁，

并自动下发到终端。可以轻松的管理漏洞和补丁信息，同时配置到终端的强制安全策略，使得不论终端用户实

际使用的资源如何变化，都能一致的执行安全策略。 

（4）稳定的辅助功能，自我保护等辅助功能使系统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保证可靠的运行。 

5.作品的应用前景 

本系统是一个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以远程控制技术和信息安全技术为核心，集远程管理控制功能和安全

功能于一体的，服务于远程办公、远程维护与管理的专用安全远程控制系统。系统设计能够适应 WIN98、NT、

2000、XP、VISTA 等多种操作系统，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和适应性；系统具有界面简洁友好，操作简单易学，安

装简便快捷，运行稳定可靠等特点；由于所有源代码均为自主实现，因此系统功能扩展和升级较为方便。系统

硬件要求较低、投资少，所具有的远程维护管理功能，可有效降低远程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管理维护成本；且所

有功能均在应用层开发实现，可方便地嵌入用户系统，便于推广使用。基于系统设计的先进性和安全性，系统

在政府、企业、军队等机构办公自动化网络远程办公、远程教学、远程维护指导和管理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也可以集成到远程网络教学、远程维修指导等其他应用系统中。 

6.未来的工作 

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随着专业知识的积累我们将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进一步改进系统，使之走向

成熟： 

（1）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强化终端的安全状况检查功能机制。 

（2）进一步优化程序、美化界面，使之更加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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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代码分析系统 

参赛队伍：潘博文, 樊兴华, 杨洋, 张凯 

指导教师：黄诗勇 

参赛高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本项目主要研究恶意代码的工作机理与行为模式、恶意代码逆向分析关键技术，实现一

个基于Windows平台的恶意代码分析系统。该系统以自动化、有效性、准确率为标准，综合运

用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代码分析与行为分析等技术方法，在一个可控的分析环境中协同分

析恶意代码样本，并生成一个详细的分析报告。其中，静态分析方面实现了恶意代码文件编

译器类型的识别和特征值的识别以及PE文件关键信息的提取，动态分析方面利用内核态SSDT 

HOOK技术实现了对恶意代码文件、注册表、进程及网络行为的监控。能够较好的适应海量恶

意代码分析的挑战，提高对恶意代码分析与响应能力。本项目对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应用的

恶意代码分析技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进一步构建具有恶意代码防御功能的相对安全的应

用平台提供了一种参考方案与实验系统。 

1.相关工作 

本系统从静态扫描和动态检测两方面，分析了一个二进制可执行恶意代码文件的行为特征，即综合运用静

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代码分析与行为分析等技术方法，在一个可控的分析环境中协同分析恶意代码样本，并生

成一个详细的分析报告。 

具体工作包括以下六部分： 

(1)分析了二进制可执行文件的入口点特征码，并存放在一个文本数据库中，以便进行特征码扫描； 

(2)分析了二进制可执行文件所导入的动态链接库及其函数列表； 

(3)通过 SSDT HOOK 文件相关的函数，监控文件操作； 

 

图1 恶意代码分析系统框架图 

(4)通过 SSDT HOOK 进程相关的函数，监控进程创建的信息； 

(5)通过 SSDT HOOK 注册表相关的函数，监控注册表操作； 

(6)通过在Ring3下调用AllocateAndGetTcpExTableFromStack以及AllocateAndGetUdpExTableFromStack

两个 API 函数获取端口连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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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作品主要对恶意代码的工作机理和行为模式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恶意代码的行为模式研究。恶意代码的行为主要分为四个方面：文件的操作、注册表的操作、进线程的

操作、网络行为； 

(2)特征码检测方法研究。通过对恶意代码的逆向分析，提取程序入口点的二进制序列作为特征码，检测恶

意代码的编译器类型、壳类型； 

(3)PE文件结构研究。主要通过对输入表结构的扫描分析，枚举可疑程序的导入库以及导入函数； 

(4)内核SSDT HOOK技术研究。研究了系统服务描述符表的基本结构，通过更改SSDT中相关函数的默认地址，

实现对系统关键操作的过滤，并提取相关信息。 

3.实验及结果 

(1)测试方案 

为了对该恶意代码分析系统进行性能测试，我们挑选了两种常见的木马做为测试的恶意代码文件，在虚拟

机这个可控的环境下进行数据测试，并将测试产生的结果与当前多个在线恶意代码分析平台的分析结果进行比对

分析。 

测试设备：普通PC机 

测试平台：Sun VirtualBox虚拟机环境，安装了Windows XP sp2操作系统 

测试恶意代码：彩虹桥木马服务端 Backdoor.Win32.Bifrose.aci 

上兴远程控制2009服务端 Backdoor.Win32.Hupigon.glhk 

(2)分析报告 

分析样本：彩虹桥木马服务端 Backdoor.Win32.Bifrose.aci 

>>>>>>>>>>>>>>>>>>>>>>>>>>>>>>>>>>>>>>>>>>>>> 

PE 头部信息: 

映像基址:0x00400000 

映像大小:0x8000 字节 

入口点地址:0x000074a1 

>>>>>>>>>>>>>>>>>>>>>>>>>>>>>>>>>>>>>>>>>>>>> 

输入表信息: 

KERNEL32.dll : 

GetProcAddress,GetModuleHandleA,ExitProcess,GetStartupInfoA,GetCommandLineA,HeapAlloc,GetPro

cessHeap, 

>>>>>>>>>>>>>>>>>>>>>>>>>>>>>>>>>>>>>>>>>>>>> 

特征值识别为: 

[Microsoft Visual C++ v6.0 SPx]->[overlay] 

>>>>>>>>>>>>>>>>>>>>>>>>>>>>>>>>>>>>>>>>>>>>> 

注册表监控信息如下： 

该文件 server.exe 设置注册表 

$\REGISTRY\USER\S-1-5-21-606747145-1078145449-839522115-500\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

ntVersion\Explorer\Shell FoldersAppData 

>>>>>>>>>>>>>>>>>>>>>>>>>>>>>>>>>>>>>>>>>>>>> 

文件监控信息如下： 

该文件 server.exe 删除文件&\Program Files\Bifrost\server.exe 

>>>>>>>>>>>>>>>>>>>>>>>>>>>>>>>>>>>>>>>>>>>>> 

文件监控信息如下： 

该文件 server.exe 创建文件*\??\C:\Program Files\Bifrost\server.ex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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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表监控信息如下： 

该文件 server.exe 设置注册表 

$\REGISTRY\MACHINE\SOFTWARE\Microsoft\ActiveSetup\Installed 

Components\{9B71D88C-C598-4935-C5D1-43AA4DB90836}stubpath 

>>>>>>>>>>>>>>>>>>>>>>>>>>>>>>>>>>>>>>>>>>>>> 

注册表监控信息如下： 

该文件 server.exe 设置注册表 

$\REGISTRY\USER\S-1-5-21-606747145-1078145449-839522115-500\Software\Bifrostklg 

>>>>>>>>>>>>>>>>>>>>>>>>>>>>>>>>>>>>>>>>>>>>> 

网络监控信息如下： 

192.168.0.36:1179     192.168.0.173:81    SYN_SENT 

（3)结果分析 

表1为本系统与VirusTotal、Norman Sandbox、CWSandbox分析结果的比较。结果表明我们的恶意代码分

析系统能较为全面的进行恶意代码分析：在静态分析方面能准确而快速的得到关键的PE信息；在动态行为监控方

面，能较为详细地掌握恶意代码的行为特性，基本达到了自动化、有效性、准确率的分析标准。 

表1分析结果比较 

 

恶意代码分析

系 统

(MacSystem) 

CWSandbox
VirusTotal 在

线分析系统 

Norman 

Sandbox 

PE头部关 √ √ √ √ 

输入表信 √ × √ √(不

编译器类 √ × × × 

注册表行 √ √ 未知 √ 

进线程行 √ √ 未知 √ 

网络行为 √ √ 未知 √ 

文件行为 √ √ 未知 √ 

4.创新点总结 

目前，许多恶意代码应用自动化模糊策略来逃避特征码的检测，恶意代码的生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

隐藏技术和模糊变换策略这两项技术。任何恶意代码的运行都可以抽象成为一台有限状态机，只要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检测者就能随心所欲地修改有限状态机的状态。 

针对模糊变换策略，本恶意代码分析系统提出主要创新点有： 

（1）对恶意代码文件二进制序列进行数据挖掘，通过静态扫描分析恶意代码固有的文件数据特征； 

（2）基于内核 SSDT HOOK 技术对恶意代码的行为动态检测，对恶意代码的文件、注册表、进程、网络的行

为状态进行有限的控制； 

（3）使用静态扫描与动态行为监测技术协同分析恶意代码行为，能减少模糊变换对单方面分析结果的影响，

并提供详细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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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来工作 

恶意代码的实现技术在与网络安全防御技术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攻击方式越来越隐蔽，对抗安全软件能力

越来越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为了保证恶意代码分析系统对恶意软件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我们将

继续在以下方向进行研究，并完善系统的不足之处： 

(1）对部分壳的解密技术，大多数恶意代码都使用了加密技术，影响了静态分析中PE文件信息分析结果的准

确性，通过解密还原为程序原本的文件结构； 

(2）对分析文件的可疑度进行智能判断，分析文件的导入函数与用户的交互性越强，则程序越“安全”；分

析文件导入相关的敏感函数，则越“可疑”； 

(3)能够对抗AntiHook技术，保证恶意代码分析系统对可疑文件是完全透明的； 

(4)在动态分析模块中增加对线程操作行为的监控； 

(5)能够识别可疑的函数执行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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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防盗墙 

参赛队伍：梁学甲, 耿显冲, 徐若涛 

指导教师：张云鹤 

参赛高校：华中科技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针对入侵的特性，我们的个人防盗墙系统采取相应措施来进行防木马入侵。首先对已

知的木马进行扫描，从而防止了已知盗号木马的侵入；然后我们对注册表和运行的程序进行

实时监控，防止异常程序的非法注入，并通过监控键盘记录等搜集信息的行为，防止木马窃

取账号信息； 后我们通过对正常网络访问行为的分析和学习，监控网络操作，对程序的异

常网络访问行为进行阻止。通过以上的主要技术措施，我们能够在各个环节对已知和未知盗

号木马窃取账号的行为进行发现和阻断，从而保护个人机密信息的安全。 

1．相关工作 

防盗号可有两个方面入手解决，一是对盗号木马的查杀，几乎所有安全软件都有这样的功能，通过扫描系

统，进行特征码对比，可已经将那些已经发现过的木马查杀。另一点，就是对用到账号密码的软件进行保护，

如 360 保险箱。 

我们了解一下 360 保险箱的防盗方法。360 保险箱只针对某一些需要输入用户名、密码的软件进行保护。

在保护期间不允许任何未知程序对保护的程序进行操作（这其中就包括木马盗号的操作），这就有效保证了保护

软件的安全。因为 360 在服务器端有强大的白名单库支持，几乎常用的软件都可以识别，所以正常程序对保护

程序的操作是不被拦截的，不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 

2. 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现有的防木马的软件都是通过特征码检测，查杀已知的盗号木马，而对未知的木马则多是束手无策，我们

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对未知的盗号木马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想到，当账号、密码被木马截获后，必须

将其发送出去，才能算是盗号成功，因此如果在发送的时候，将其拦截下来，便可以达到保护账号密码的目的。

通过注入正常程序来盗号的木马（包括这样的未知木马）就无法将账号等信息发送出去。 

把整个程序分为三个部分来完成的：系统扫描、系统监控、网络监控。 

(1)系统扫描部分： 

个人防盗墙系统的系统扫描模块中，对系统中的文件进行逐个扫描，并通过比较特征代码的方法确定是否

存在盗号木马程序，本功能能够对已知的木马程序进行有效的查杀。 

(2)系统监控部分： 

在个人防盗墙系统的系统监控模块中，从键盘监控、注册表监控以及注入监控等三个子模块方面对反盗号

木马程序进行查杀，达到保护个人机密信息安全的作用，如图 3-1 所示。 

(3)网络监控部分： 

对 受 保 护的 进 程 的每 个 线 程用 HOOK API 的 方 法 ，代 理 了 几个 网 络 操作 相 关 的 API 函数 ：

Connect(),SendTo(),WSAConnect(),WSASendTo()。当受监控进程有网络连接访问时，会调用代理函数，代理函

数将其目的IP信息发送到出窗口进行处理，对比正常IP，若其不在正常IP之列，则不再调用原来的API，阻止了

可疑的网络连接访问。 

3. 实验及结果 

(1)系统扫描测试 

系统扫描对硬盘上的文件和文件夹进行扫描以查杀已知木马。测试采用了网络上流行的木马smss.exe，该

木马隐藏在c:\Windows目录下，测试时扫描到该木马，表明扫描功能正确可用。 

(2)系统监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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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监控模块功能流程图 

 

图 2 网络拦截示意图 

键盘监控是对系统中存在的键盘记录工具的检测。本测试中用到了《Windows程序设计（第 2版）》中的一

个例子KeyHookApp，这个实例是用来监控所有的用户按键信息的。当键盘监控功能开启时，没有任何反应。初

步测试表明，键盘监控功能不可用。 

注册表监控是对各种软件写入注册表启动项目的监控。本测试我们采用了各种安装程序，主要有TM2009 

Beta版、PC客户端_飞信 2008 V3.5.0870 版、迅雷 5.9.2.927 版等，初步测试表明，注册表监控功能正确可用。 

注入监控是对各种软件向其它程序注入代码的监控。本测试我们采用了《Windows程序设计（第 2 版）》中

的例子 09APISpyApp，这个实例可以打开指定的程序，并对其注入一段代码，用来计数其调用指定函数的次数。

当打开注入监控功能时，用程序 09APISpyApp向其它的程序notepad.exe注入时，屏幕右下角就会出现提示框，

询问是否允许，我们选择不允许，09APISpyApp界面提示注入出错(如图 4-2 所示)。初步测试表明，注入监控功

能可用。 

（3）网络监控测试 

    网络监控功能测试是测试个人防盗墙系统的网络监控功能能否过滤受监控进程的网络访问。我们选取

QQ2009 正式版作为受监控软件。当我们开启网络监控功能时，程序没有任何反应，可能原因是 QQ 运行在正常

情况下，所以我们将 QQ 的 IP 数据换成了 MSN 的 IP 数据，（具体的只是将存储 MSN IP 数据的文件名改成存储

QQ 的 IP 数据的文件名）。当我们再次运行程序时,QQ 掉线，说明该功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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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新点总结 

首先我们保留了比较传统的方法，比如系统扫描，和注册表、键盘记录监控等，这些功能已经在很大程度

上达到了防护的目的。 

更重要的，我们增加了新的功能，监控需受保护的软件，如QQ等有账号、密码输入的软件，若有盗号木马

程序注入该类软件中，当盗号木马程序得到账号及密码信息后，必然要将其发送出去，这时个人防盗墙系统就

会根据发送的目的IP是否是正常的服务器IP来阻止信息被发送出去，达到保护账号安全的目的。 

5.未来工作 

在系统扫描方面，功能还十分的弱，以后我们要逐渐不断的扩充木马数据库。查杀木马的手段也要慢慢增

加，使之能查杀更多的木马。用户操作也要不断简化改进。 

在系统监控方面，由于没有设置白名单，所以会对一些正常程序的行为进行拦截，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进行

一些改进。 

在网络监控方面，程序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它只能对通过注入正常程序的木马起到作用，而对与那些

单独运行的木马程序只能依靠扫描来完成防盗的作用。另外，由于服务器可能会增加或更改，因此IP库需要有

相应的更新。我们以后要在这些方面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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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动态口令卡时间同步及中间人攻击的解决方案 

参赛队伍：胡昆, 乔悦, 危江月, 黄晶晶 

指导教师：俞能海 

参赛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愈来愈频繁地通过网上银行来进行各种交易。随之，对网上交

易安全性要求愈来愈高，仅依靠传统密钥已无法满足。于是出现了通过 U 盾、电子口令卡以

及动态口令牌等产生附加密码，来增强安全性的各种方法。但是这些设备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而限制了其发展，下面本文将提出一种改进方案，设计一种新型口令卡。该新型口令卡的主

要创新之处在于使用随机数作为算法的输入参数来产生随机密码，区别于动态口令卡直接产

生随机数，因此简便且安全地解决了时间同步性问题。在抵抗中间人攻击方面，将转账时的

附加密钥与对端账号绑定，有效阻止了中间人通过篡改对端账号而牟取利益。本小组设计的

新型口令卡对时间同步性要求很低，制作成本低廉，便于操作及携带。配合使用新型口令卡

及新的密码协议，能保证很高的安全性。本产品非常实用，适于广大用户，有很好的市场前

景。 

1.设计目标 

针对目前广泛使用的设备存在的问题，本小组大胆创新，提出了新型口令卡的改进方案，希望能达到下述

目标： 

(1）有着较强的安全性，特别是对“中间人攻击”提出一个比较实用的抵抗方案； 

(2)制作成本低廉，方便操作及携带，市场前景广阔； 

(3)保证动态密钥的密钥空间足够大，且对时间同步性要求很低。 

2.相关工作 

安全密码协议的设计： 

一方面，本方案沿袭目前比较流行而且发展比较成熟的“传统密钥+动态附加密钥”的方式，用以抵抗木马

攻击和重放攻击等； 

另一方面，考虑到中间人攻击，本方案在密码协议方面，在转账操作时设计了一道安全屏障，将用户转账

时所需的附加密码同转账的对端账号绑定，保证中间人无法通过篡改对端账号而牟取利益。 

口令卡的制作： 

本小组已经成功制作出口令卡的核心软件，该软件用于计算网上电子银行登录过程和转账操作过程中的附

加验证码。关于口令卡的具体制作，本小组目前提出两种比较合理的方案。 

方案一： 

将该软件加以硬件实现，制作出相应的芯片， 终包装制作成一个新型口令卡。该口令卡类似于一个“密

码计算器”，由于加密算法的某些参数是需要用户手动输入的，因此该口令卡需要相应的输入输出和计算处理设

备。口令卡将由三部分组成： 

（1）输入设备，即在外壳上需要设置数字键0~9，确认、清除以及开/关机键； 

（2）处理器，即为内置芯片，完成计算功能； 

（3）输出设备，即在外壳上要有一个LCD显示屏，能显示8位十进制数字。 

方案二： 

将软件植入手机等智能机器中使用。这样可以充分利用手机上已有的资源（按键和LCD显示屏），只要手机

上能顺利运行该软件，则几乎是在零附加任何成本的基础上，让手机有了一个新的功能——“网银密码计算器”。 

该方案直接用手机取代了专用的口令卡，可以随身携带，而且使用方便，其应用前景是很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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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及结果 

因时间关系，并未完成硬件实现。故采用软件模拟实现。 

为做模拟，本试验在“用户名—密码”库中仅加入一组“用户名—密码”对（用户名和密码均为“test”）

以做测试，用户与银行共享的密钥为“12345678”。 

（具体参看软件演示） 

登陆过程： 

（1）登陆成功： 

用户名、密码正确；由银行发的随机数计算得到的随机密码正确。 

（2）登陆失败： 

   a.用户名密码不正确 

   b.验证信息错误 

转帐过程： 

（1）转帐成功： 

已成功登陆；输入对方帐号、转帐金额合法；由随机数和对方帐号后八位计算得到的随机密码输入正确 

（2）转帐失败： 

输入账号或转账金额不符合要求：帐号输入错误、金额为负等 

中间人随意篡改账号：使得帐号与随机密码不匹配 

几点补充： 

使用的加密算法（HMAC-MD5）有很高的安全性，而且加密过程中运行速度很快，稳定性很高。加密中的扩

散混淆作用导致明文的稍微改变都会造成加密结果的巨大差异。 

不同用户 初在办理口令卡时，用户与银行共享的密码是随机分配且是唯一的。因此对于不同的用户，随

机数相同，但算得的结果不同。 

4.创新性 

本作品的一切想法皆属原创，创新性体现在于操作流程以及密码协议的设计上，主要有以下几点： 

(1)使用单向函数加密随机数得到附加密码，附加密码保持一定的随机性。随机数是在使用时临时产生，因

此口令卡无需与银行系统保持高度的时间同步； 

(2)转账交易时的附加密码不仅与银行产生的随机数有关，还依赖于对端账号。意味着这个附加密钥是手持

口令卡的合法用户在交易时的这个特定操作加以确认的结果。从而可以有效地抵抗中间人通过篡改对方帐号以

牟取利益的行为。 

(3)使用硬件实现，方便携带，且不会受到病毒攻击。口令卡需要用户完成某些输入工作，类似于“密码计

算器”，设计新颖独特。 

(4)在登陆过程中有效抵制了木马攻击，重放攻击等常见攻击方式，在交易转账过程中防止了中间人攻击产

生实质性的破坏。两道防线共同作用，保证了较高的安全性。 

5.应用前景分析 

本产品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主要体现在： 

(1)安全性高，这是方案设计的基本前提。附加密钥与随机数M有关，同样具有随机性，当加密算法能满足抗

弱碰撞攻击时，密钥随机性方面类似于动态口令卡。但由于对密码协议的改进，能比较有效地防止“中间人攻击”

带来的实质性伤害。 

(2)相比于动态口令卡，几乎没有对时间同步的要求，就避免了动态口令卡中因为时间不同步而造成的麻烦。 

(3)价格低廉。由于对时间同步要求极低，因此相比动态口令卡，成本大大降低。 

综上所述，这种新型口令卡有着比较大的优势，拥有很大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前景。特别是如果能成功将

软件植入手机中正常使用，再适当将此方案该改进完善，肯定会深受用户喜爱，大有发展前景。 

6.未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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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附加随机密钥的产生方面，目前考虑到HMAC-MD5能有效抵抗弱碰撞攻击，但毕竟附加密钥是通过算

法加密得到，无法保证不会有其它什么攻击方法能攻击之，考虑改进算法。 

第二，在抵抗中间人攻击时，只是保证网上电子银行交易中 主要的部分“转账”操作能安全进行，无法抵

抗中间人窥探用户隐私等操作，需进一步优化操作。  

第三，在实现软件的基础上，来实现硬件。 

第四，如果采用专门为此软件制作一个口令卡，操作上会稍微有点麻烦，而在考虑将软件植入手机中使用时，

有手机操作系统的兼容性还有待考虑。 

参考文献： 

[1] William Stalling. 《密码编码学与网络安全》.电子工业出版社. 

[2] 杨义先，钮心忻.《应用密码学》.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3] 张英.《网络安全基础应用与标准(第二版)》.  中国电力出版社. 

[4] 陈伟琳.协议安全测试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5] 张有东.网络取证技术研究.    

[6] 高鹰.代码疑惑及其语义研究. 

[7] 周立.《企业家天地（下半月）》2008/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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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文件个性化监控系统 

参赛队伍：吴道远, 姚焕章, 王俊翔, 钱扬帆 

指导教师：孙国梓 

参赛高校：南京邮电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目前PC用户主要采用杀毒软件和防火墙软件来保障系统安全和网络安全，而对于文件的

存储安全却没有较好的保护方案。机密文件的安全主要来自于四种威胁，针对这四种可能的

威胁，设计实现了一个具有完整防范体系的机密文件监控保护系统FileGuard，从用户层和驱

动层对机密文件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保护。通过“蜜罐”技术（文件伪装）、文件完全隐藏、文

件禁止访问和删除、进程监控、磁盘卷还原和文件透明加解密等实现“层层防御”的思想。

主要创新体现在有完整的防御体系，“蜜罐”思想的运用、双层监控的机制和多种过滤驱动

的使用等。 终进行了系统测试，运行效果良好。 

1. 相关工作 

 我们针对威胁文件存储安全的情况，同时结合能够让用户操作更加简便和个性化的思想，力争打造出一个具

有完整防范体系的机密文件监控保护系统FileGuard。 

FileGuard 系统采取双层监控的机制，分别构建用户层监控模块和驱动层监控模块， 终建立一个完整的

安全防范体系。总体框架的具体设计见图 1。 

整 个 系 统由 应 用 层 FileGuard.exe 、驱 动层 sfilter.sys 、 DiskFilter.sys 、 explorer.sys 和

KsBinSword.sys、Hook 模块 FileGuardLib.dll 组成，三者协同工作，共同建立一个完整的保护机密文件的防

御体系。下面是几个关键的过程： 

（1）当系统启动的时候：把驱动模块 sfilter.sys、DiskFilter.sys、explorer.sys 和 KsBinSword.sys

和 Hook 模块 FileGuardLib.dll 加载到操作系统中； 

（2）当删改监控规则的时候：主程序把相对应删改的规则传递到驱动模块 sfilter.sys 等和 Hook 模块

FileGuardLib.dll 中； 

（3）当用户对机密文件进行操作的时候：驱动模块和 Hook 模块进行监控操作，如果是合法的操作，则放

行；如果是不合法的操作，则拒绝执行。 

 

图 1 系统总体框架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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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针对以上作品需求，我们主要对文件过滤驱动和Hook API模块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文件过滤驱动是采用

Microsoft提供的sfilter模型的思想，Hook API模块采用了DLL编程和windows挂钩技术。其中，过滤驱动模块是

我们的核心模块，主要技术和理论研究有： 

（1)文件系统卷设备的绑定； 

（2)驱动层读/写操作的过滤； 

（3）驱动层文件路径过滤的研究； 

（4）IRP消息的截获和处理； 

（5）分发函数和Fast I/O函数； 

（6）哈希表和上下文技术； 

（7）IOCTL码的控制操作； 

（8）内存映射和文件操作； 

3. 实验及结果 

经过功能测试，我们的主要功能得到了较好地完成： 

（1）文件禁止访问、禁止删除、彻底隐藏； 

（2）磁盘卷还原； 

（3）文件伪装（即重定向）； 

（4）进程监控（即访问过滤）； 

（5）U 盘中 txt 文件的透明加解密； 

（6）文件移动控制：禁止复制、剪贴； 

（7）剪贴板监控：主要是禁止截图； 

同时，由于驱动对于性能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专门针对驱动的 CPU 占用率和内存进行了测试，具体见作

品报告。 

4. 创新点总结 

本系统的 大特色在于我们建立了一个针对机密文件的相对完整的防御体系，据我们所知，这种层层防御

的思路是其他文件保护系统所没有的。 

下面，结合具体功能简述本作品的创新性： 

（1）完整的防御体系：设计开发出一个事前主动防御、事后日志分析处理的一整套的防范体系； 

（2）“蜜罐”思想的运用：使用“蜜罐”来引诱木马发起窃取进攻，也即使用了文件伪装模块，使我们的

系统在与木马的对决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3)双层监控的机制：从系统的稳定性和监控功能的有效性、全面性来考虑，采取了用户层和内核层双层监

控的机制； 

(4)多种过滤驱动的运用：共涉及了四个驱动：sfilter.sys、DiskFilter.sys、explorer.sys 和

KsBinSword.sys，可以对机密文件进行文件隐藏保护、磁盘还原功能、位置移动控制、进程监控和透明加解密

保护等； 

(5)个性化设置全面：所有的保护都不必要针对所有文件才能很好地执行，可以只针对用户想要保护的机密

文件，进而提高用户 PC 正常的运行效率； 

(6)文件信息数据区的三种划分：公共数据区（所有用户可以自由访问）、身份认证区（合法用户可以正常

访问）、私密隐藏区（不修改配置的情况下所有用户均不能访问）。 

5. 未来工作 

我们将继续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当前系统进行开发与研究： 

(1)完善应用层的监控； 

(2)完善驱动的稳定性，同时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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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主机上的文件驱动功能基本实现的基础上，加入网络驱动。如：IP过滤、防火墙、网络环境监控、文

件信息转到服务器、禁止网络等。 

参考文献 

[1]谭文，Windows文件过滤驱动开发教程（第二版）， 

http://bbs.driverdevelop.com/htm_data/39/0701/97921.html，2007年1月5日. 

[2] Jeffrey Richter / Christophe Nasarre，Windows via C/C++，Microsoft Press，December 12,2008. 

[3] 范文庆 / 周彬彬 / 安靖 编著，《精通Windows API——函数、接口、编程实例》，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

年2月. 

[4] 张帆 编著，《Windows驱动开发技术详解》，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年7月. 

[5] 任建华，基于主机的文件实时监控技术的研究与实现， 20051201. 

[6] Greg Hoglund / Jamie Butler ，Rootkits:Subverting the Windows Kernel，Addison-Wesley ，August 

1，2005. 

[7] Walter Oney，Programming the Microsoft Windows Driver Model, Second Edition，Microsoft Press，

December31，2002. 

[8] Rajeev Nagar ，Windows NT File System Internals，O'Reilly，September 1，1997. 

[9] 谭文 / 杨潇 / 邵坚磊 著，《寒江独钓——Windows内核安全编程》，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年6月. 

[10] How to Get There from Here -- Redirecting Create Requests， 

http://www.osronline.com/article.cfm?id=397，Apr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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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ySQL 的恶意篡改修复系统 

参赛队伍：沈云崖, 薛青，张玮 

指导教师：杨一涛 

参赛高校：南京邮电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数据的备份与恢复一直是信息安全领域 为关注的一项技术，特别是对于应用广泛的数

据库系统。而现在的备份恢复大多基于时间点，进行无条件的整体还原。而一般恶意篡改只

会污染部分信息，并且在篡改之后可能有非常多的对数据库内数据的更新修改是非恶意的、

有用的。所以，当这些未被污染的数据也被还原到某一时间点后，之后对它们的正确更新便

随着对恶意区域的修复一并被还原了，造成了正确数据操作的损失，增加了数据恢复工作的

时间消耗。同时，我们通过对数据库容侵技术的研究发现：数据库所受到的恶意篡改和正确

更改对数据库系统本身来说是不可分辨的。所以要做到对恶意篡改的准确修复并保持正确修

改的实时可用性，我们编写了一个与用户交互的平台，辅助用户进行针对性的修复从而既避

免了让数据库管理系统机械地还原数据，还提供了一个灵活的修复机制，以把由于修复造成

的篡改后正确数据更新操作的时间损失减到 小。这样的修复系统可以独立于MySQL数据库管

理系统（非嵌入）运行，并可在实际数据库维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 相关工作 

通过指导老师介绍，我们查阅了相关数据库容侵修复的文献并不断探讨研究智能的恶意篡改修复系统的具体

实现。以 简单初级的修复系统搭建起步，逐步完善扩展功能。 后实现了预期的优化的修复系统及对应交互应

用软件的开发。 

2. 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数据库安全关系到机密性，完整性以及储存数据的可用性，提升保护数据库的安全，尤其是它的机密性的研

究已被广泛地展开。但是，关于数据库抵御攻击的研究非常有限，而这却在很大程度上损害数据库的完整和可用

性。 

针对数据库入侵检测系统的研究已被广泛地开展。但是，入侵检测系统只能让系统提防而未应对攻击，其本

身不能保证数据库在面临攻击时的完整性和可用性。 

深入对容侵系统的理解，对于数据库本身，恶意的篡改与正确的插入、修改、删除操作是无区别的。这是我

们处理智能化修复的难点，并基于此，为提高修复过程的准确性和有针对性，开发一个与管理员的交互式平台是

必然的，这样的修复也更显专业，并让数据库管理员能掌握每一步修复的细节信息。并可在必要时作必要的人工

修正。确定了作品方向，就主要着力在数据库日志的信息筛选和关联算法的研究上，为适应各种格式下的操作信

息提取，我们作了很多格式选择的研究，逐步求精，以实现在 大的范围内提取修复时所需的必要信息。并且在

字段关联和记录间关联的算法上用用户录入和关联表达式解析且递归获得表达式数值的办法逐步实现系统的关

联查找修复模块。 后完成了用户界面的整合，与数据库的连接操作和测试工作。 

3.实验及结果 

主要利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的集成开发平台建立了这样一个增强型的篡改修复系统：能够建立和数

据库的连通并读取日志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筛选、与用户的交互、关联信息的提取、修复的执行和回查。基本实

现了大多数数据库篡改情况的语句判断和关键字提取操作，实时修复效果较为满意。详见作品报告测试流程。 

4. 创新点总结 

(1)针对恶意攻击，本修复系统较传统的基于时间点的整体还原的修复方式有很大程度上的改进，进行的是

有针对性的局部的修复，以把整体还原方式造成篡改后正确数据操作的时间损失减少到了 小。而未被篡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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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部分依然保持着当前 新的状态，所以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恢复到当前”的篡改修复系统。 

(2)提供的是交互式的用户界面，数据库管理员可以有选择性地进行修复及修复后的验证。让修复操作变得

透明而有实效性。 

(3)数据库本身不用停止工作来进行修复工作，我们的独立修复系统相当于对数据库进行“一针见血，药到

病除”的操作，在保证修复到位的同时，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数据修复的效率，节省了传统方式下所耗的大量的重

新执行正确操作的时间。 

(4)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备份，节省大量的空间。但由于时间越长，日志文件越大，为了后期节省空间，我们

已经想出了经过一段时间就合并的想法，把每条记录的所有操作语句合并为插入语句。 

(5)我们提供给用户的是操作的SQL语句，比起数据，更容易判断哪些是恶意的，而没有使用让用户选择恶意

修改过的数据，并一个一个输入原始数据的低效率复杂化方式执行修复。 

(6)提供关联支持，通过关联参数的录入使系统能够对相关联的数据字段和其他记录间被关联的感染操作进

行自动查找一并修复。用户只需要指定被污染的源数据，之后被污染的关联数据修改会被自动修复。 

(7)有广阔的性能提升空间和应用范围。可配合相应的入侵容忍数据库系统建立基于L A M P的网站构架，以

提升其安全性并节省了网站维护的额外开销。 

5. 未来工作 

1． 拓展操作语法的筛选能力，支持修复的SQL语句格式有待扩展 

2． 优化算法，避免同一次修复对同一记录的重复无意义操作 

3． 实现多表操作的并行修复，进一步提高修复的效率，拓展系统适用的范围 

4． 在已有实用性基础上，程序兼容性、安全性、抗冲击性可以有所提升 

参考文献 

[1] Paul Ammann , Sushil Jajodia , Peng Liu, Recovery from Malicious Transactions, 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v.14 n.5, p.1167-1185, September 2002. 

[2] 唐汉明 翟振兴 兰丽华 关宝军等 .深入浅出MySQL [M].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4月. 

[3] Abraham Silberschatz,Henry F.Korth S.Sudarshan.Database System Concepts [M].杨冬青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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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灰理论的无线局域网入侵行为分析系统 

参赛队伍：邹琴, 黄鹤清, 刘小洋, 汤复贵 

指导教师：彭冰 

参赛高校：华中科技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随着无线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无线网络的安全正成为研究热点，由于无线局域

网（WLAN）具有突出的灵活性和优越的移动性，正广泛应用于大学校园、各类展览会、公

司内部乃至家用网络等场合。但是现阶段，安全性问题是无线网络未广泛普及的主要原因。

本质上无线电波不要求建立物理的连接通道，理论上讲，很容易监听到无线电波广播范围内

的任何信号，造成通信信息泄漏，使 WLAN 的安全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与此同时，由于 WLAN
国家标准 WAPI 的无限期推迟，IEEE 802.11 网络仍将为应用的主角，但因其安全认证机制

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无疑让 WLAN 的安全状况雪上加霜。入侵检测是一种动态地监控、预

防或抵御系统入侵行为的安全机制。和传统的预防性安全机制对比，入侵检测是一种事后处

理方案，具有智能监控、实时探测、动态响应、易于配置等优点。依据 P2DR 模型，“及时

的检测和响应就是安全”，“及时的检测和恢复就是安全”。由于灰色系统建模具有少数据高

准确性的特点，基于灰理论的入侵检测系统更容易达到入侵检测系统的实时监控和迅速响应

的要求，从而降低防御系统的检测时间和响应时间，提高系统的防护时间。尽管入侵检测技

术在有线网络中已得到认可，但由于无线网络的特殊性，将其应用于 WLAN 尚需进一步研究，

本作品通过分析 WLAN 的特点，实现了有接入点方式的无线局域网的入侵行为分析。通常发

现入侵之后，监测代理会记录攻击特征，但一般的系统对于无线网络中的攻击行为的判断比

较粗糙很难获得很好的判断正确率，而本作品以邓聚龙教授的灰色理论为基础对入侵行为进

行深入的分析和判断，从而取得了较低的误判率较短的响应时间，并通过安全通道（采用一

定强度的加密算法加密，有线网络通常采用安全套接层协议，无线网络通常采用无线加密协

议）将告警信息发给中心控制台进行显示和关联分析等，并由控制台自动响应（警告和干扰

等），或由网络管理员采取相应措施。 

1.相关工作 

“基于灰理论的 WLAN 入侵行为分析系统”软件一套，具体包括： 

①可执行程序一套 ②程序源码 

“基于灰理论的 WLAN 入侵行为分析系统”文档，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①作品介绍 ②实现方案 ③性能测试分析 ④检测工具使用说明 ⑥作品创新性 

该软件已经在实验室所布置的无线网络环境下正常运行，实现了对多种无线局域网攻击的准确检测。

Linux 服务器端和 Windows 的客户端，能够实现可靠的、快速的通信，系统能够对攻击予以及时地检

测，并且当攻击机数目进一步增加时，分析效果也能得到很好的保证。项目已基本实现了目标，是一

个较为完善的入侵行为分析系统，能以较高准确度和较短的响应时间分析识别出攻击类型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作品完成了以下主要功能： 

针对无线局域网的安全缺陷导致的入侵，能够高效地实施 802.11 原始报文的截获和解析；以灰理论思想为

指导对截获分析后的报文进行处理，并制定相应的检测规则，从而识别当前无线局域网常见的入侵行为，完成

检测工作，而且做到了对无线网络的入侵行为的实时分析，并提供窗口、电子邮件提示；通过发现 AP 与主机，

动态形成一个无线网络拓扑结构，并且以友好的界面，为系统管理员提供流量实时图、协议帧的统计、拓扑结

构显示等形象、清晰、方便的决策环境； 

提供了详尽的日志记录和审计功能，多种类型的显示形式，可查看操作日志并且能以报表输出系统分析与



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获奖作品集 

第 241 页 共 297 页 

检测结果。 

基于灰理论的入侵行为分析系统实际上就是依据系统运行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特征分量进行时序上的统

计，并用灰理论进行阈值的预测和行为的分析识别，从而使得防御系统对入侵行为做出及时的响应。入侵行为

模式的识别之所以可以依据特征量的值进行，是基于如下原理：数值不仅具有数据属性，同时还具有语义属性，

即特征量的取值是系统运行状态的表现，而动态的时序序列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系统的行为。 

本作品是一个完善的入侵行为分析系统，提供了对无线局域网系统中各种帧的解析和统计，包括认证帧/取

消认证帧、关联请求/响应帧帧、重关联请求/响应帧、解关联帧、探测请求/响应帧、信标帧，为实现各种入侵

检测规则提供了基础。作品选用灰理论建模，采用单序列预测，具有优越的可扩充性，更易于依据具体的应用

环境进一步进行扩展，构建更高可靠性、高识别率的检测系统。 

作品的特色不仅在于使用灰理论作为建模和分析的指导，还在于灰色理论建模具有少数据高准确度的特点，

系统中采用的单序列预测，因为单数列微分方程有较好的拟合和外推特性，所需的 少数据只要四个，适合于

预测。 

3.实验及结果 

运行环境 

① 硬件环境： 

NETGEAR WG511T（PCMCIA）网卡 1 块：用于截获原始 802.11 数据报文和发送控制报文； 

Realtek RTL8139 型有线网卡 1 块：与控制台通信。 

②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 ubuntu6.06       Libpcap0.9.5            Libnet-ng 

③ 系统组成 

本作品的测试所用节点的相关网络配置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作品测试所用节点配置 

名称 英文名称 IP 

探测器 Sensor 211.69.192.114

控制台 Control 211.69.192110 

攻击主机 Attack 192.168.1.10 

AP AP 192.168.1.1 

表 2 作品测试项目 

功能测试项目 测试内容 

操作日志项 显示系统日志 

查看数据包项 读取数据包、打开已保存的数据包、保存数据包 

入侵检测项 
扫描入侵、扫描报告、生成入侵日志报告、断开关联帧攻击的检测、

长时间洪泛攻击的检测等 

流量统计项 动态显示报文总数量、报文平均数量、字节总数量、字节平均数量 

拓扑结构显示 拓扑结构显示、节点MAC信息提示 

实验测试结果达到的量化指标 

① 发现主机和发现 AP 的时间不超过 5 秒； 

② 入侵检测工具的误报率不超过 20%； 

③ 入侵检测工具的漏报率不超过 30%； 

④ 入侵检测的响应时间不超过 10 秒 

4.创新点总结 

作品综合使用协议分析与统计、网络拓扑结构发现、灰理论预测等技术，大大提高了检测的精确性和软件

的友好性。具体而言，作品的创新点体现在： 

采用不确定性信息的不确定定性数学研究方法，实现对各种不确定性无线网络报文信息的抽象描述。作品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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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报告部分详细论述了无线局域网的系统组件、入侵检测系统结构和性能，以及影响性能的各种因素，并在此

基础上描述了系统中的各种不确定信息，从而提出了“无线局域网是非本征灰系统”的论证和 WLAN 环境下灰理

论的建模。 

证明了无线局域网中主机的灰关联度在一定时间段内存在的充分必要性，提出了以灰色系统理论为基础的

无线局域网安全评估机制方案。 

根据灰色系统理论，设计了几个基于入侵主机行为特征的灰序白化评估算法，克服了将主机报文对无线局

域网的影响大小视为相等做法的缺陷，具有可操作性强、适合自动处理等优点。 

基于灰理论的入侵检测系统，采用单序列预测不仅具有较好的拟合和外推特性，所需的 少数据

只要四个，而且所需的响应时间可大大缩短，从而理论上可以构建出更加可靠的检测，为系统提

供更高的可靠性保证。因为入侵检测是一种动态地监控、预防或抵御系统入侵行为的安全机制，

和传统的预防性安全机制相比，入侵检测是一种事后处理方案，具有智能监控、实时探测、动态

响应、易于配置等优点，所以基于灰理论的入侵行为分析系统理论上具有优势！ 

5.未来工作 

作品的总体功能已经比较完善，灰理论的应用也比较成功，但由于时间紧凑，加之小组成员的理论和实践

水平受限，本作品还是存在以下的不足之处： 

灰理论建模的应用仅限于灰预测、灰决策和灰控制思想，特征量的选择是基于对商业入侵检测系统的研究，

我们的工作是运用灰理论改进现行的检测方法，而不是系统地运用灰理论确立一个自闭包的分析检测系统。 

作品的基本工作就是利用特征量来实现对入侵行为模式的识别，我们在深入研究各种分析方法之后选定了

灰理论作为建模的指导思想，而没有使用现今模式识别中已发展完善的神经网络算法、遗传算法、粗糙集、模

糊数学和模糊控制、基于概率统计的贝叶斯分类器、聚类分析等方法。可能适当地结合以上方法，有希望进一

步提高系统的检测精度，达到更好的性能，但是经过对时间和工作量的权衡，我们仅限于灰理论建模方案，而

没有深入地做相关结合的尝试。 

软件已较为顺利地运行，并实现了有线环境下的测试，但是我们没有对系统做详尽的测试，没有认清系统

运行的极端情况下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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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密钥管理方案 

参赛队伍：白鹏, 李智敏, 卢明, 陶晓臻 

指导教师：于振伟 

参赛高校：解放军理工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尤其是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安全可靠的组通信已成为研究

领域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基于组的应用和合作领域，组安全通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本课题给出了一种分散存储的密钥管理方案，该方案能较好地实现组通信中共享密钥的分存

管理。本课题的主要设计思想是：利用人工神经网络的记忆能力解决密钥分存问题，并结合

秘密共享的门限方案，形成具有自动生成密钥、分散存储能力的门限密钥管理方案。中心服

务器根据组密钥GroupKey及门限策略来训练神经网络，存储神经网络训练结果(Ψ,Ө)，并丢

弃组密钥GroupKey。在得到用户组成员对恢复申请的应答时，利用门限策略，通过神经网络

进行密钥恢复。当新用户加入组时，采用投票方法，达到门限才可以加入，每个客户端只能

申请一个用户UID，避免了恶意申请，并且避免了同一客户在同一组内伪造多个身份，从而控

制该组。当有用户加入组或退出组，都重新生成密钥，以避免密钥的外泄。神经网络通过神

经元记忆组密钥的计算参数，从而使组密钥不显式的保存，使其他恶意攻击很难得到此密钥，

若通过神经网络的结构分析来获得密钥，基本是不可行的。因此可以保证密钥的安全性。本

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和功能包括：门限方案的基本思想；人工神经网络在秘密共享中的应用；

系统模型的构建、仿真及代码实现。主要创新点包括：1）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分类、识别的性

质，识别正确的用户组合并恢复密钥；2）为不同权限的用户分配具有不同权重的子密，不同

权重的用户子密在恢复密钥时所具有的能力不同。3）在用户变更后，更新组密钥，并重新训

练神经网络，同时可以实现门限更新，更好的保护和分享秘密。由于组通信以及秘密共享在

实际中的广泛应用，如数据安全、银行网络管理、导弹控制发射等。使用秘密共享，可以防

止系统密钥的遗失、损坏和来自敌方的攻击，减小秘密保存者(个人或服务器)的责任，同时

还可以降低敌手破解秘密的成功率。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数据的安全保存、访问控

制、通信密钥的管理以及分布式网络中对移动节点的身份认证等方面。另外本课题基于门限

的思想也为分布式系统中因节点离线所带来的秘密恢复提出了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 

1.相关工作 

(1)人工神经网络结构的选择 

人工神经网络有多种结构，究竟采取何种结构的人工神经网络结构来实现密钥分存需要经过大量的分析，在

前期工作中，我们通过matlab对线性阈值单元感知器模型、单层感知器、多层感知器、BP模型的仿真分析，确定

采用BP模型来实现密钥的分存，同时在经过大量的统计分析后，确定BP网络中隐含层的神经元为输入层神经元的

两倍。 

(2)用户注册 

为了有效地防止恶意用户申请多个用户加入同一用户组，通过对自己投票的方式对秘密进行盗取，本方案

采用将客户端软件与客户机、用户UID进行绑定的方法，同一客户端 多只能注册一个用户。在客户端用户均生

成一个用户号UIDu，作为用户u的全局唯一标识。用户认证采用RSA密钥对——模n（PublicMod），公钥e

（PublicKey），私钥d（PrivateKey），PublicMod和PublicKey构成公钥对Eu，PublicMod和PrivateKey构成私钥

对Du。用户UIDu及其公钥对Eu向服务器公开，私钥对Du用户自己保留，不可公开。当服务端接收到用户UIDu的注. 

(3)用户认证 

用户身份认证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签名的实现过程，出于安全性考虑我们对所有事务都得进行身份认证。 

(4)用户及用户组管理  

在客户端，用户建立自己的用户组数据库，记录自己的用户名、用户UID和私钥，以及所参与的用户组的GID。



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获奖作品集 

第 244 页 共 297 页 

用户可以通过查询数据库，获得自己的用户信息以及用户组的GID。此外客户端还保存与服务器的交互信息，包

括交互的时间、内容和消息类型，消息类型分为用户消息和系统消息，方便用户查询。 

在服务端，建立用户信息数据库，记录用户的UIDu、对应的公钥和所参加的用户组信息。该数据库存有三张

表，第一张是以UID为索引的公钥查询表，第二张是用户组GIDu状态表，第三张表记录GIDu和该分组成员总数。 

用户u可以参与不同秘密的共享，即可以加入不同的用户组。不同的用户组相互之间独立不影响，用户可以

自由的申请新建组、加入组和退出组。 

(5)通信模块 

本课题目的在于实现一个基于神经网络的密钥管理方案，因此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通信采用简单的UDP通

信，考虑到组通信庞大的用户数量将为服务器增加大量的通信负担，因此服务端采用微软Windows系统的完成端

口模型和线程池管理与客户端之间的连接。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1)人工神经网络在秘密共享中的应用 

本课题 终采用的人工神经网络是BP模型，网络结构中 

 输入神经的个数与共享该密钥的用户数相同，若有n人共享密钥。则网络中的输入神经元个数为n。 

 每个神经元的输入为1比特，非0则1，每个神经元的输出也为1比特。 

 网络经过循环并联， 终输出的是128比特的密钥。 

 网络中隐含层神经元的个数是输入层神经元的两倍2n 

对网络进行训练，训练的标准就是一旦网络的n个输入中至少有k个是正确的，则网络正确输出结果。 

(2)系统模型的构建、仿真及代码实现 

本系统实现一个基于神经网络的组密钥生成、存储、门限认证系统。模块划分包括： 

中心服务器：主要功能包括用户管理，接收客户端用户注册，对用户身份认证；实现用户组管理，对用户

新建组、加入组和退出组进行处理；实现组密钥管理，组密钥的生成，神经网络的运行，结果存储，基于门限方

案的组密钥恢复；门限策略的处理，投票门限、密钥恢复门限、门限更新和缺省门限等。 

客户端：实现RSA密钥对的生成（考虑去中心化），用户UID的生成；实现用户注册、用户登录；实现用户组

策略和门限策略。 

(3)门限方案 

a.投票门限 

在本课题中，对于处理用户管理中的加入组和门限更新，考虑使用简单的投票（k，n）门限方案。若当前该

组共有n个用户，则每个用户的投票权重相等。只要其中有k个或者超过k个用户同意该事务，服务器就执行该事

务。假如未达到k，考虑到可能部分用户未上线，如在限定时间内此类用户上线，则由服务器补发送需处理事务

信息，并等待其回应，直到有k个用户同意或者全部用户均给出应答。如果 后未达到k个，则该事务不执行。 

b.缺省门限 

在用户数较少时，用户数少于n，本课题考虑使用缺省门限，把k设为实际用户数的一半。 

c.密钥恢复（k，n）门限 

在本课题中，假设每个用户分享相等的秘密份额。当用户组成员发生变化后，系统自动为该用户组生成128bit

的随机密钥，并将该密钥作为神经网络的期望输出，根据（k，n）门限的思想， n个输入采用随机样本值，对神

经网络进行适当的训练、测试， 终存储训练结果，并丢弃128bit的随机密钥。当组中某用户需要恢复密钥时，

该用户向同组用户发出密钥恢复请求（广播消息），若某组员同意恢复密钥，则此用户对应的神经网络的输入为1，

否则输入为0，根据（k,n）门限的思想，若有k个用户同意恢复密钥，神经网络根据先前的学习结果，计算确定

相应的输出。 

3.实验及结果 

(1)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包括1个服务端和10个客户端，通信协议采用UDP通信。 

客户端：Windows xp（sp2） 

服务端：Windows xp（sp2），服务器端口为UDP8888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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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试方案 

1)用户、组管理 

 通过客户端在服务器上进行用户注册、用户身份认证和用户登陆。 

 注册用户在服务器新建组，加入组，退出组。 

2)密钥管理 

 用户密钥：利用RSA算法生成用户的公私钥对，用户可以查询其同组用户的公钥。 

 组密钥生成：当新建组，或组成员发生变化时，服务端为该组重新生成随机密钥，并训练神经网络。 

 组密钥恢复：当组用户提出密钥恢复请求，且同意此请求的用户数满足（8,10）门限，则由服务端

计算组密钥，并向当前用户组广播该密钥。 

(3)结果分析 

在采用（8，10）门限的条件下，密钥恢复的正确率为95.7%。在其它的门限策略下，通过Matlab仿真得出的

密钥恢复成功率如下： 

表1 在各种不同门限策略下神经网络的准确率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0 

8

6.13% 

8

3.59% 

8

7.89% 

9

1.21%

9

7.27%

9

5.12%
-

- -

1 

8

0.66% 

8

2.23% 

8

6.33% 

8

4.57%

9

0.23%

9

6.29%

9

4.73%

- -

2 

- 7

9.1% 

7

9.69% 

7

9.88%

8

4.77%

9

1.8% 

9

0.04%

9

4.73% 

-

3 

- 8

1.45% 

8

0.47% 

7

9.44%

8

3.48%

9

5.55%

9

3.36%

9

5.12% 

9

5.62%

当门限达到（n,n）时，本系统的密钥恢复模块恢复的成功率达到95%左右，且随门限k降低，陈功率逐渐降

低，当门限降为（n/2,n）时（即，组内有一半用户同意恢复密钥），网络的成功率为80%左右。另外，此网络结

构在n<50的情况下均能快速收敛，切密钥恢复正确率基本维持不变。 

仿真结果说明，在具体应用当中，门限的设置应高于（n/2,n），并且当组内用户数较少时（n<5），神经网络

对合法用户集合与非法用户集合的区分度较低，此时不应采用密钥恢复门限，而应当采用缺省门限的方法。 

4.创新点总结 

本课题是一种基于秘密分存思想的密钥管理方案，利用人工神经网络的记忆能力解决密钥分存问题，单用户

的公钥采用集中式管理存放与中心服务器，组密钥则分散存储于n个用户，整个系统不存储完整的组密钥，需要

的时候由中心服务器通过神经网络计算获得，有效地降低秘密被盗取的可能性。 

每个新用户加入组时，采用投票方法，达到门限才可以加入，并且每个客户端 多只能注册一个用户UID，

这样避免了恶意申请，并且避免了同一客户通过对自己投票的方式对秘密进行盗取。当有用户加入组或退出组，

都重新生成密钥，以避免密钥的外泄。 

课题中通过MD5算法生成组密钥。通信过程中通过RSA算法进行加密，加密长度为64字节，保证通信的安全，

防止用户信息被窃取。交互过程中，通过加入时间戳可以有效防止重放攻击。在加入用户组时，本组成员通过提

高同意新用户加入的标准来，确保用户的可信度，进一步提高安全性。 

综上所述，本课题包括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分类、识别的性质，识别正确的用户组合并恢复密钥； 

 为不同权限的用户分配具有不同权重的子密，不同权重的用户子密在恢复密钥时所具有的能力不同。 

k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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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用户变更后，更新组密钥，并重新训练神经网络，同时可以实现门限更新，更好的保护和分享秘密。 

5.未来工作 

(1)本课题采用集中式的管理方案，中心服务器存在单点故障问题。因此对系统设计进行优化，考虑去中心

化的问题，解决中心服务器的单点故障问题。 

(2)当前实现的系统中恶意用户可以通过多个终端注册并加入组达到窃取目的。将来可以考虑提高注册安全

性和加入组的安全性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如在注册时可以结合现实的身份认证的方法，如指纹认证，虹膜

认证等，从而保证用户的唯一性。 

(3)考虑对于分享密钥组的成员在密钥恢复中有着不同的投票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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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桌面安全防护系统 

参赛队伍：彭钢, 刘显静, 袁晓宣, 吴沛爽 

指导教师：胡卫 

参赛高校：海军工程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计算机知识的逐渐普及,计算机正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工具，当今，各行各业都表现出对计算机极大的依赖性，但计算机给人们带来方便

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安全问题。计算机桌面是人机 直接的交互平台，因此开发安全性高、

综合用途广的安全防护系列产品对于保护信息的安全尤为重要,在军队、政府和企事业等单位

有重要的应用前景。本文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在计算机安全防护领域的研究现状，阐述了计算

机桌面安全防护系统在计算机应用中的重要地位。设计的计算机桌面安全防护系统是针对当

前计算机操作系统存在的登录时不安全、密码抗攻击性弱和日志审计功能不完善等安全问题，

结合相关关键技术，利用Delphi编程软件，采用TCP/IP网络体系结构和基于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方法，综合运用身份认证、信息加密、数字签名与数据完整性校验、网络通信、钩子（HOOK）

等多种技术，开发的基于电子钥匙（USB Key）具有安全防护功能和安全管理功能的计算机桌

面安全防护系统。系统在实现了计算机的桌面安全锁定、存储加密保护、桌面操作监视、安

全日志审计、操作事件伪装、传输加密保护、文件安全传输、网络流量监视等基本功能外，

着重在安全性能上实现基于双因素认证的系统安全登录与锁定、基于公钥证书的双向身份认

证和用户操作记录的动态回放和日志审计。基于系统设计的安全性和易用性，系统在军队、

政府、科研机构等单位的办公计算机和家庭个人计算机的安全防护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1.相关工作 

计算机桌面安全防护系统从项目确立到系统实施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安全防护小组分别从开发需求、初

步调查、可行性研究、逻辑模型设计、总体设计、详细设计、编程调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具体如下： 

（1）在指导教师的辅导下进行立项论证，参阅大量文献资料，进行知识积累和更新，为项目的顺利进行

打下牢固的理论基础。 

（2）在借鉴现有安全防护系统源代码的基础上，设计并实现了计算机安全防护系统的基本功能。 

（3）实现系统的安全防护功能，包括单机安全防护分系统的桌面安全锁定、存储加密保护、桌面操作监

视、安全日志分析等；网络安全防护分系统的操作事件伪装、传输加密保护、文件安全传输、网络流量监视等

功能。 

（4）实现与系统安全防护功能相配套安全管理功能，

用于对系统各角色的管理。包括用户权限分配、证书生成管

理、身份认证协议和会话密钥协商。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课题涉及到信息论、密码学、操作系统等多个学科领域，

涵盖了身份认证技术、信息加密技术、数字签名与数据完整

性校验、网络通信机制、钩子（HOOK）技术等。课题综合应

用这些技术，利用 Delphi 编程软件，采用 TCP/IP 网络体系

结构和基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开发基于电子钥匙（USB 

Key）具有安全防护功能和安全管理功能的计算机桌面安全防

护系统。 

计算机桌面安全防护系统由单机安全防护分系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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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护分系统和安全管理分系统组成，如图 1 所示： 

 首先，根据现实需求和总体设计思想，在借鉴已有的计算机桌面安全防护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并实现计

算机桌面安全防护系统的基本模块。基本模块包括单机安全防护模块和网络安全防护模块。单机安全防护模块

由桌面安全锁定、存储加密保护、桌面操作监视、安全日志审计组成；网络安全防护模块由操作事件伪装、传

输加密保护、文件安全传输、网络流量  

       

图 2 系统功能组成 

监视组成，八个安全防护模块从不同层次为计算机提供安全策略，全方位解决计算机的安全防护问题，详

细功能组成如图 2 所示。 

其次，对现有的桌面安全防护系统进行安全分析，并针对其存在的安全漏洞，提出了基于双因素认证的系

统安全登录与锁定、基于公钥证书的双向身份认证和安全日志审计等功能的设计，保证了系统的安全性。 

后，为了保证基本体系模块的有效实现，系统结合公钥基础设施 PKI 的管理模式，实现了包括超级管理

员、二级管理员和一般用户在内的管理功能模块。 

系统主要应用环境包括广域网和局域网，系统可在同一个超级管理域下由多个二级管理域组成。局域网环

境下系统拓扑结构如图 3 所示，所有用户均在同一个二级管理域内进行操作。 

 
图 3 系统在一个局域网内的拓扑配置示意图 

3. 软件测试及结果 

计算机桌面安全防护系统的设计和实现完成后我们分别对系统进行了功能测试和性能测试。通过测试结果

可以看出，本系统功能完善，性能可靠，安全性较高，能够满足当前用户在进行计算机使用时的安全需求，基

本达到了系统设计时的预期指标，由于篇幅限制，详细测试报告及结果见设计报告的测试与分析章节。但由于

条件限制，在性能测试部分，测试的数据不能做到完全精确，将会在未来工作中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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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新点总结 

本系统的主要创新之处有以下几点： 

（1）为计算机安全防护提供一整套全方位的系统解决方案 

计算机桌面安全防护系统综合运用身份认证、信息加密、数字签名和数据完整性校验、钩子（HOOK）等多

种技术，设计了集桌面安全锁定、存储加密保护、桌面操作监视、安全日志审计、操作事件伪装、传输加密保

护、文件安全传输、网络流量监视等功能于一体的计算机桌面安全防护系统，全方位、多层次地解决计算机的

安全防护问题。 

（2）基于双因素身份认证的系统登录与锁定 

本系统改进传统的“用户名+口令”单一的登录验证方式，采用 USB Key 身份认证技术，设计了软硬件相结

合的双因子认证的登录方式。利用系统配发的电子钥匙，实现对一般用户的身份合法性的确认，便于对合法用

户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很好地解决了安全性与易用性之间的矛盾。 

（3）首次提出键盘鼠标事件的伪装设计 

通过调用 HOOK 函数在 TCP/IP 协议的应用层获取本机鼠标键盘操作事件，包括键盘单键、组合键的 KeyDown

事件和鼠标的坐标、单、双击 Click 事件等，调用 random 函数对获取的消息进行随机映射，由于该函数所产生

的随机数的不确定性良好，所以入侵者截获到的事件是毫无规律的随机数映射，即截获到鼠标键盘事件是经过

伪装后的内容，无法得到用户真实的输入信息，从而改变了以前防护系统一味的被动防御的设计，有效地保护

了用户的秘密信息。 

（4）提出对用户操作行为的监视，相应作出记录详细日志 

本系统设计了高效率的操作事件监视和安全日志审计功能，可对用户的操作历史进行详细监视和记录，并

将日志数据储存，二级管理员可调出系统日志直观地查看用户操作记录动态回放和日志记录。 

5. 下一步工作 

今后的主要工作是对现有的计算机桌面安全防护系统进行完善，优化系统的整体性能，扩展系统的应用领

域。下一步主要工作包括： 

(1)与防火墙、入侵检测和防病毒软件协同完成更完善的桌面系统安全防护功能。 

(2)完善 Windows 操作系统安全登录与锁定； 

(3)研究基于 Linux 等其他操作系统的桌面安全防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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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网文件安全卫士 

参赛队伍：梁戈, 黄金亮, 彭园, 乔英 

指导教师：张亚玲 

参赛高校：西安理工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在我国局域网的安全性该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在全球领域内，还属于起步阶段。在建网初

期，多以Novell网为操作系统，几乎所有的查询和存储软件都是以FoxPro为支撑数据库，其

安全性在技术上的保证完全依赖于Novell网络操作系统对目录的访问权限来控制。显然这是

一个非常脆弱的系统，原因之一是Novell对目录的访问可以通过超级用户权限来更改，而

Novell网的超级用户的口令是很容易破解的，这意味着对目录的访问控制行不通，这就证明

仅依赖于操作系统的安全性策略是不可靠的。本作品采用一种全新的模式对局域网内的安全

进行诠释，全面的对局域网内文件进行保护。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安全与保密

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更密切的关注，很多企业或公司由于关键信息的失窃而导致重大损失的

案例也变得越来越多。在利益的驱使下，黑客和商业间谍们不断尝试着各种更全面的，多方

位的入侵与窃密方式。传统的简单依赖操作系统的局域网安全权限设置已经不能满足局域网

内文档的安全要求，由此，我们希望能够创作出一个可以从多方面，全方位保证局域网内文

档安全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中，我们不再简单地依赖操作系统。而是更进一步地将数据库本

身的安全性设施应用于业务工作。此系统则基于Client/Server方式的数据库访问，着手从

Office文档，网络邮件，及USB移动设备等三个方面保证局域网内文档的安全。其中包括：局

域网网络的控制，局域网中各种USB端口的控制，局域网中office文档加密。本系统的创新之

处在于，确定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方向，从Office文档，网络邮件，及USB移动设备三个方面，

全方位地防止恶意扫描、窃取局域网内的文件，使局域网更加安全。本系统可应用于中小型

局域网，拒绝非法用户或不再局域网中的用户访问服务器，对于局域网用户完全透明，在不

知不觉中，保护文件，具有很高的实用性。整个系统只需极小的资源，就可以完成安全的保

护，易于实现。 

1.相关工作 

本系统采用了一个三维部署概念，从物理层，网络层，应用层三方面着手，三管齐下，保卫局域网的安全。

物理层方面实现了USB设备的允许和禁用，使非法用户或恶意攻击用户因不能得到管理员分配的权限而不能使用

USB设备，保护了核心文件不遗漏甚至丢失。 

网络层方面，主要是控制网络的封闭与开放，运用的是通过访问数据库得到开放与封闭的权限，可以有效的

控制网络的进出。使非法用户或恶意攻击用户因不能得到管理员分配的权限而使一些敏感端口封闭。启动TCP/IP

端口的过滤，仅打开服务器常用的TCP如21、80、25、110、3389等端口;如果安全要求级别高一点可以将UDP端口

关闭。 

应用层方面，鉴于Office应有软件的广泛使用，Office文档成为局域网文档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在本产

品中，Office不在向往常那样可以随意使用，在使用前必须保证在局域网中，才能有资格打开Office，继而对

Office进行操作。使非法用户或恶意攻击用户因不能链接到局域网而不能对其进行操作。 

我们现在的电子文档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微软产品在国际上拥有 多的计算机用户，普及率极高，而且微

软产品联网方便，易于组建内部局域网络。 

但像Office这种普及率极高的应用软件，也成为局域网安全性 难以维护的方面。可以随意读取、写入是

Office的优点，然而从安全角度分析，这也是它容易泄密的原因。在现有的解决方案中，只能依靠Microsoft的

一些系统自带功能，如用word自带的功能工具——选项——安全，里面有密码防护选项，设置秘码。但这远远不

够，而我们的产品主要从内部用户的角度入手，我们假设在局域网内的用户都有自己的合法ID，为合法用户。相

反，我们认为不在局域网内的用户就不会拥有合法ID，为非法用户。则我们只要针对不在局域网内的非法用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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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限制即可。对于合法用户，服务器管理员给合法用户分配高等操作权限，使其所有端口开放，处于一个相对透

明的状态。而对于非法用户，服务器管理员给非法用户分配低等权限甚至不分配权限，使其端口部分开放，或者

全部禁用。 

基于此种方案，我们从三方面实现对文档的限制：限制非法用户的USB传输，例如对非法用户的USB功能禁用；

限制非法用户对网络的使用，只开放一些常用端口，如ICQ的4000端口；限制非法用户对Office的使用，即不在

局域网中Office不能启动。 

2. 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系统旨在从物理层，网络层，应用层三方面着手，通过服务器后台数据库使这三个部分联系在一起，完成

USB的允许与禁用，网络端口的选择性封闭，Office办公软件的限制使用等功能。 

3. 实验及结果 

物理层结果； 

非法用户的USB端口被封界面如图1所示。 

    

图1 非法用户的USB端口被封                    图2 网络进行监控 

 
图3 非法用户的Office被禁用 

网络层结果： 

如图 2 所示为当数据库中对主机为 192.168.43.7 的网络进行监控，当数据库中对于这台机子的网络设置为 1

时，表示开放网络，所以显示”你被封的网已经解除成功”，等一段时间以后，改变数据库中对于这台主机网

络设置，变为 0，表示网络禁止，所以显示“你的网已经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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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层结果： 

非法用户的Office被禁用界面如图3所示。 

4.创新点总结 

本系统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物理层，网络层，应用层三方面联合，三管齐下，保卫局域网的安全。 

在物理层模块，通过访问数据库实时更新 USB 端口的权限，对防止移动存储泄密和阻止通过公司电脑越权

使用非法功能具有有效的作用。同时结合其他模块一起良好地控制了局域网内的安全。 

在网络层模块，采用的是分层的思想，各层只负责本层和对上层提供服务，对下层进行调用，所以各层清

晰。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如下：从上往下为 Layered Protocol SPI Layered Protocol SPI Base Protocol。

各层有各层的接口，很容易调用，为以后的对于具体某一端口实施操作提供了条件，另外在底层铺设的分层服

务，为以后的数据包的过滤提供了基础。 

在应用层模块，采用 Office 宏加密技术，调用 GetObject 方法，使用 ADO 连接到数据库，并用 Ping 方法

判断是否在局域网中，对包括 Word ,Excel 等办公软件实施机密保护，保证文档的安全。 

在同类产品中，将三方面联合加密的产品屈指可数，本系统看到了此方向的研究短缺，便致力于此方向的

研究，开发出此系统。 

六. 未来工作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局域网安全面临着一些新问题，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的方向。网络控制的功能还不

是很完善，对于监控方面应该有更人性化的操作和更具体的控制。USB端口控制的权限划分应该更加具体一下。

Office文档加密大量的文件时速度有待提高，加密机制方面应该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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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攻击的入侵检测系统 

参赛队伍：孙浩, 任珊珊, 董旋, 黄志坚 

指导教师：蔡志平 

参赛高校：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入侵检测系统是保障网络安全的重要部件，广泛应用于信息系统和网络的安全防护。在

网络对抗环境中，存在针对入侵检测系统的特定攻击，通过快速消耗入侵检测模块的内存空

间和带宽，破坏状态分析或阻止正常流量，使得入侵检测系统无法有效工作，并进而成为整

个网络系统的瓶颈。本作品着力研究针对入侵检测系统的网络攻击，以开源的入侵检测系统

Snort为研究平台，根据攻击形式的不同，设计出具有高性能、可扩展性和鲁棒性的抗攻击的

入侵检测系统。本作品研究各种可能的网络攻击行为，评估攻击行为的目标和危害性，采用

Cache缓存机制、启发式过滤策略、并行检测策略、仿真硬件检测策略等多种优化策略，提高

解决具有针对性攻击入侵系统的网络报文的自适应能力和自恢复能力，提高系统整体的鲁棒

性。本作品的主要创新点包括针对入侵检测系统的攻防对抗模型、抗攻击的入侵检测机制、

鲁棒的并行入侵检测框架。通过将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紧密结合，大大提升了面向网络攻防

的入侵检测技术的研究水平，推动了网络攻防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的发展。本作品无需特

殊的硬件辅助，可扩展性好、可移植性高，可广泛应用于构建安全的网络环境以及增强网络

的抗攻击能力，为保障国家的信息安全发挥作用。 

1. 相关工作 

入侵检测系统是应用广泛的网络安全部件，是构建信息安全防线的重要技术手段。入侵检测系统依然倚重于

“特征匹配”技术，在报文中或重组的字节流中查找特定字符串或规则表达式。为完成“特征匹配”任务，入侵

检测模块中通过软硬件实现报文流和特征集之间的多模式匹配。Aho等研究者于1975年提出了基于自动机的多模

式匹配算法，并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的改进算法，如压缩存储空间基于位图的算法、反向构建自动机引入跳跃的启

发式方法等。另一方面，Wu等研究者于1994年提出了采用hash方法的基于后 匹配方法，同时采用移位来加速比

较。这两种方法是当前主流的软件实现的多模式匹配算法。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针对预处理的复杂度、执行过程

中的时间、空间复杂度以及实现上的难易程度，采用Hash或其他启发式策略来改进算法，提高匹配速度 。 

随着多核芯片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一些研究者开展基于多核平台的入侵检测系统的研究。从国际期刊和国际

会议来看，有关网络对抗环境中网络安全部件设计的研究极少见到。在2005年以后，国际会议上陆续出现2-3篇

文章，但仅限于分析存在攻击对手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报文重组和流量整形。 

目前国内较少开展针对网络对抗的网络安全技术研究，研究抗攻击的入侵检测技术还没见到。国内研究者在

并行入侵检测方面已开始起步，但仍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项目面向网络对抗，深入分析报文和数据语义、挖掘

并行度，提高网络安全部件的抗攻击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前瞻性。本项目将会是现有研究项目的有益补充，

与国内同行的研究成果相结合，能共同推动我国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 

2. 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作品主要研究针对入侵检测系统本身的攻击方法，运用博弈的思想来建立网络攻防模型，推导相关的防范

策略。本作品以 新版本的开源入侵检测系统Snort为开发平台，将防范策略加以实现成具体的程序模块， 终

构建一个鲁棒的入侵检测系统。 

 具体的防范策略可分为基于Cache缓存机制、启发式过滤策略、并行检测策略、仿真硬件检测策略。通过仿

真硬件检测策略可以加快正常报文的过滤速度；通过启发式过滤策略实现快速确定报警信息；通过并行检测策略

可以提高系统对报文处理的吞吐率；而Cache缓存机制可以对现有的网络攻击者的信息进行记录，并把其加入黑

名单中，对于其后在一定时间内所发送的数据不予以处理，这样可以提高在攻击环境下报文的处理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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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及结果 

首先，让正常的网络流量通过Snort；第二，构造攻击的数据流通过Snort；第三，在Snort中加入抗攻击模

块； 后用相同的数据流对改善后的Snort进行攻击。经过以上步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果:图1所示 

 

图 1  Snort 正常工作 

图2为Snort受到攻击时的运行情况和漏包率，可以看出漏包率很高。 

 

图 2  Snort 受到攻击 1 

图3为改进后的Snort运行情况，漏包率明显下降。 

 

图 3  Snort 改进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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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和图5是经过多次反复测试后得出的总结柱状图： 

 

图4 改进前                               图5 改进后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改进后的 Snort 系统漏包率大大下降，CPU 和内存利用率也明显的下降，入侵检

测系统运行正常，能够抵御针对入侵检测系统的攻击，具有一定的抗攻击性。 

4. 创新点总结 

国内外开展了大量提高入侵检测性能技术的研究，但在提高入侵检测系统抗攻击能力，自适应性，以及对

自身系统保护方面的研究还较少见到。网络安全器件自身的安全性对构建安全防线是极其重要的，但目前抗攻

击的网络安全部件的研究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也未见到一套抗攻击的入侵检测系统出现。本项作品具有创新

性和实用价值。 

首先，本作品借助博弈的思想，推导攻防双方的攻防策略，为设计鲁棒的入侵检测策略提供依据和支持。

分析各种可能的攻击手段，模拟构造相应的攻击数据流，攻击装有未改进 Snort 的系统并使之性能大幅下降，

甚至瘫痪。然后提出抗攻击检测机制，在入侵检测系统中加入改进的模块，再用构造的数据流攻击新的系统，

使之能够抵御针对入侵检测系统的攻击。 

第二，鲁棒的并行检测框架。随着多核平台，GPU 图形处理器和网络处理器的出现，并行处理的实现变得

十分简便。本作品将 Snort 中的规则集进行分组，并将分组后的规则集交由单核处理器的不同线程进行处理。

在多核平台上，则为每个核分配不同的线程进行处理。这两种方案都已经验证通过。我们还试图将网络上的流

量分配给该网络上不同的入侵检测系统来处理。并行机制的引入可以有效地增大系统的吞吐率。 

第三，抗攻击的入侵检测机制。在网络攻防模型的帮助下，我们挖掘出 Cache 缓存策略，启发式过滤策略，

并行检测策略，硬件仿真策略等多重防范策略。这些策略侧重不同，相辅相成，提高解决具有针对性攻击入侵

系统的网络报文的自适应能力和自恢复能力，提高系统整体的鲁棒性。实验证明，本作品能够有效地抵御针对

入侵检测系统本身的攻击。 

5. 未来工作 

 我们深知现在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要做一个完善的抗攻击的入侵检测系统还需要不断进行研究。首先，要继

续完善基于博弈模型的针对入侵检测系统的网络攻防模型，挖掘出更多的针对入侵检测系统的攻击方法，并探索

更完备、更高效的防范策略。第二，继续加强在多核平台、GPU技术上实行并行检测策略的研究，深入挖掘并行

检测算法，将其与入侵检测系统更好的结合，提高系统性能。第三，及时将研究成果转换成硬件设备，使其能方

便加入到入侵检测系统中。第四，事实上，需要防护的不只是入侵检测系统，防火墙，杀毒软件同样面临着攻击

的挑战，而这些用于保护入侵检测系统的思想可以尝试用于其他安全软件的防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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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版权保护系统 
参赛队伍：张吉, 杨寒冰, 吴晶, 郭书童 

指导教师：张伟 

参赛高校：南京邮电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相比于传统的单纯硬件方式和软件方式的软件保护技术，我们设计的软件保护系统从

分析破解者的技术手段出发，引进国外开始出现的智能手机在安全领域的应用，提出了将

软件正版验证的验证过程和关键密钥从本地 PC 中分离，在智能手机这样独立于 PC 具有存

储能力和计算能力的载体上完成证书存储和密钥计算的工作, 验证过程方便新颖。对证书

实现二次加密，确保一份软件只能安装在一台电脑上。我们的系统具有高安全性，易用性，

能够在现今的软件零售业中无障碍的应用。系统主要具有软件加密，身份认证，单机绑定，

完整性检验等功能。系统的主体结构由软件加壳模块、手机认证模块和无线通信模块三个

主要模块构成。 后我们对系统进行了测试，包括测试环境，功能测试，攻击测试等，展

现了我们的系统具有高安全性，易用性和商业化可实现的特点。 

1.相关工作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软件保护技术分为基于硬件和基于软件两者保护方式。硬件保护方式往往会因为单一的硬

件结构容易被破解者分析出硬件组成而通过整体复制硬件被破解;针对基于软件的保护的破解工具已经相当丰富

和成熟。 

 我们设计的软件保护系统从分析破解者的技术手段出发，引进国外开始出现的智能手机在安全领域的应用，

提出了将软件正版验证的验证过程和关键密钥从本地PC中分离，在智能手机这样独立于PC具有存储能力和计算能

力的载体上完成证书存储和密钥计算的工作。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1)软件加密 

 通过修改软件的 PE 头、对输入表加密、改编和隐藏程序 OEP，使得破解者通过一般的逆向分析手段，无法

获得源程序。破解者往往通过定位输入表，查找入口函数，来定位程序入口点，完成对程序的 DUMP。通过上述

的加壳手段，增加破解者逆向分析的难度，提高软件的安全性。 

(2)身份验证 

 在软件安装时，软件通过无线网络与智能手机通信，验证软件发布者颁发给正版用户的已安装在手机中证

书，并取得证书中的密钥，解密被加壳的软件，完成安装。本系统中使用智能手机来存储用户身份信息，并使

用手机完成身份校验。 

(3)单机绑定 

 获取本机唯一的硬件标示符（本系统中用的是硬盘序列号），对授权证书进行二次加密。当软件尝试在在第

二台机器上安装使用时，不同的硬件标示符无法解密出正确的证书，无法获取正确密码，则 终无法安装和使

用。 

(4)完整性校验 

 对加壳后的程序的核心区段做 CRC32 冗余校验。在软件启动时进行完整性校验，将计算出的校验码与原校

验码比较。完整性校验能够有效地抵御攻击者对软件的静态分析和修改，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软件的安全性。 

3.实验及结果 

(1)功能实现实验 

 在给定的实验环境下，对一目标软件进行加壳加密，此时加完壳后的软件并不能用。安装部署好手机端程

序，运行加壳后的软件和手机端程序，进行通信，加壳后的软件成功的被脱壳解密，运行成功。 



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获奖作品集 

第 259 页 共 297 页 

(2)软件防破解实验 

a.当已加密的软件被破解修改时，通过 CRC 校验可发现程序被修改，程序会弹出出错对话框自动退出。 
b.要想破解软件，脱壳查壳是第一步。使用 PEiD v0.94 对被保护软件查壳，可以发现无法查出壳的类型。因为

是我们自己修改而成的壳，所以一般的通用脱壳器无法完成脱壳。 

 
图 1 PEiD 查壳结果 

c.使用 OD 载入被保护软件，发现可以直接找到完整的 VC 入口特征： 

 

图 2 OD 载入获得的假入口地址 

不过这个是伪装的程序入口点，并非真正 OEP，在单步跟踪后发现程序很容易跑飞。常用于 OEP 定位的 esp

定律法、内存镜像法、 后异常法等均无效，用 OD 动态分析出错，可见经本系统加壳保护的程序在软件层面上

安全性较高。 

4.创新点总结 

(1) 验证过程和解密密钥脱离本地 PC 

 与常规方法在 PC 中完成正版用户验证不同，本系统将验证在手机中完成。攻击者无法再通过静态分析或者

动态跟踪的方法在内存中直接找到验证的关键跳与解密所需的关键密钥。 

(2) 利用智能手机，验证过程方便新颖 

 手机相对于传统的纯硬件加密手段而言，其硬件结构更为复杂，无法通过芯片分析出硬件电路。并且，通

常智能手机都有一定的帐户安全性控制，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高了本系统的安全性。 

(3) 对证书实现二次加密，确保一份软件只能安装在一台电脑上 

 在软件首次安装盒使用时，获取要安装的机器硬件唯一标识（硬盘序列号），利用这个唯一标识对手机中存

储的证书进行二次加密，确保这份证书只对这唯一一台机器有效，从而能够防止用户对软件的滥用。 

(4) 完整性检验 

 在程序开始运行时，对被加载的程序核心区段做CRC32校验，保证这部分内容不被破解者分析修改，提高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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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自检能力，降低被破解者跟踪分析的风险。 

5.未来工作 

（1)对软件的功能进行区分保护，增加软件的使用层次。 

（2）增强反追踪的功能。 

（3）提高手机端程序平台的适应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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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备非法接入定位 

参赛队伍：杨宇, 谢宝娣, 陈卉敏, 冯晓萌 

指导教师：顾兆军 

参赛高校：中国民航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在网络迅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安全管理逐日成为网络管理的核心内容。为了保障网络

安全、稳定地运行，现在普遍采用的是防火墙技术，虽然它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防范从外部而

来的非法入侵，但对于网络内部的非法接入、病毒入侵和恶意攻击等网络不安全事件，则无

法很有效的检测和防御，这成为信息泄露的主要漏洞之一。针对局域网内部不安全事件，本

作品重点研究以下三个问题：1）非法接入问题。针对网络中存在非法接入的主机，采用基于

网络拓扑和物理拓扑发现的方法，实现了对非法接入设备的发现、定位和阻断。在传统的IP

－MAC地址对绑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IP－MAC－交换机端口三者绑定的发现算法，提高

了非法接入的发现精度。并且改进了现有物理拓扑发现算法，提出了适合于实时监控系统的

物理拓扑算法——基于交换机upLink补集和地址转发表（AFT）的物理层拓扑发现算法。该

算法收敛速度快，实现简单，对于网络设备无特殊要求，有较大的适用范围。2）网络异常行

为监测问题。内部网络的病毒传播、攻击等异常行为，造成网络带宽资源的浪费，带来了极

大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些网络异常行为，本作品合理结合NetFlow技术和SNMP协议，采用了基

于特征匹配和基于流量统计的两种网络异常检测方法，及时有效地发现网络中的异常行为，

并且通过主机定位技术，给予准确定位，进而使管理人员能够及时解决网络异常，减少不必

要的损失。3）报警问题。报警对于保障网络的安全稳定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针对网络不安全事件，作品采用了报警级别划分规则。根据各个事件的严重程度、紧迫程度

不同，将分别触发基于GSM的短信、E-mail邮件以及图片提示三种不同形式的报警，及时将

告警信息通知管理员。该功能模块实现了实时报警，能够提高管理效率，减轻管理员负担，

增强网络可靠性。本作品是以机场网络生产系统管理的实际需求为研究背景而设计实现的，

但随着网络业务应用的日益广泛，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需要增强内部网络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对于非法接入设备的定位以及内部网络攻击、病毒防御等的需求也随之而来；本作品操

作便捷、易于扩展、不影响现有网络结构，也不会对网络流量产生较大影响，安全可靠。因

此，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1.相关工作 

本作品的目标是发现非法接入设备，发现网络中的病毒和攻击，对于异常设备进行定位并采取报警和阻断措

施，从而增强局域网的安全性、可靠性。 

通过该作品，整个局域网的监控可以达到如下目的： 

(1)发现并阻断盗用合法 IP 地址的非法接入设备； 

(2)发现并阻断盗用合法 IP-MAC 地址对的非法接入设备； 

(3)使用 NetFlow 技术，通过基于特征匹配的网络异常行为检测方法，监测局域网中是否存在病毒，并准确定

位宿主设备。 

(4)使用 NetFlow 技术，通过基于流量统计的网络异常行为检测方法，监测局域网中是否存在恶意攻击，并准

确定位攻击设备。 

(5)对于异常设备，作品采用交换机端口关闭和 ARP 攻击两种不同的阻断方式及时阻断异常设备。 

(6)对于不同级别的异常情况，将图片报警、邮件报警与短信报警有效结合，及时将告警信息发送给管理员。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针对上一节提出的六个目标，本作品着重研究了以下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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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拓扑和物理拓扑 

网络拓扑和物理拓扑是整个作品实现的基础，通过网络拓扑和物理拓扑可以发现局域网中的设备（包括路由

器、交换机、集线器、主机等），并确定其连接关系，进而实现主机定位。网络拓扑主要是采用SNMP信息发现。

根据路由表(ipRouteTable)、接口表(ifTable)等信息可以发现网络层的拓扑，读取设备的sysServices可以判断

出设备类型。在网络层拓扑的基础上，根据路由器的ipNetToMedia表和AFT表可以获得子网内的设备信息以及设

备之间的连接关系，从而实现了物理拓扑的发现。拓扑算法是以经典的拓扑算法为基础，充分考虑了实际网络的

特点和拓扑效率，进行了较大改进从而形成的新算法，提高了拓扑发现的精度，扩大了适用范围。 

（2）非法接入设备的发现 

对于非法接入设备的发现，本作品采用了IP地址、MAC地址和交换机端口三者绑定的非法接入发现算法。通

过网络拓扑和物理拓扑，可以获知接入局域网的所有设备的IP地址、MAC地址和交换机端口，将现有设备信息与

合法设备信息进行匹配，存在一项信息不符则认为出现了非法接入。IP-MAC-端口的发现算法提高了非法接入设

备的发现精度。 

（3）网络异常行为监测 

使用的当前流行的NetFlow技术，在分析了Dos攻击、蠕虫王病毒、端口扫描、主机扫描特征及流量等异常行

为的基础上，对比较简单的网络异常行为定义了发现规则，通过基于特征匹配的异常行为监测和基于流量统计的

异常行为监测，对网络异常行为进行高效的发现和监测。  

（4）非法设备的定位和阻断 

非法设备的定位是建立在网络拓扑和物理拓扑的基础上，尤其是物理拓扑。其思想主要如下：确定非法设

备的 近上行交换机，确定该上行交换机与非法设备的连接端口，并判断它们是否直接相连。在非法设备定位

的基础上，作品通过基于交换机端口的硬件阻断和基于

ARP 单播攻击的软件阻断等方法，在不影响其它设备正

常通讯的前提下，以 小的代价在 短的时间内阻断非

法设备。 

（5）报警 

局域网中出现非法接入设备或网络异常行为时，作

品在经过报警采集、报警过滤、报警规则分类几个步骤

后，根据警告的高、中、低不同级别，采取基于GSM的短

信报警、E-mail邮件报警、图片报警三种报警方式。尤

其是短信报警的实现，及时高效地通知网管人员采取相

应的处理措施，以将网络危害降低到 小。 

3. 实验及结果 

首先，搭建实验环境如图1所示。 

鉴于篇幅有限，下面将简要阐述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如

下： 

（1）根据实验环境，进行网络拓扑和物理拓扑，结果如图2、图3所示。 

 

图2网络拓扑图                     图3 子网物理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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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导入子网设备信息数据后，定位非法接入设备，如图4所示（红色标示非法接入设备）。 

     

图4 非法接入设备定位                              图5启动监控 

（4） 启动异常行为监控，进行TopN排序、恶意攻击、病毒入侵分析，结果分别如图5、图6、图7所示。 

 

图6 TOPN排序                                图7攻击、病毒分析 

4. 创新点总结 

本作品是以机场网络生产系统管理的实际需求为研究背景而实现的，在作品的设计和实现的过程中，主要有

以下创新点： 

（1）在非法接入设备发现方面，提出了IP-MAC-端口三者共同绑定的发现算法，实现了对IP地址盗用和IP-MAC

地址对盗用两种非法接入的发现、定位、阻断。 

（2）在物理拓扑发现中，改进了现有物理拓扑发现算法，提出了基于交换机upLink补集和地址转发表的物理层

拓扑发现算法。该算法收敛速度快，实现简单，可以发现不支持SNMP协议的设备（如HUB），对于网络设备没有特

殊要求，适用范围广泛。 

（3）非法接入设备的发现、定位和阻断技术与NetFlow流量监控技术相结合，使得作品整体功能增强，这是本作

品的重要创新点之一。两种技术的有效结合，一方面可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处理非法接入设备，保证了非法接入

设备的发现、定位和阻断，另一方面可以及时发现网络病毒和恶意攻击，快速做出响应，尽 大可能地消除网络

安全隐患，增强局域网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5. 未来工作 

虽然本作品可以及时发现、定位、阻断非法设备，提高网络管理员的工作效率，但依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

足。在以后的工作中，将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增强适用性。 

（1）本作品主要是针对基于TCP/IP协议的以太网进行网络设备非法接入定位和异常行为监测，但随着无线网卡、

无线路由器的广泛使用，存在了提高无线局域网网络安全的实际需求。为了进一步增强适用的广泛性，无线局域

网的非法接入定位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 

（2）在本作品中，对于病毒的监测仅局限于部分常见病毒，更新比较困难，这也是本作品的不足之处。在接下

来的研究工作中，也要着重考虑这一点，通过建立病毒库，并实现实时更新，从而更好地完成网络异常行为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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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校园一卡通的实现研究 
参赛队伍：吴纯波, 杨剑锋, 高煜, 林丽纯 

指导教师：李 锋 

参赛高校：广东工业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广州大学城“校园一卡通”系统是有效地将银行卡金融功能与电子钱包、身份识别

等多种功能集于校园卡一身，实现了就餐、购物、坐车、娱乐、医疗、自助缴费等业务。但

目前“一卡通系统”提供的服务并没有“网上交易”平台，这极大地影响了其应用的方便性。

于是我们萌发了开发“网上校园一卡通”电子商务系统的想法。这将极大的方便的同学们的

日常生活，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市场空间。作为电子商务系统安全性是 重要的保障。所以

我们在系统的开发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系统安全性的实现方案。如开发证书自动生成系统，

为每个用户生成证书作为身份认证；配置 SSL 信道保证信息传输的安全；设计用户注册信息

进行加密，以防止信息的泄露；建立管理员监控端对系统运行状态及在线验证操作实时监控，

如发现用户在进行非法操作，即进行移除。具体来说，我们完成了以下工作：(1)搭建了一

个分布式的网络应用平台。网络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分别在不同的机器上运

行，以提高系统的总体性能和抗攻击能力。(2)将业务模块独立为应用服务器平台，作为网

页服务器和数据库之间的桥梁，隔离了网页服务器端对数据库的直接操作，避免潜在的安全

隐患。(3)模拟实现了 PKI 公钥认证系统。开发了自动证书生成系统，自己充当 CA 的角色为

服务器和每一注册用户生成证书，并在登陆交易过程提供身份认证，在一定安全需求内保证

交易主体双方的真实性和不可抵赖性；（4）实现了 SSL 安全传输技术，保证数据在客户端与

服务器之间的网络传输信息不被非法窃取。（5）实现证书加上密码双重验证的认证方式。即

客户通过注册，需下载对应证书，安装后结合密码验证成功方能登陆。（6）利用 MD5 和 AES

相结合的加解密技术存储，对客户信息资料进行加密储存，建立了安全的用户数据库。（7）

建立后台监控管理系统，实时对在线用户各项操作进行监控，如发现非法操作者，可断开其

连接 

1.相关工作     

根据用户的要求，结合当前电子商务平台的安全性、多用户性、可扩展性和可移植性要求，即要求系统能

够在用户进行交易时提供一个较安全的环境，并且较好地适应各种环境变化，服务器系统的设计如下： 

（1)提供 CA 认证中心证书认证，保证交易金融实体以及个人身份符合电子商务的相关标准。 

（2)提供管理员管理功能，以便对用户注册、登录和交易过程进行监控，确保用户和操作的合法性。 

（3)提供安全的传输信道（SSL 协议）。 

（4)提供交易的清算和统计功能。 

（5)较安全的数据库加密方案，保障用户信息安全。 

（6）RMI 远程调用技术，实现服务器的分布式布局。 

（7）支持多用户多线程，并能进行相关的线程调度，保证系统的运行效率。 

（8）提供系统配置功能，使得系统有较强的可移植性和适应性。 

（9）具有良好的功能性接口，以便系统的扩展和更新。 

（10）具有良好的数据接口，方便和各金融实体间的数据交互和扩充。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1）如何保障交易过程安全性（证书认证、SSL安全信道、密码登录、管理员监控） 

鉴于现存许多非法网站和黑客用户，为确保交易双方身份的合法性，我们利用程序实现自动生成证书颁发的

网站和注册用户，作为用户和服务器的身份认证（图1、图2）。利用生成的证书，建立各个部件的SSL安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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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每一个客户的服务器的链接。 

另外，在登录过程中，我们采取证书和密码双重验证的方法，首先验证用户提供的标识证书是否合法，再利

用（账号+密码）的md5值对用户身份进行验证进行验证。 

为进一步防止非法用户通过其他手段登录系统进行交易操作，我们在网页服务器端和数据库服务器端加设了

管理员端，提供管理员监控，当发现非法用户时可以进行处理，并且可以对用户的不合法操作（如超时操作）等

做出处理（图3）。通过以上措施，可以保障用户安全交易同时，也保障了网站系统的安全性。         

（2）如何确保用户信息安全性（AES、MD5混合加密） 

   当用户注册时，系统自动将用户的（账号+密码）的md5值记录进数据库的验证表，并且利用该用户的md5值作

为AES加解密的密钥，对该用户信息进行加密后存进数据库另外一张表（图4）。 

从而确保了用户信息不被轻易窃取，提高了数据库系统的安全性。 

 

图1 身份认证 

   

图2 证书                                      图3 系统运行状态 

 

图4 数据库中信息 

3.实验及结果 

用户操作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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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用户注册                               图6 下载证书 

  

图6  选择标识证书                                       图7 登录界面 

 

图8 交易界面 

管理员操作界面： 

 

图9 管理员端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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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管理员端系统资料配置 

后台数据库： 

 

图11 数据库存储界面 

4. 创新点总结 

（1）利用RMI技术，采用分布式服务器，使系统网页服务器、管理员端服务器以及数据库服务器分开，保证

了系统的安全性； 

（2）在网页服务器端，利用系统生成的CA证书验证交易双方身份真实性。服务端有一个证书，每个客户也

有一个证书（该证书可移动），客户下载证书进行安装之后，双方进行认证，增加双方交易的不可抵赖性； 

（3）在用户登录机制方面，采用了（账号+密码）的md5值登录用户身份进行验证，并利用该md5值作为AES

加密客户信息时的密钥； 

（4）数据库服务器端，用户信息利用AES进行加密（密钥由用户md5值确定），保障用户信息安全性。 

（5）增加服务端管理模块，用以配置系统，监控系统等操作，可以监测出非法用户或用户的不合法操作，

增强了系统的安全性。 

（6）利用B/S架构实现系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7）系统实用性强，可扩展到到各类电子商务网站的应用。 

5. 未来工作 

（1）扩展证书管理项目，由于证书发布之后，需要完善的管理制度才能保证认证登录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扩展管理服务端的控制功能，完善管理员权限，利用结合门限原理添加适当的管理员共同管理密钥，

提高安全性； 

（3）提升数据库安全机制，实现数据库备份功能； 

（4）扩展支付平台服务功能，优化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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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可疑通信行为检测系统 

参赛队伍：蔡家艳, 卢川, 云胜强, 袁伟华 

指导教师：李焕洲 

参赛高校：四川师范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研究背景：随着网络应用的发展，恶意文件在技术上不断更新，带来的危害日益严重。

基于目前主流检测技术包括特征码检测技术和防火墙技术的不足，引入网络通信行为检测技

术，并实现一款文件可疑通信行为检测系统。作品特色功能：识别新型未知恶意文件；操作

简便，界面设计人性化；分析报告内容详尽，是一款检测主机对外通信的实用软件；能对各

种格式（如：.doc, .exe, .rar, .ppt, .txt, .zip, .pdf等）的文件进行检测、判定.作品

实用性:该作品适用于以下范围：普通计算机用户、重要信息系统部门;该作品作为一款检测

工具，可以方便用户快速有效地对“可疑文件”进行甄别;另外，该作品还可以与瑞星等杀毒

软件或个人防火墙捆绑使用，弥补杀毒软件或个人防火墙的不足，为用户提供更安全有效的

检测. 

1.相关工作 

(1)技术上的相关工作 

 分析研究了木马的工作原理 

 分析研究了木马的行为特征 

 分析研究了Windows底层网络数据包常用技术 

(2)参赛组成员参与项目 

 参与学校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基于NDIS HOOK技术的网络通信监测系统研究》 

 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相关科研项目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1)网络数据包截获技术 

基于Windows底层捕获网络数据包常用技术有很多，基于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项目需求，本作品采用了目前非

常流行的SPI和NDIS HOOK网络数据包截获技术。 

a.基于 SPI 的网络数据包截获技术 

SPI是Winsock2 服务提供者接口，以DLL形式存在，由Ws2_32.dll调用实现网络传输功能的接口。在传输服

务提供者接口中有三种协议：分层协议、基础协议和协议链。 

由于Windows操作系统允许用户在传输服务基础提供者之上安装新的分层协议，因此可以利用SPI技术，在传

输服务基础提供者接口之上安装我们的SPI监控模块，并使其合法化，从而实时监控到所有通过 SOCKET 访问网

络的用户态恶意文件，并截获恶意文件发送和接收的网络数据包。 

b.基于 NDIS  HOOK 的网络数据包截获技术 

NDIS是微软和3COM公司联合制定的一套在X86 操作系统上开发网卡驱动程序和网络驱动程序必须遵守的设

计框架，NDIS为驱动程序提供了一些接口函数。在Windows 2000操作系统环境下，这些接口函数由一个名为

Ndis.sys的库导出，NDIS HOOK的工作原理即是编写替换函数替换Ndis.sys中的一些关键输出函数（如

NdisRegisterProtocol、NdisDeRegisterProtocol、NdisOpenAdapter、NdisCloseAdaPter、NdisSend函数），这

样只要向NDIS请求的数据包就会被替换函数拦截，实现对恶意文件网络数据包的截获。 

(2)网络数据包解析 

利用截获的网络数据包，对包的进程名、域名、源/目的地址、源/目的端口、通信协议等信息及相关联的进

程路径进行解析，作为判定的理论依据。 

a.基于 SPI 技术的网络数据包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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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技术实现网络数据包的截获之后，分别对HTTP协议的域名，FTP协议上传和下载的文件名、SMTP和POP3

协议的收发件人邮件地址、用户名和密码信息进行分析。由于这些信息按协议格式包含在发送和接收的网络数据

包中，所以在处理发送和接收的网络数据包时，需针对不同的协议提取所要信息的关键字，并将其分离处理。 

b.基于 NDIS HOOK 技术的网络数据包解析 

NDIS HOOK技术主要实现了对UDP包，TCP包和ICMP包的截获，主要解析了包的大小、协议类型、时间类型以

及对应进程名和域名等信息。这里以UDP包为例，UDP包被截获后，整个包并不是存在连续的缓冲区里，因此首先

需要得到该UDP包所在各个缓冲区的地址，然后分析其内部结构，计算所需信息的偏移地址，从而得到所需信息。 

(3)文件网络通信行为危险等级判定 

首先，需要研究恶意文件的网络通信行为。收集当今比较流行的恶意文件样本，利用各种工具对其进行大量

实验测试，提取恶意文件明显有别于合法文件的网络通信行为，并总结归纳出文件网络通信异常行为判定规则，

作为检测系统危险等级判定的理论基础。 

利用检测系统截获网络数据包并对其解析，获得被检测文件的网络通信行为，利用文件网络通信行为判定规

则得出危险等级的判定结论。 

3.实验及结果 

(1)系统测试 

 本作品的测试工作是在虚拟机VMWare Workstation 6.0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内容包括逻辑功

能测试、界面测试、易用性测试、兼容性测试和稳定性测试。 

 逻辑功能测试 

编号 被检测文件名 功能描述 预期结果 实际结果

1 WINWORD.EXE 字处理软件 低 低 

2 kodakimg.exe 画图工具 低 低 

3 server.exe 
太阳远控程序服务端，插入进

程 svchost 
中 中 

4 rejoice(上兴远程控制).exe 远程控制程序服务端 中 中 

 界面测试 

编号 测试项目 测试结果 

1 窗口大小是否适中 符合 

2 界面颜色搭配是否协调 符合 

3 按钮布局要与界面协调，不要过于密集，不要过于空旷 符合 

4 字体大小统一，无错别字，无中英文混用，字体一般为宋体 符合 

5 测试在常用分辨率下的显示情况，如 1024*768，1248*1024 符合 

 易用性测试 

 兼容性测试 

操作系统 测试优先性 是否兼容 

Windows xp sp2 低 否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高 是 

Windows 2000 server 高 是 

 稳定性测试 

在设置好的计算机系统环境中运行检测系统，检测期间工作稳定，未出现死机、蓝屏等现象，CPU占用率正

常，操作系统工作正常。 

（2)系统运行界面及分析报告 

编号 测试项目 测试结果 

1 按钮排列是否符合使用习惯 符合 

2 软件运行过程中出现错误或用户操作不当时，是否给出提示信息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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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运行界面 

系统运行界面如图 1 所示： 

 

图1  系统运行界面图 

 分析报告 

分析报告如图 2 所示： 

 
图 2 检测系统输出的分析报告 

4.创新点总结 

(1)基于通信行为的检测机制 

通信行为分析就是根据文件的动态通信行为判断其是否可疑。文件可疑通信行为检测系统主要研究了

Windows 2000 平台下主机内文件对外通信行为，监控所有对外通信数据，分析异动数据，根据系统自定义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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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规则对通信行为进行判断，并给出危险等级。因为是通过对文件通信行为的监控来判断其可疑性，所以可检

测新型未知恶意文件，同时开销较小。 

(2)集成SPI和NDIS HOOK技术的检测方式 

本作品基于项目需求采用SPI技术和NDIS HOOK技术。其中，SPI技术是工作在应用层，编程调试方便，跨

Windows平台，并且效率高，易过滤。NDIS HOOK技术可以截获较为底层的封包，从而可以完成更为底层的操作。

由于NDIS HOOK工作于核心层而SPI工作于应用层，这样就可以相互利用两者的长处，互补两者的短处，使得对网

络通信的检测更高效、更合理。 

(3)规范化的分析报告 

本作品达到默认检测时间后会自动生成一份被检测文件分析报告。报告中总结了文件对外网络通信行为，依

据判定规则对被检测文件的危险等级做出判定。报告格式简洁，内容言简意赅，通过报告可快速了解被检测文件

通信信息。报告 后附有原始检测详细数据，可供计算机专业人员进一步开展工作使用。 

5.未来工作 

 不断完善可疑通信行为判定规则的制定，降低误报率和漏报率。 

 提高检测系统的可移植性以及对操作系统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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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A 的安全敏感实用感知 Hash 函数图像取证系统 

参赛队伍：苗成林, 袁艺, 李亚东, 林璐婷 

指导教师：胡东辉 

参赛高校：合肥工业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数字图像在互联网中运用越来越广泛，人们在利用其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现有技术(PhotoShop等)对图像进行恶意篡改，歪曲事实，这不仅给社会带

来了很大的危害，也给国家的安全保障带来很大威胁，因此，对图像进行可信取证研究意义

非常重大。鉴于以上背景，本作品利用感知Hash函数
[1]
对数字图像进行取证，并设计一种敏

感实用的感知Hash函数图象取证系统，该系统具有判别图像是否被篡改并对篡改进行快速定

位、初步定性等功能，其特点主要是：利用人眼感知图像的原理并结合Gabor特性得到图像的

感知Hash值，将该值作为判断图像是否被篡改的工具，同时该过程是建立在CA(数字证书签发

中心)和对图像随机分块基础上的，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另外，我们还借用图像PEF(Profile 

Entropy Feature)特征来实现图像快速检索的目的。该系统的研究体现了较大的创新性。首

先，利用Gabor特性产生的感知Hash是建立在隐含参考指标之上的，可初步判断图像的某些篡

改类型；其次，该Hash的产生是建立在图像随机分块基础上的，可初步进行篡改定位；再次，

本系统使用了基于图像PEF特征的图像快速检索技术； 后，本系统利用CA对用户进行身份认

证并且感知Hash是建立在对图像随机分块基础上的，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同时，该系

统符合大部分的个人与组织对图像认证检测的需求，整个通信过程快速安全，使用方便，因

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1.相关工作 

由于数字图像的恶意篡改流行，当今也由很多对数字图像取证的方法，如基于水印的取证(主动取证)、被

动盲取证以及基于图像Hash的取证，其中图像感知Hash具有较好的鲁棒性和敏感脆弱性，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安全

性。但它们在许多方面还存在不足：在基于水印的取证中，图像的品质会受到改变，同时也会增加制造成本，并

且图像中的水印也很容易受到攻击；而被动盲取证是基于模式识别的，存在漏检和误判的缺点；另外，图像感知

Hash应用泛为较窄，其不能进行图像的篡改定性，也不能进行篡改定位，而且鲁棒性、敏感性和检索等方面很难

达到平衡。像Monga人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的研究，但他们的方法都存在以上的不足，因而针对上面那些缺点，

我们设计了一种新的感知Hash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感知Hash的不足。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针对当前图像恶意篡改的流行我们提出了对数字图像取证的研究，包括判断图像是否被篡改、初步确定图像

的某些篡改类型和篡改位置等。为了实现以上功能我们将人眼感知图像的原理同Gabor特性相结合产生图像的安

全感知Hash值并将其作为判断工具；同时，为了提高整个过程的安全性，我们将用户的访问建立在CA颁发的证书

之上(即实现可信通信)；另外，为了增强实用性和完善性，我们借用基于图像PEF特征的算法来实现相似图像的

检索。 

因此，对该作品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针对相关图像产生安全的感知Hash 

 基于CA的身份认证 

 基于PEF特征的图像快速检索 

(1)产生图像的安全感知Hash 

利用Hash判别图像有多种方法，本作品的感知Hash是建立在在人眼感知图像(主要从图像大小、图像方向和

图像中复杂块的信息来判断)的基础之上。产生该Hash值的方法如下： 

 对处理图像进行随机分块(比例分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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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产生安全的感知Hash并实现篡改定位功能，需要利用加密的随机数(作为图像块比例)先将图像进行随

机分块处理，如图1所示： 

 

图1 图像随机分块过程 

 利用Gabor特性处理图像块 

该过程主要是对图像的每一随机块进行处理。为了能够初步确定篡改类型，先要找到图像的三个参考指标，

即基准标度s、基准方向θ和基准图像块B。其中s对应人眼识别时图像的大小，θ对应人眼识别时图像的方向，B

则对应图像中的复杂块。 

 

图2 Hash使用流程 

 

(2)基于CA的用户身份认证 

为了实现访问过程的安全性，我们将该过程建立在CA中心之上，即由CA向用户颁发证书，然后实现用户对

图像取证中心的可信访问。可从以下几个面来实现： 

 用户对数字证书的申请：为了得到访问数字

证书，用户要先生成自己的申请文件发给CA

中心。 

 CA中心颁发数字证书：CA中心收到申请文件

之后，要对申请文件进行处理并判断是否符

合颁发证书的条件，若符合条件则向用户和

取证中心颁发证书。 

 用户与图像取证中心的通信：在接收到证书

后，用户和取证中心进行证书互认，若符合

条件则建立通信并进行数据传输。 

(3)基于图像PEF特征的快速检索                                       图3 图像检索流程 

为了增强实用性，取证时需要对原始图像进行快速检索，本作品中我们借用与图像PEF(Profile Entropy 

Feature)特征相关的算法产生检索值进行检索,检索速度较为理想，图像检索流程如图3示。 

3.实验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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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验证作品的性能，我们分别从系统的整体和组成系统的模块等方面做了测试。一方面，是为了验证系

统整体的性能和运行效果；另一方面，是为了验证我们在方案设计中所用方法的相关性能。具体如下： 

 功能指标 

下表是本作品的部分功能指标(详细内容可参见测试报告) 

表1 部分功能指标 

     参数名称                        整体要求 

Hash指标 
鲁棒性 在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对象1%以下）能容忍 

敏感性 内容发生细小变化（对象1%以上）的情况下能区别 

基于感知Hash的判断指标 判断准确性 能够正确找出篡改类型或篡改位置的准确性在90%以上

检索指标 
检索速度 从3百幅图像中检索不超过0.5秒 

检索准确率 检索准确率在95%以上 

 

 测试方案与结果 

首先我们进行了系统的整体测试，包括向CA中心申请证书和访问取证中心等，运行效果较好。 

其次，我们又分别从图像的检索速度、感知Hash算法分析以及图像篡改的定位分析等几方面作了模块测试。 

通过对检索的测试，可以发现查找一幅图像的速度不超过0.2秒，速度较快； 

在对感知Hash的算法分析中，针对图像进行缩放、旋转、JPEG压缩和模糊处理后再与Venkatesan
[2]
、Kozat

[3]

和Monga
[4]
等人的算法进行对比，可得结果如下图所示(可看出本作品用的感知Hash具有较好的鲁棒性)： 

差
异
值
/
阈
值

                
图4 四种方法对于缩放的检测效果             图5 四种方法对于旋转的检测效果 

                         
     图 6 四种方法对于 JPEG 压缩的检测效果             图 7  四种方法对于模糊变换的检测效果 

通过对篡改定位的分析，可以验证其能初步判断篡改定位，较为准确，由于版面限制，具体详细的测试数

据可参见测试报告。 

4.创新点总结 

     在本作品的研究过程中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的创新： 

 基于隐含指标的篡改定性感知Hash函数设计 

本作品中感知Hash算法的设计是建立在与人眼感知图像相对应的三个参考指标之上的，即基准标度、基准方

向和基准图像块。通过这三个指标不仅可以判断图像是否被篡改，还可初步确定某些图像的篡改类型。  

 将感知Hash建立在图像的随机分块基础之上 

产生图像Hash值时，通常的做法是产生整幅图像的Hash值，这就不可以定位篡改位置，而本作品中先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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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加密的随机数将图像按比例进行随机分块，然后产生每一块的感知Hash，从而可通过比较对图像的某块是否被

篡改作出判断，做到篡改定位。 

 基于图像PEF特征的快速检索图像方法 

本作品中将基于图像PEF特征产生的Hash值作为检索工具，通过与其它图像的该Hash值的比较，确定检索目

标。由于该Hash值的产生速度较快，从而确保了整个检索过程具有较为理想的速度。 

 CA中心与图像的随机分块处理提高了系统安全性 

CA作为数字证书签发中心对用户身份进行了认证，保证了系统的安全性；同时感知Hash的产生是基于对图像

随机分块的，具有随机性，因而对系统的安全性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5.未来工作 

由于知识的欠缺和经验的不足，本作品在一些方面还不甚完善，因而未来可继续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进一步改进产生感知Hash的算法，使之能较快的产生对应图像的Hash值，从而提高数据处理速度。 

 将本作品应用于互联网，实现用户与图像取证中心的分离，这可进一步增大该作品的实用性。 

 借用CA中心，对传输数据用密钥进行加密处理，产生基于协议的更安全通信，使整个过程具有更高的安

全性。 

 由于自身知识不足和经验缺乏，图像只能进行初步的篡改定位，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改进算法，使定位更

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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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化验单自助打印系统安全性设计 

参赛队伍：盛泳潘, 刘潍维, 张营, 李静 

指导教师：王祖俪 

参赛高校：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在医院信息化的道路上，对病号信息的科学管理是医院实现安全专业化管理的首要前

提。现代病号信息管理系统应该是一种在开放式网络环境下，确实保证数据的安全读入读

出、科学管理分析、方便用户使用的网络应用系统。本设计以医院信息管理的部分主要功

能为模板，对病人的基本信息和入院信息输入、化验单的打印进行了自助式设计，为医院

中不同身份的用户设置了不同访问权限。在系统中使用了 MD5 算法保护身份密码，对即时

更新的大量病号信息采用 3DES 加密，为避免木马通过钩子技术戳取加密前的密码，特利用

反钩子技术屏蔽木马程序，并对涉及的应用程序进行有效的加壳处理，确保系统使用的安

全。 

关键词：医院、打印、加密、反钩子技术、加壳 

1.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本设计以中小型医院信息管理的部分主要功能为模板，对病人的基本信息和入院信息输入、化验单的打印

进行了自助式设计，不同身份的用户设置了不同访问权限。系统模块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总体模块图 

2.实验及结果 

测试环境清单①CPU：T7250②内存：2G③硬盘：160G④显卡：GeForce 8600GT⑤操作系统：WINDOWS XP 
Professional⑥编译环境：VS2008⑦数据库系统：SQL SERVER2000 

(1)系统基本功能测试 

user（低权限）用户为病号，admin（高权限）用户为主治医生、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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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身份 基本功能 功能说明 测试结果 

admin用户 登陆测试 通过系统账号-密码的身份验证后，可登陆系统，进入数据操作界面 通过

user 用户 系统登录账号和密码为空时，弹出警告，提示“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通过

admin用户 录入信息

测试 

admin 用户可录入病号的基本信息，并根据病号入院的实际情况，负

责录入病号的入院信息，user 用户无权对数据信息进行录入操作 

通过

 user 用户 

admin用户 查询信息

测试 

admin 用户通过账号-密码验证身份之后，可查看个别病号 

的信息，全体病号的信息。 

通过 

user 用户 user 用户需要再次进行姓名-密码验证后，方能查看自己的数据信息。 

admin用户 删除信息

测试 

有权删除病号信息，包括病号基本信息、入院信息 通过 

user 用户 无权删除信息 

admin用户 导出数据

测试 

导出全体病号数据信息，保存为 txt 文件 通过 

user 用户 导出自己的数据信息，保存为 txt 文件 

(2)系统性能测试 
 安全性能测试 

用户身份 基本功能 功能说明 测试结果

admin 用户 MD5 加密测试 admin 用户和 user 用户登陆系统的密码被 MD5 加密后保存

在数据库中， 

通过

 user 用户 

admin 用户 3DES 加密-解密

测试 

录入的数据经 3DES 加密后保存在数据库中, 以 admin 用户

为例,用户查询信息时，点击“显示数据”按钮，即执行 3DES

解密操作，测试通过，可在数据操作界面还原录入信息。 

通过

 user 用户 

 反钩子技术模拟

测试 

用键盘音模拟钩子读取信息方式，利用反钩子技术屏蔽这次

攻击。 

通过

 应用程序加壳测

试 

利用 aspack 和 Armadillo 软件对本系统中的程序文件进行

双重加壳。 

通过

（3)关键点测试 

a.3DES 测试 

录入的数据经 3DES 加密后保存在数据库中，如图 2 所示。 

 

图 2 3DES 加密图 

admin 用户查询信息时，点击“显示数据”按钮，即执行 3DES 解密操作，测试通过，可在数据操作界面还

原录入信息。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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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DES 解密图 

 

 
图 4 信息导出图 

      

图 5 admin 用户导出全体病号信息图              图 6 user 用户导出个人信息图 

b.导出数据测试 

导出数据信息，保存类型为.txt 格式，如图 4所示。 

将导出的数据信息保存为 txt 文件，连接打印机，可打印出化验单，如图 5、6 所示。 

(4)反钩子技术模拟测试 

步骤一：打开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test_hook\test_hook\测试对象目录，双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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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步骤二：如图所示的对话框（如下图 7 所示）出现时，敲击键盘，会听到键盘音以音频的形式播放出来，此

时打开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test_hook\test_hook\反钩子程序目录，双击

图标，出现对话框（如下图对话框 8 所示），点击“text”按钮，弹出对话框（如图 9 所示）可以屏蔽键盘音的

响声。 

 

图 7 测试图 1                   图 8 测试图 2                 图 9 测试图 3 

3. 创新点 

该系统实现了医院化验单等多信息的自助查询、打印功能，可以成为医院信息化管理系统的一个部分，一

定程度上方便了病人就诊，简化了就诊的流程。 

除了功能的实现，在该系统上还引入了加密、反钩子、程序加壳等安全技术，增加了系统的安全性。 

4．结论 

   通过测试，我们的设计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保护了病人的隐私，从时间上、空间上节

约了成本和资源。通过进一步的完善，该系统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带来社会效益。 

5.完善之处 

(1)利用 MD5 算法保护身份密码，执行速度快，但可靠性有待加强。 

(2)将系统的功能更加完善。 终实现基于 B/S 模式的访问方式。 

(3)将系统用于局域网或英特网中实践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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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段刚 .加密与解密.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4] Jeffrey Richter.Windows核心编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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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存储设备硬件安全防护盾 
参赛队伍：康晓洋, 张亢, 田鸿昌, 白晶晶 

指导教师：李隐峰 

参赛高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如今社会，计算机在各行各业的普及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计算机病毒的

广泛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不便，麻烦甚至经济损失。现在USB移动存储设备的大量使用更

是使病毒在电脑之间更容易传播。据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护中心的统计表明，USB移动存储设备

已经成为病毒的主要传播路径。但由于不少人对USB存储设备防毒原理和措施的不了解，他们

的移动存储设备就成了病毒传播的理想途径，不仅危害了别人，也危害了自己。我们设计的

移动存储设备病毒防护盾正是为了帮助这些人，使病毒不再通过他们的移动设备来传播，保

护数据安全。移动存储设备病毒防护盾是加在电脑与移动设备之间的一块硬件电路(包含固化

程序)，它能自动检测移动存储设备中的AUTORUN.INF(此程序的自动运行往往也伴随着病毒的

传播)当发现程序开始启动时我们的防护盾会强制关闭它(阻止AUTORUN.INF及包含

AUTORUN.INF的文件通过USB设备)，使病毒不能伴随着AUTORUN.INF的运行来传播。移动存储

设备病毒防护盾的通用性强，即插即用，无论U盘、移动硬盘还是数码相机存储卡等，只要它

包含AUTORUN.INF，防护盾都可以防止它里面的病毒传播至电脑主机操作中。由于它是硬件设

备，可靠较高，不会被病毒破坏。不需要把病毒库和杀毒软件引擎存放在其中，使设备的复

杂度大大降低，造价低，易于大规模推广。而且可以随时根据新的病毒情况更新固件程序，

使系统功能加强，增加新功能以适应病毒的变化。 

1.相关工作 

根据项目的具体要求，分别从USB设备的规范、USB设备的传输方式和USB接口设备的供电等方面进行了设计。

USB2.0设备接口模块支持全速和高速传输模式，主要由六个功能模块组成，分别是数据同步传输模块、包编/解

码模块、RAM控制器模块、处理器接口模块、端点控制模块以及物理发送宏单元模块(UTM)。考虑到USB的传输方

式，包括控制(Control)传输方式、中断(Interrupt)传输方式、同步(Isochronous)传输方式、批(Bulk)传输方

式，解决了数据接收与发送中的问题。 

U盘病毒介绍——移动设备的自动运行功能及其风险：将移动设备(U盘等)接入系统，将会自动移动设备中的

内容。目前比较流行的Autorun病毒都是通过移动设备进入系统，如果开启有自动运行功能，则病毒通过

Autorun.inf激活从而使电脑中招。 

2.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完成作品的硬件设备主要包括MCU(USBN9602)和USB读写芯片(SL811HST)，及相关外围电路，硬件设备作为PC

机和U盘间数据传输的中间级，起到对数据扫描比对并对autorun.inf文件进行拦截的功能。 

MCU经由途径1首先读入PC机USB口的数据，并对读入数据文件进行处理比对，如数据文件安全(非autorun.inf

文件数据流)，则MCU通过途径2向USB读写芯片发出控制指令及PC机发过来的数据，USB读写芯片通过途径3，使PC

机信号写入U盘；如遇到autorun.inf文件，MCU经过适当处理后，再控制USB读写芯片对U盘进行相关操作，把

auturun.inf数据屏蔽掉，MCU再进行下一文件数据处理比对。 

整个程序的运行过程如下：在系统上电后，首先进行60ms的软件延时，此延时程序在主程序里面，但并不在

程序循环体中(不会影响系统的速度)，主要的目的是防止上电时电压不稳导致初始化出错。软件循环结束后，单

片机首先进行寄存器初始化、参数初始化、堆栈初始化、设置全局变量、设置中断、存储器等，然后开始检测SL811

是否与主机连接，若已经连接则进行SL811的初始化。SL811的AD0—AD7为数据/地址复用线，和单片机机的D0—

D7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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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及结果 

测试设备包括电脑主机(操作系统为XP，开启自动播放功能)、U盘(两个，已格式化)、硬件防护盾。 

系统的测试方法分为两种情况： 

(1)主机带毒，U 盘无毒 

在一台裸机上植入包含 AUTORUN.INF 的病毒，首先在主机 USB 接口上插上 U 盘，用资源管理器查看 U 盘中

是否有多余文件(如果有多余文件，则表示病毒具有感染性，进行下一步测试)；然后在主机 USB 接口插上硬件

防护盾，再插上 U 盘，用资源管理器查看 U 盘中是否有多余文件，如果没有，表示硬件防护盾阻止病毒进入 U

盘成功。 

(2)主机无毒，U 盘带毒 

在一个 U 盘上植入包含 AUTORUN.INF 的病毒，首先把带毒 U盘插在裸机 USB 接口上进行感染，在插入一个

U 盘，用资源管理器查看新插入 U 盘中是否有多余文件(如果有多余文件，则表示病毒具有感染性，进行下一步

测试)；然后在主机 USB 接口插上硬件防护盾，再插上带毒 U 盘，另一个 U 盘直接插在主机 USB 接口上，用资源

管理器查看新插入 U 盘中是否有多余文件，如果没有，表示硬件防护盾阻止病毒进入主机成功。 

由于硬件作品没有按照计划完成，预计功能不能实现。 

4.创新点总结 

(1)通用性强：无论 U 盘、移动硬盘还是数码相机存储卡等，只要它包含 AUTORUN.inf 文件，防护盾都可以

防止它里面的病毒传播至电脑主机操作中。 

(2)简单易用：不懂得如何免疫 U 盘的人，也可以非常简单使用，只要插上这个硬件，再接上移动存储设备

即可。 

(3)双向保护：硬件监控对移动存储设备的写入，防止主机的病毒感染移动存储设备，同时阻止移动设备里

的病毒执行，感染主机。 

(4)可靠较高：不像软件 USB 防护系统，病毒有可能会去除免疫设置。不会被病毒破坏。 

(5)易于升级和推广：不需要把病毒库和杀毒软件存放在其中，这就避免了很多的问题，如病毒库的获取，

存放以及升级等，从而使设备的复杂度大大降低，造价低，易于大规模推广。 

(6)比较灵活，扩展性强：电路板中的程序如果升级，系统功能会得到加强，其中接口防护电路板的程序可

以升级，增加新功能。电路板和移动设备是分离的。 

5. 未来工作 

下一步的工作要集中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缩小体积上，而且可以根据需要加强集成度，作为U盘的一部

分嵌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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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物理设备识别系统 

参赛队伍：刘兰峥, 吴昊, 张峰, 陈辰 

指导教师：蔡志平 

参赛高校：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获奖类别：优胜奖 

摘要:当成千上万台计算机联成一个硕大无比的网络时，识别和区分互联网上的不同机器，

对于互联网的管理与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传统网络标识可以伪造，传统的辨别IP

地址、MAC地址等手段已不足以区分远程物理设备。利用远程计算机的时钟漂移这一硬件设备

特有的、固定的、长期有效的物理特征作为“指纹”，可以更有效地识别和区分每一台计算机。

我们研究了通过获得网络报文中的时间戳，精确计算网络主机时钟漂移率的技术，该技术可

以有效去除伪造IP和MAC的影响，准确识别远程物理设备。我们进一步设计和实现了远程物理

设备识别系统，并准备将其应用到互联网管理、入侵检测、计算机犯罪举证等方面。我们的

实践和探索表明，远程物理设备识别技术及系统在网络安全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1. 相关工作 

用什么方法可以从物理上精确识别计算机呢？我们生活中的时钟走时偏差给了我们启发，计算机系统的

时钟漂移是不是可以用来识别计算机呢？为了寻找答案我们仔细研究了计算机时钟源的漂移率，我们查找相关

研究成果并进行大量试验论证，得到的结果是以“时钟漂移率”作为计算机的指纹是非常有效的。 

而我们又如何去测量网络上计算机的时钟漂移率呢？我们想到网络报文中的时间戳是可以利用的，于是

我们分析比较了各种网络报文中的时间戳信息， 终选择了 TCP 时间戳。 

此后我们设计了通过获取网络报文时间戳来计算时钟漂移率的算法，进行了大量测试，对算法进行改进，

提高了计算效率和质量。我们完成了远程物理设备识别系统，通过监听网络通信，识别网络主机数量，精确标

定每台主机。 

2. 本作品的研究内容 

首先我们研究了计算机时钟漂的特性，为了验证可行性，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发现计算机的时钟率

是稳定的而且任何两台主机有着不同的时钟漂移率，我们只要精确计算出时钟漂移率就可以作为指纹标定计算

机。 

而我们是要通过网络报文的时间戳来计算网络主机的时钟漂移率，我们分析了各种网络报文时间戳的特点，

只有 TCP 报文中的时间戳是不受系统对时影响，也不受 NAT 影响，所以我们选用了 TCP 报文。我们抓取一个 TCP

报文，提取时间戳，然后将其映射到以本机时间为 x 轴，以 TCP 时间戳的时间为 y 轴的坐标系中的一个点，而

同主机发出的 TCP 报文就对应了一条直线，找到一条直线就找到了一台网络主机，而不再受困于主机 IP，这样

就可以去除 IP 伪装的影响。 

然后我们如何在尽短的时间内精准的测量出每台网络主机的时钟漂移率呢，我们学习了相关时钟漂移率计

算的研究成果，针对我们网络环境下的特殊用途做了修改，得出了我们的算法，有效地消除了网络延迟的影响，

经过大量的测量实验，进一步对算法进行改进，速度和精度大大提高。 

3.实验及结果 

(1)多台计算机的识别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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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8 台计算机进行测量，以下为系统 40 分钟时关于主机信息的报告: 

16:10:31   共监测到 5台主机访问本机 

主机 1:  访问时间 15:30:45 - 16:09:08  共分析 120 个数据包 

           该主机时钟漂移率: -27.74ppm 

           该主机 IP: 192.168.1.2 

主机 2:  访问时间 15:30:15 - 16:09:58  共分析 157 个数据包 

           该主机时钟漂移率: 43.38ppm 

           该主机 IP: 192.168.1.3 

主机 3:  访问时间 15:30:01 - 16:10:28  共分析 98 个数据包 

           该主机时钟漂移率: -38.93ppm 

           该主机 IP: 192.168.1.1(危险) 

主机 4:  访问时间 15:30:01 - 16:06:31  共分析 83 个数据包 

           该主机时钟漂移率: 21.32ppm 

           该主机 IP: 192.168.1.4 

主机 5:  访问时间 15:30:02 - 16:10:10  共分析 133 个数据包 

           该主机时钟漂移率: 25.52(危险) 

           该主机 IP: 192.168.1.5 

我们看到系统成功区分了 5 台不同主机，而且根据配置规则，检测出了两台危险主机，主机 3 检测出危险

IP 地址，主机 5 检测出危险时钟漂移率。 

(2)测量 NAT 网络的主机数量 

我们设置一个 NAT 网络，NAT 网中有 5 台不同主机，将他们与本机链接。我们得到的数据包都是来自同一

IP 地址，但是系统还是可以成功分辨出他们。 

以下是系统在 40 分钟时的测量结果： 

09:40:03   共监测到 5台主机访问本机 

主机 1:  访问时间 09:00:09 - 09:40:02  共分析 308 个数据包 

           该主机时钟漂移率: -27.74ppm 

           该主机 IP: 192.168.1.1 

主机 2:  访问时间 09:00:04 - 09:40:00  共分析 270 个数据包 

           该主机时钟漂移率: 43.38ppm 

           该主机 IP: 192.168.1.1 

主机 3:  访问时间 09:00:12 - 09:39:57  共分析 265 个数据包 

           该主机时钟漂移率: -38.93ppm 

           该主机 IP: 192.168.1.1 

主机 4:  访问时间 09:00:05 - 09:40:02  共分析 341 个数据包 

           该主机时钟漂移率: 21.32ppm 

           该主机 IP: 192.168.1.1 

主机 5:  访问时间 09:00:05 - 09:40:01  共分析 349 个数据包 

           该主机时钟漂移率: 25.52ppm 

           该主机 IP: 192.168.1.1 

IP信息报告： 

  IP 地址           主机数   主机编号 

192.168.1.1       5       1, 2, 3, 4, 5 

4. 创新点总结 

利用 TCP 时间戳计算网络主机的时钟漂移频率，作为主机的“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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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的对网络主机监测的方法手段新颖，利用了同一主机发出数据包的时间戳的特征，来对主机进行

识别，不受网络拓扑环境影响，而且可以有效去除伪造 IP 地址等攻击的影响，不受 NAT 网影响，而且这种

方法无需对方配合，监测网络隐蔽性强，不易受到攻击。通过时间戳信息计算主机时钟漂移率，作为主机

的指纹信息，这种信息直接来源于计算机的硬件信息，不易修改，更加提高了识别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5. 前景展望 

能够准确识别网络主机，识别子网规模，我们的技术有着很好的前景： 

(1)识别更大规模子网中的主机数量 

不管这些主机用得是固定 IP 地址还是随机 IP 地址，是否是同一个操作系统，是否同时上线，通过监听

网络中发出的报文，分析这些报文中蕴含着多少不同的“时钟漂移频率”，就可以判定内网中可能有多少

活动的机器。有效的解决了内网机器通过代理或者 NAT 上网时，无法识别内网机器数量的问题。 

(2) 识破伪装，构建更加强大的入侵检测系统 

我们的技术可以十分有效的识破 IP 地址及 MAC 地址的伪装，如果我们的技术嵌入到入侵检测系统，就

可以成功抵抗伪造 IP 的 DDoS 攻击，很好的弥补了现有主流入侵检测系统的缺陷。即使攻击者修改了 MAC

地址，或者通过 IP 代理等跳板来实施攻击，通过远程物理设备的识别，也能准确的识别攻击源。 

(3)实现对远程计算机的跟踪识别 

我们的时钟漂移检测技术可以对远程计算机的跟踪识别提供一个较好的辅助解决方案。这项技术也可以

用于法律目的，比如说，用来论证一个给定的移动计算机是否通过一个给定的地点连接到了 Internet，或

是用来协助跟踪移动中的笔记本电脑。 

(4)对网络犯罪的举证 

由于我们计算的时钟漂移频率具有网络“指纹”的特点，所以当匿名攻击等网络犯罪行为发生时，我们

可以得到它的时钟漂移频率，作为它的犯罪证物，正如现实世界中警方提取犯罪者的指纹来对犯罪者进行

举证一样，通过时钟漂移频率举证网络犯罪同样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不容抵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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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组委会名单 

组委会主任： 

 沈昌祥    北京工业大学   院士 

组委会副主任： 

 张焕国    武汉大学    教授 

冯登国    中科院软件所   研究员 

 王小云    清华大学    教授 

 方勇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教授 

组委会成员： 

 杨义先    北京邮电大学   教授 

 秦玉海    中国刑警学院   教授 

 秦志光    电子科技大学   教授 

 韩臻    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 

 王清贤    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谢冬青    湖南大学    教授 

 黄继武    中山大学    教授 

 马建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教授 

 刘建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黄刘生    中国科大研究院  教授 

 李子臣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教授 

 孙洪祥    北京邮电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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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组委会秘书处名单 

秘书处组长： 

  杨义先    北京邮电大学   教授 

秘书处副组长： 

  孙洪祥    北京邮电大学   教务处处长 

  刘辰    北京邮电大学   教授 

  王霞    北京邮电大学   教务处副处长 

  邝坚    北京邮电大学   教授 

秘书处成员： 

  许鸿涛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 

  张仕斌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 

  甘  刚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副教授 

  刘吉强    北京交通大学   副教授 

  杜  晔    北京交通大学   讲师 

  李慧娟    北京邮电大学   讲师 

王  枞    北京邮电大学   教授 

  罗  群    北京邮电大学   副教授 

  李  剑    北京邮电大学   副教授 

  李建保    北京邮电大学   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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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参赛学校与队伍统计表 

编号 学校名称 参赛队伍数 备注 

1 清华大学 1  

2 南京大学 3  

3 北京邮电大学 25  

4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34  

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6 北京交通大学 3  

7 北京理工大学 4  

8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13  

9 北京工商大学 2  

10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4  

11 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学院 1  

12 安徽理工大学 2  

13 成都大学 2  

14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7  

15 滁州学院 2  

16 大连理工大学 12  

17 德州学院 2  

18 电子科技大学 20  

19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2  

20 东北大学 11  

21 东华大学 3  

22 福州大学 3  

23 广东工业大学 3  

24 广西大学 2  

25 广州大学 2  

26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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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哈尔滨工程大学 2  

28 哈尔滨工业大学 13  

29 海军工程大学 27  

3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  

31 合肥工业大学 6  

32 河北大学 5  

33 河南科技大学 2  

34 湖北工业大学 1  

35 湖南大学 5  

36 湖南工业大学 1  

37 华南理工大学 16  

38 华中科技大学 6  

39 淮阴工学院- 2  

40 暨南大学 4  

41 江南大学 7  

42 江苏大学 3  

43 解放军理工大学 4  

44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27  

4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46 南京理工大学 2  

47 南京师范大学 1  

48 南京邮电大学 15  

49 山东大学 3  

50 山西大学 3  

51 上海大学 1  

52 上海交通大学 2  

53 沈阳工程学院 4  

54 首都师范大学 4  

55 四川大学 15  

56 四川师范大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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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苏州市职业大学 2  

58 同济大学 4  

59 武汉大学 19  

6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1  

61 西安理工大学 6  

62 西安邮电学院 10  

63 西北工业大学 1  

64 西南科技大学 4  

65 湘潭大学 1  

66 烟台大学 2  

67 云南大学 5  

68 郑州轻工业学院 3  

69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3  

7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  

71 中国矿业大学 3  

72 中国民航大学 4  

73 中国农业大学 3  

74 中国人民大学 2  

75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25  

76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4  

77 中南民族大学 2  

78 中山大学 19  

79 重庆邮电大学 3  

80 装甲兵工程学院 4  

81 上海金融学院 1  

82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15  

83 安徽大学 5  

84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  

85 复旦大学 1  

总计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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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09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名单 

编号 学校 作品名称 

1 东北大学 基于安全交换机的 ARP 攻击自动防御系统 

2 中国人民大学 基于语义完整性的隐藏恶意代码检测系统 

3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USB 设备加密转接口 

4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支持多还原点的磁盘隔离系统 

5 中国人民大学 进程动态完整性检测系统 

6 江苏大学 驱动级文件加密保护系统 

7 北京理工大学 风诺（Final）Web 服务器防护系统 

8 南京大学 端到端的移动保密通信系统 

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于硬件平台的移动存储设备信息隐藏系统 

10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交换分区的主机行为安全检测系统 

11 北京邮电大学 可疑程序威胁分析系统 

12 哈尔滨工业大学 支持多通道多任务的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监测与分析系统 

二等奖名单 

编号 学校 作品名称 

1 四川大学 应用程序安全加固系统 

2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数据流跟踪的溢出防御与分析系统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手机电子支付的认证系统 

4 电子科技大学 U-Partner 

5 海军工程大学 网络接入行为检测与审计系统 

6 江苏大学 0day 漏洞防御系统 

7 合肥工业大学 基于校园网的个人防火墙设计 

8 北京理工大学 基于身份的安全加密和数字签名 

9 东华大学 网络威胁自主挖掘与防护云安全系统 

10 四川大学 恶意程序行为分析识别系统 

11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离线电子现金系统的应用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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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合肥工业大学 盲环境下图像的可信性分析 

13 哈尔滨工程大学 移动动态安防系统 

14 西安邮电学院 数字水印和匿名数字指纹结合的数字版权管理系统 

15 山东大学 基于未知木马攻击识别和追踪的蜜罐系统的开发 

16 大连理工大学 网络硬盘加密 

17 南京大学 移动多媒体的条件接收系统 

18 武汉大学 基于芯片虚拟化技术的主机防御系统 

19 海军工程大学 基于 Word 文档的信息搭载系统 

20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软件特征的盗版自发现系统 

21 武汉大学 基于行为分析的隐私安全保护系统 

22 武汉大学 三维动态验证码设计 

23 北京邮电大学 用户上网行为监控系统 

2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基于网络编码的文件共享系统 

三等奖名单 

编号 学校 作品名称 

1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Linux 防火墙一体化安全管理 

2 北京邮电大学 Google Android 手机平台安全防护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基于行为特征分析的 P2P 流量识别与管理系统 

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Web 服务器实时安全防护系统 

5 安徽大学 基于 IDEA 算法的十进制数字加密 

6 海军工程大学 网页信息柔性过滤算法及演示软件 

7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无线网络看门狗 

8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基于痕迹关联分析的计算机取证系统 

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反钓鱼网站 

10 四川大学 GW2.0——具有自适应能力的动态网页防篡改系统 

11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Windows 内核 Rootkit 检测方法的研究与实现 

12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手持智能终端的虚拟移动专网系统 

13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虚拟机的文件完整性监控系统 

14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机器学习辅助的入侵检测防火墙联动系统 

15 海军工程大学 基于 BMP 图像的隐写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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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海军工程大学 全可控的“HoneyNet”系统设计与实现 

17 中山大学 基于数字水印的音频分发平台 

18 华南理工大学 基于 CPK 的安全插件平台 

19 电子科技大学 基于静态内存分析的 windows 取证 

20 上海交通大学 低成本分布式容灾存储系统示范 

21 江南大学 一种动态软件水印技术 

22 云南大学 双重数字水印 

23 湘潭大学 兆瓦级风电机组远程服务安全控制器 

24 同济大学 基于硬件标识的多重防护软件授权系统 

25 电子科技大学 软证件防伪系统 

26 合肥工业大学 基于协议分析和主动测试的抵御 DDoS 攻击系统 

27 河南科技大学 基于数字认证的单点登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28 东北大学 网络加密器 

29 北京交通大学 基于NDIS中间层驱动的Web安全动态防御系统设计与实

现 

30 暨南大学 支持密钥聚合的网络文件加密共享系统 

31 北京邮电大学 网络安全审计 

32 哈尔滨工业大学 智能垃圾邮件过滤系统 

33 武汉大学 基于环境自识别的可信数据保护工具 

34 武汉大学 基于 LBS 服务的位置隐私保护 

35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基于主动防护技术的安全优盘 

36 南京大学 融合混沌和 AES 的流加密芯片 

37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蓝牙的文件分割存储保密技术 

38 北京理工大学 基于椭圆曲线的群组密钥协商协议 

39 西安邮电学院 基于蓝牙通信和条形码的实时身份认证系统 

40 北京交通大学 基于 USBKey 的 Web 应用安全登录工具 (IDKeeper) 

41 武汉大学 单点登录系统 

42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视觉密码的多秘密分享系统 

43 电子科技大学 基于多变量流密码的文件加密 

44 装甲兵工程学院 内网的安全管理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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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幽盘（On-The-Fly Disk） 

46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 CPK 的电子支付认证协议 

47 海军工程大学 P2P 文件安全传输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48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基于格的类 Ntru 算法的软硬件协同设计与实现 

优胜奖名单 

编号 学校 作品名称 

1 江苏大学 可信的 Rootkit 检测系统 

2 北京邮电大学 远程分布式安全分析系统 

3 南京邮电大学 基于 MySQL 的恶意篡改修复系统 

4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IE 浏览器主页修复工具 

5 合肥工业大学 基于 CA 的安全敏感实用感知 Hash 函数图像取证系统

6 广东工业大学 网上校园一卡通的实现研究 

7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抗攻击的入侵检测系统 

8 北京联合大学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抵御 IM 病毒 

9 四川师范大学 文件可疑通信行为检测系统 

10 南京邮电大学 基于 USBKEY 技术的软件版权保护 

11 中国民航大学 网络设备非法接入定位 

12 华中科技大学 基于灰理论的无线局域网入侵行为分析系统 

1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恶意代码分析系统 

1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对动态口令卡关于时间同步及抵抗中间人攻击等问题

的改进方案 

15 电子科技大学 特定区域徘徊目标的智能监控 

16 解放军理工大学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密钥管理方案 

17 南京邮电大学 机密文件个性化监控系统 

18 西安理工大学 局域网文件安全卫士 

19 海军工程大学 计算机桌面安全防护系统 

20 海军工程大学 Windows 桌面安全管理系统 

21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远程物理设备识别系统 

22 华中科技大学 个人防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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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医院化验单自助打印系统安全性设计 

2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移动存储设备硬件安全防护盾 

25 海军工程大学 注册表提示应用程序 

26 云南大学 通用数据库加密系统 

27 武汉大学 基于 SIM 卡的网络硬盘的数据保密 

28 沈阳工程学院 手机综合信息防护系统 

29 淮阴工学院 NTRU 算法教学软件 

30 福州大学 局域网信息监控系统 

31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文件夹隐藏技术的研究与实现 

 

 

 

优秀组织奖学校名单 

 

学校名称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海军工程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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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奖名单 

 

 
 
 
 
 

编号 学校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1 东北大学 基于安全交换机的 ARP 攻击自动防御系统 姚羽 

2 中国人民大学 基于语义完整性的隐藏恶意代码检测系统 梁彬 

3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USB 设备加密转接口 王进 

4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支持多还原点的磁盘隔离系统 舒辉 

5 中国人民大学 进程动态完整性检测系统 梁朝晖 

6 江苏大学 驱动级文件加密保护系统 赵跃华 

7 北京理工大学 风诺（Final）Web 服务器防护系统 戴银涛 

8 南京大学 端到端的移动保密通信系统 季晓勇 

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于硬件平台的移动存储设备信息隐藏系统 金天 

10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交换分区的主机行为安全检测系统 李炳龙 

11 北京邮电大学 可疑程序威胁分析系统 李剑 

12 哈尔滨工业大学 支持多通道多任务的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监测与

分析系统 

张伟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