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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广泛部署的ＳＳＨ单代理匿名通信系统利用其动态端口转发功能，在用户和代理之间构
建加密隧道，通过对数据进行加密封装和转发，隐藏用户所访问站点的真实地址．为了实现对匿名Ｗｅｂ访问的监
管，现有工作基于流量分析技术提出了多种针对网站主页的指纹攻击方法，但在如何对目标网站建模、如何选择区
分度高的流量特征以提高攻击准确率等问题上仍需进一步的研究．针对这些问题，深入分析ＳＳＨ匿名流量的特
征，提出一种新型的网站指纹攻击方法．该方法基于上下行流量的不同特性，分别抽取不同的区分度高的特征形成
上下行指纹，并采取相应的匹配算法进行指纹比对．在此基础上，根据用户访问关联Ｗｅｂ页面的行为模式，对所监
管的目标网站建立隐马尔科夫模型，将目前只针对网站主页的识别扩展到了多级页面．通过使用公开数据集和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环境中部署实验进行验证，该攻击方法获得了９６．８％的准确率，可以有效地识别被监管者所访问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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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飞速发展，人类已逐步进入了

信息社会．其中，日新月异的Ｗｅｂ技术正不断地变
革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作为现今通信与信息
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Ｗｅｂ技术承载了电子商务、
网上银行、网络营销、网络医疗咨询等各种在线服
务，用户只需要通过浏览器就能获取所需的服务．然
而，这些服务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隐私信息交互的
情况，使得用户在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对自身信息
隐私性的担忧也愈加强烈．成熟的加密技术的使用
虽然保障了用户传输的信息本身的安全性，但这并
不意味着用户的隐私得到了充分的保护，攻击者仍
可根据通信对端的身份等未被隐藏的信息对用户的
隐私进行推理分析．匿名通信技术的产生与兴起在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种使用障碍．相比于Ｔｏｒ［１］等
多跳匿名通信系统复杂的部署和较差的用户体验，
作为单跳的匿名通信系统，ＳＳＨ（ＳｅｃｕｒｅＳｈｅｌｌ）加密
代理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部署和使用．ＳＳＨ在用户和
代理服务器之间构建加密隧道，通过该隧道的数据
包均被加密封装，因此攻击者无法查看用户的通信
内容和其真正的目的地址，从而保证了用户的隐私
信息不被泄露．

虽然匿名通信技术的初衷是为用户提供隐私保
护服务使其个人信息不被泄露，但也可能会被网络
犯罪者利用，掩盖其从事的恶意犯罪活动，如匿名的
恐怖活动、传播儿童色情信息、发布反社会言论、散
布谣言以及敲诈勒索等，造成匿名滥用．由于其通信
内容和通信关系皆被隐藏，使得普通的包检测技术
失效，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执法者对其网络行为的监
控与审查，这对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监管提出了严
峻的挑战．针对现实存在的匿名滥用问题，研究者提
出了多种匿名通信追踪技术，例如使用流水印攻击
技术［２４］，通过在目标流量中主动嵌入流水印，然后
在嫌疑的目的端进行检测确认两者的通信关系．然
而此类方法要求攻击实施者能够同时监控嫌疑的通
信两端的网络，攻击成本高，而且攻击效率受网络延
迟、抖动等影响较大．不同于上述主动的攻击技术，

网站指纹攻击方法［５７］采用被动的流量分析技术，攻
击者只需配置与被监管者相类似的网络环境，并使
用相同的加密代理技术访问每个目标站点，通过分
析、提取和比对所产生的通信流量的特征来识别被
监管者通信对端的真实地址．现有工作［８１３］已经证
明了网站指纹攻击方法的可行性，但在如何选择合
理的区分度高的流量特征以提高攻击准确率等方面
依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此外，这些研究工作仅仅关
注针对目标网站主页的指纹攻击，忽视了用户在浏
览主页后往往会对其关联链接的页面进行访问的行
为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论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网站
指纹攻击方法．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１）在对ＳＳＨ
封装的ＨＴＴＰ流量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上下行
流量特征的区别，提出了抽取不同的区分度高的特
征分别形成上下行指纹的方法；（２）根据所提取的
上下行指纹的不同特性，分别采用最长公共子串算
法和朴素贝叶斯分类器，进行单个页面指纹的相似
度匹配；（３）根据目标网站的拓扑结构，建立对应的
隐马尔科夫模型（ＨｉｄｄｅｎＭａｒｋｏｖＭｏｄｅｌ，ＨＭＭ），
将现有的只针对网站主页的指纹攻击扩展到多级页
面，从而识别整个站点．通过大规模的实验验证，该
攻击方法获得了９６．８％的检测率，证明了所抽取指
纹特征的高区分性以及攻击方法的高效性．

本文第２节简要介绍目前网站指纹攻击方面的
相关工作；第３节基于ＳＳＨ代理的工作原理，描述
所采用的攻击模型；第４节深入分析ＨＴＴＰ和ＳＳＨ
协议，详细阐述所提出的网站指纹攻击方法，将单页
面的指纹攻击扩展到多级页面；第５节通过大规模
的实验证明所抽取指纹特征的高区分性以及该攻击
方法的高效性；最后一节总结全文并指出下一步的
工作．

２　相关工作
网站指纹攻击是伴随着匿名技术的产生而出现

的．当加密技术最初被引入蓬勃发展的Ｗｅｂ应用时，
在实际网络环境下部署和使用的是ＨＴＴＰ／１．０协
议．该版本协议规定对于每个被请求的对象（ｏｂｊ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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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建立一条新的ＴＣＰ连接，且一旦该对象传输完
成，就会关闭对应的ＴＣＰ连接．由于此时的匿名技
术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通过简单的ＳＳＬ加
密来提供隐私保护服务．该技术只是单纯地加密
ＴＣＰ通信内容，并不会改变所传输流量的特征．利
用这一缺陷，研究者在进行匿名Ｗｅｂ流量的特征选
取时，主要采用了每个站点主页中对象的个数和长
度作为原始特征．

Ｈｉｎｔｚ［５］针对加密代理ＳａｆｅＷｅｂ存在的安全隐
患，首次阐述了网站指纹攻击的概念，并在理论上分
析和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及有效性．Ｓｕｎ等人［６］

同样也发现了此类ＳＳＬ代理存在的漏洞，在Ｓ＆Ｐ２００２
会议上提出了网站指纹攻击方法，并阐述了其进行
的大样本量的实验：针对每个目标页面所产生的
ＴＣＰ连接计算其个数和响应报文的长度总和，从而
获得页面对象的数量及大小，形成指纹建立特征库；
随后使用Ｊａｃｃａｒｄ系数方法计算其与用户模拟访问
所产生指纹的相似度，并选择相似度最高的站点作
为用户Ｗｅｂ访问的辨识结果．

随着ＨＴＴＰ／１．１协议的推广以及匿名技术的
日趋成熟，一方面浏览器在访问Ｗｅｂ页面时采用了
持久连接（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和流水线（Ｐｉｐｅ
ｌｉｎｉｎｇ）技术，另一方面多种单跳或多跳匿名通信系
统例如ＳＳＨ加密代理、Ｔｏｒ匿名网络等相继被提
出．此类匿名系统会在其和用户之间建立一条加密
隧道，将浏览器发起的ＴＣＰ连接映射到不同的信
道．上述多种技术的应用导致了攻击者无法使用之
前的方法计算每个页面含有的对象数量及长度来形
成指纹．经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研究人员相继采用
了一些新的流量特征和相似度对比方法．Ｂｉｓｓｉａｓ等
人［７］首次提出将每次通信时产生的所有响应报文的
长度和报文之间的间隔时间作为原始特征，使用交
叉关联（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方法针对单个特征及联
合特征分别计算指纹相似度进行身份识别，考察所
选特征的可区分度．实验结果表明，报文长度特征的
识别准确率远高于报文之间的间隔时间．此外，作者
还指出指纹库建立和攻击实施之间的延迟时间只会
轻微影响网站指纹识别的准确率．而Ｌｉｂｅｒａｔｏｒｅ等
人［８］吸取了之前工作的研究成果，仅采用Ｗｅｂ访问
时产生的报文长度分布这个流量特征生成指纹．在
识别方面，则首次使用了机器学习领域中成熟的
分类技术，即采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ＮａｉｖｅＢａｙ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进行相似度的评估．作者为了验证其攻击
方法的现实可行性，针对黑名单站点列表中１０００个

网站进行了实验，获得了７３％的准确率．同时，作者
还证明了在嗅探用户访问产生的匿名流量后再进行
指纹库建立的可行性，为数字取证技术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实验依据．为了便于其他研究者进行研究，
Ｌｉｂｅｒａｔｏｒｅ等人公布了他们的数据集ＯｐｅｎＳＳＨ２０００，
并在ＣＣＳ２００６会议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等人［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在特征
抽取方面同样选择了链路上产生的双向的报文长度
分布，并采用文本挖掘中权值计算技术对特征向量
进行标准化，然后再使用多项式朴素贝叶斯分类器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ＮａｉｖｅＢａｙｅ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进行分类．不
同于Ｌｉｂｅｒａｔｏｒｅ的工作只关注某个长度的数据包是
否出现，Ｈｅｒｒｍａｎｎ等人还考虑了该长度的数据包
出现的频率．相对于大部分研究工作只关心报文长
度，Ｌｕ等人［１０］提出多次访问相同站点时产生的匿
名流量在报文顺序上也非常的相似．他们利用报文
长度和顺序作为特征，针对每个目标站点的主页形
成２个报文长度序列（请求序列和响应序列），并使
用编辑距离（Ｅｄｉ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计算相似度进行比对，
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对于经过变形的流量仍然有
效．Ｌｉｎｇ等人［１１］则认为除了报文长度、顺序等特征
以外，用户与Ｗｅｂ站点之间的ＲＴＴ的统计信息也
可以用来推断用户所访问站点的真实地址．作者提
取ＲＴＴ的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作为分类特征，并
使用贝叶斯分类算法进行决策．另外，他们还在理论
上分析了该攻击方法可正确识别一个目标站点的
概率．

不同于ＳＳＨ代理这类单跳的匿名系统，一些低
延迟的多跳匿名通信系统，例如Ｔｏｒ、ＪＡＰ等，会将
转发的流量填充成等长信元．这种处理机制破坏了
报文长度这一关键特征，导致提取的特征失效．针对
这一问题，Ｐａｎｃｈｅｎｋｏ等人［１２］基于Ｔｏｒ等匿名系统
的特性，就流量的大小、时间和方向等方面，提出了
多种新的有效特征形成指纹，然后使用支持向量机
（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进行分类．实验结果表明
即使在多跳的低延迟匿名通信系统下，指纹攻击方
法仍然可行，并且将Ｔｏｒ下的攻击准确率由３％提
高到５５％、ＪＡＰ下的准确率由２０％提高到８０％．而
Ｙｕ等人［１３］放弃了常用的包长等流量特征，关注目
标用户的行为模式，第一次提出了将用户访问一个
网页所花费的时间作为特征，并采用隐马尔科夫模
型来对目标网站进行建模．但由于此攻击仅依赖于
浏览网页所耗费时间这一动态性极强的特征，降低
了该方法的鲁棒性．此外，攻击实施者还必须对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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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文流量进行建模获取其访问目标站点的时间动
态性，对攻击者的能力要求较高．

研究人员在提出新的网站指纹攻击方法的同
时，也给出了一些他们认为有效的规避措施，例如包
填充、流量变形等［１４］．通过大幅度地改变指纹特征，
试图降低现有的依靠指纹相似度匹配的攻击方法的
检测准确率．但在Ｓ＆Ｐ２０１２会议上，Ｄｙｅｒ等人［１５］

证明了这些规避措施并不能很好地抵御网站指纹攻
击．他们使用现有的指纹攻击方法，针对９种包填充
和流量变形的规避措施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结果表
明，当目标站点列表集等于１２８时，仍能获得８０％
左右的准确率．Ｃａｉ等人［１６］则针对应用层的抵御措
施，如ＨＴＴＰＯＳ［１７］、Ｔｏｒ中的随机流水线技术①等，
通过提取匿名流量中数据包长和顺序等特征形成指
纹，获得了较好的识别结果．这就意味着即使耗费高
额成本去实施大量的抵御措施，也无法高效地降低
指纹攻击的准确率．

上文所述的攻击方法忽视了上下行流量特性不
同的事实，在特征抽取时，对于上下行流量均选择了
相同的流量特征来生成指纹，降低了网站指纹攻击
的准确率．本文通过对ＳＳＨ封装的匿名流量的深入
分析，分别从上下行数据包中提取不同的特征生成
指纹．在指纹比对阶段亦基于所比对指纹的属性特
征选择了合适的匹配算法．此外，现有工作仅针对目
标网站的主页进行指纹匹配攻击，但真实情景是用
户在访问网站时经常会连续地访问关联链接页面．
根据这种访问模式，本文将引入隐马尔科夫模型，将
单页面的指纹扩展到多级页面的联合指纹，可以更
高效地进行网站指纹攻击．在方法有效性验证部分，
为了体现结果的可比性，论文也在ＯｐｅｎＳＳＨ２０００
数据集［８］上进行了相关实验．

３　攻击模型
由于目前ＳＳＨ加密代理已被广泛地部署，其用

户人数远超过Ｔｏｒ等多跳匿名通信系统，本文将针
对ＳＳＨ封装的匿名Ｗｅｂ流量进行网站指纹攻击方
法的研究．
ＳＳＨ协议使用身份认证和非对称加密技术，保

证ＳＳＨ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远程登录、数据传输和
其他网络服务的安全性．ＳＳＨ代理利用其协议中提
出的动态端口转发功能，将其他ＴＣＰ端口的报文通
过ＳＳＨ加密隧道进行转发．如图１所示，通过配置
本地监听端口，并在具体的应用程序中将本机地址

和监听端口设置为ＳＯＣＫＳ代理，则该应用程序产
生的所有数据包都会被本地监听端口转发给ＳＳＨ
Ｃｌｉｅｎｔ，然后通过加密隧道到达ＳＳＨ代理服务器．在
这一过程中，转发报文的内容和目的地址均被加密
封装，外部攻击者无法获知通信数据的内容，也不知
道用户真正的通信目标，从而保证了用户的通信关
系和通信内容的隐私安全．此后ＳＳＨ代理会根据解
密后数据包中的目的地址，和真正的通信目的端进
行数据交互，并将接收到的数据包通过相同的加密
隧道转发给用户．

图１　ＳＳＨ端口转发机制

针对ＳＳＨ代理提供的匿名保护服务，网络监管
者一方面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加密数据进行密码
破译；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监管者难以具有监控全局
网络信息的能力，从而也无法使用深度包检测等常用
技术对被监管者的网络行为进行审和管理．鉴于监管
者的监测能力受限，现有研究工作都采用了如下的攻
击模型：被监管者通过ＳＳＨ代理进行Ｗｅｂ站点的
访问，攻击者仅可以在被监管者和ＳＳＨ代理之间嗅
探并记录交互的报文（如图２所示）．通过嗅探，攻击
者可以获得关于报文长度、时间等方面的少量信息．

图２　网站指纹攻击模型

网站指纹攻击方法采用被动的流量分析技术，
基于流量模式匹配的思想来识别被监管者所访问的
真实地址．为了提高指纹攻击方法的部署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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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程可用性，本文采用与现有工作相同的前提
假设：

（１）攻击者可以配置类似于被监管者的网络接
入环境．

（２）攻击者拥有一个黑名单站点列表，并能使
用和被监管者相同的ＳＳＨ代理服务器进行站点访
问，从而建立对应的指纹库．

（３）攻击者掌握被监管者所使用浏览器的配置
信息，并能进行相同的配置，例如使用ＨＴＴＰ／１．１
协议、禁用ｃａｃｈｅ、关闭插件等．

（４）攻击者可以根据页面请求过程中的时间间
隔等信息从嗅探得到的数据中提取出属于同一个页
面的数据包．

４　针对犛犛犎匿名流量的网站指纹攻击
　　本节首先详细分析了经过ＳＳＨ封装的ＨＴＴＰ
流量的特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于上下行数据包提
取不同的特征分别形成上下行指纹，并采用对应的
匹配算法进行单页面的指纹比对；最后根据被监管
者的Ｗｅｂ访问模式，基于网站主页和次级页面的链

接关系，建立对应的隐马尔科夫模型，将现有的只针
对主页的指纹攻击扩展到多页面，实现针对ＳＳＨ匿
名流量的网站指纹攻击．
４１　犎犜犜犘狅狏犲狉犛犛犎流量分析

网站指纹攻击方法最初提出的时候，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广泛部署的是ＨＴＴＰ／１．０协议．该版本协议采用
非持久模式，每个ＴＣＰ连接只能交互一个请求消息
和对应的响应消息，在服务器端传送完一个对象后
就会关闭该ＴＣＰ连接，使之无法持续传输其他对象．
这就意味着，针对载入的页面中每个待请求的对象，
ＨＴＴＰ的客户端（浏览器）都会建立并维护一个新
的ＴＣＰ连接．如图３所示，当浏览器进行页面访问时，
会和Ｗｅｂ服务器建立一条ＴＣＰ连接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１
来发送Ｒｅｑｕｅｓｅｔ１；当响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１发送完毕
后，该连接断开．当要发送Ｒｅｑｕｅｓｅｔ２请求时则会
重新进行三次握手建立连接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２，以此类
推进行后续的数据交互操作．通过嗅探数据可以获
得一个网页的ＴＣＰ连接个数及每个连接传送的数
据总量，即对应了该页面的对象个数及大小．早期的
网站指纹攻击技术使用这些信息作为指纹特征，识
别效果十分显著．

图３　ＨＴＴＰ协议各版本特点

　　但随着ＨＴＴＰ／１．１的普遍应用，其支持的持久
连接和流水线技术隐藏了这些特征．持久连接技术
是指服务器在发出响应后仍维持该ＴＣＰ连接，后续

请求和响应都可以通过这个连接进行交互．如图３
中，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１在传输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１后，并没有
断开连接，而是继续发出了Ｒｅｑｕｅｓｅｔ３进行后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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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请求．在流水线模式下，ＨＴＴＰ客户端在Ｈｔｍｌ
页面解析时每遇到一个对象引用就立即发出一个
请求，允许连续发出多个请求．服务器端收到这些
请求后，按顺序响应，即对应图中ＨＴＴＰ１．１（流水
线）部分，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１发出Ｒｅｑｕｅｓｅｔ１请求后不需
要等待其响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１返回，可以继续发送
Ｒｅｑｕｅｓｅｔ３、Ｒｅｑｕｅｓｅｔ５请求．而此时服务器会顺序
地响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１、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３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５．

如上所述，从嗅探的加密数据包中无法获得反
映页面对象个数及大小的特征．再加上使用ＳＳＨ代
理进行ＨＴＴＰ访问的时候，ＳＳＨ协议规定了所有
的流量都必须通过加密链路转发到同一个端口（默
认为２２），多ＴＣＰ连接被映射到同一个ＳＳＨ链路
的多个信道，导致数据包嗅探无法区分每个ＴＣＰ连
接产生的数据包．

同时，多信道的并行传输也使得数据包之间的
顺序存在一定扰乱．尤其对于下行数据，因为它主要
传输页面中嵌入对象的内容，相较上行ＨＴＴＰ请求
多出了很多的数据包，使得包顺序具有很大的不稳
定性，所以必须要寻找新的特征才能建立目标页面
的指纹库．本文拟采用更为细粒度的特征，如访问目
标页面产生的每个数据包的长度等．这些特征通用
性更强，除非对数据包逐个进行特殊处理，否则是无
法隐藏这些基本特征的．除了数据包包长等基本特
征，ＳＳＨ协议本身的特性也产生了一些可供进行指
纹识别的特征．对于浏览器新发起的每个ＴＣＰ连

接，ＳＳＨ连接协议①指出ＳＳＨ会打开一个新的信道
与之对应来传输数据，因此ＳＳＨ信道数即为浏览器
针对该页面所发起的ＴＣＰ连接数．通过多次嗅探分
析Ｆｉｒｅｆｏｘ访问相同页面产生的匿名流量，我们发
现其建立的ＴＣＰ连接数和上行ＨＴＴＰ请求的顺序
都很稳定，因此发起的ＴＣＰ连接数（ＳＳＨ信道数）
和上行数据包的顺序也可以作为指纹特征进行
使用．
　　当ＳＳＨ客户端请求打开一个新的信道时，会向
ＳＳＨ服务器发出一个ＳＳＨ＿ＭＳＧ＿ＣＨＡＮＮＥＬ＿
ＯＰＥＮ的消息．如果新的信道成功打开，服务器就会
回复ＳＳＨ＿ＭＳ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ＰＥＮ＿ＣＯ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消息，表示可以使用该新信道进行数据传
输．ＳＳＨ包格式如图４所示，ＳＳＨ＿ＭＳＧ＿ＣＨＡＮ
ＮＥＬ＿ＯＰＥＮ消息的包长一般被填充为９６Ｂｙｔｅｓ，
ＳＳＨ＿ＭＳ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ＰＥ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消息的包长则为４８Ｂｙｔｅｓ．通过计算流量中含
有此类信道建立控制包的个数就可以得知Ｆｉｒｅｆｏｘ
访问该页面时建立的ＴＣＰ连接数．除了上述的信道
打开相关的两类控制包外，ＳＳＨ客户端和服务器在
进行数据转发的过程中，双方都还可能发出ＳＳＨ＿
ＭＳ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ＬＯＳＥ（３２Ｂｙｔｅｓ）、ＳＳＨ＿ＭＳ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ＥＯＦ（３２Ｂｙｔｅｓ）、ＳＳＨ＿ＭＳＧ＿ＣＨＡＮ
ＮＥＬ＿ＷＩＮＤＯＷ＿ＡＤＪＵＳＴ（４０Ｂｙｔｅｓ）等控制包，这
些控制包的出现频率受网络干扰影响较大，所以可
以将这些长度的数据包过滤后再进行特征抽取．

图４　ＳＳＨ协议报文格式

４２　指纹特征的提取与比对
４．２．１　特征提取

通过以上对ＳＳＨ封装的匿名流量的分析，页面
访问所产生的上下行流量存在各自的可区分特性．
不同于现有工作，对于上下行流量统一提取相同的

特征，如包长、顺序或者频率等，本文将嗅探获得的
数据包分为上行和下行两类，根据其不同的特性，分
别抽取特征生成对应的上行指纹和下行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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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上行数据包
在页面访问的过程中，上行数据包的大小和数

量相对较小，且顺序比较稳定，可以抽取数据包的长
度和顺序，ＳＳＨ＿ＭＳ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ＰＥＮ消息数
以及所有数据包的总长度作为上行流量的特征．
一条流记录的所有上行数据包可以表示为犉ｕｐ＝
｛狓１，狓２，…，狓狊狓，犾ｔｃｐ，狊狌犿（狊狓）｝．其中狓犻为除ＳＳＨ控
制包、ＡＣＫ包外的第犻个非０数据包包长；犾ｔｃｐ为该条
记录中所含有的ＳＳＨ＿ＭＳ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ＰＥＮ消
息数，即建立ＴＣＰ连接的总个数；狊狓为该条记录中
除控制包外所有的非０上行包总个数，狊狌犿（狊狓）则为
这些数据包的总长度．

（２）下行数据包
由于下行数据包数量较多，长度多为犕犜犝值，

且通过ＳＳＨ封装后相对顺序紊乱，因此对于下行流
量，本文只抽取其包长分布的统计信息作为特征值．
可将一条记录中除控制报文以外的非０下行包表示
为犉ｄｏｗｎ＝｛犳狓１，犳狓２，…，犳狓犕犜犝｝，其中犳狓犻标志该条记
录中包长狓犻是否出现：出现为１，不出现为０．
４．２．２　指纹比对
４．２．２．１　上行指纹比对

在前文描述的攻击场景下，当用户使用浏览器
进行Ｗｅｂ访问时，即使在间隔时间很短的情况下多
次访问相同的网页，产生的上行数据包序列也会存
在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可认为主要是由以下几
类情况造成的，如图５所示．

图５　数据包序列差异

（１）数据包的合并和分裂
此类情况属于网络流量存在的普遍现象．由于

机器的繁忙程度不同等原因，会导致数据包的合并
和分裂．

（２）ＳＳＨ对相同的数据包随机填充长度不同
ＳＳＨ协议中规定会对数据包进行随机长度的

填充，使得封装后的数据长度必须是块加密长度或
８Ｂｙｔｅｓ的倍数．但在工程实现时为了较少开销，一
般都会尽量减少无意义的填充数据的长度．通过手
动分析报文，可以发现相同的数据包往往也被填充
成一样的长度．当然，必然也会存在一些数据包随机
填充的长度不一致，使得多次访问相同网页得到的
数据包序列存在差异．

（３）数据包乱序
ＨＴＴＰ／１．１采用了多ＴＣＰ连接和流水线机制，

当浏览器发起的多个ＴＣＰ连接并发地传输请求数
据包时，很大可能会产生数据包乱序的现象．除此以
外，ＳＳＨ进行端口转发，将多个ＴＣＰ连接映射到同
一条连接的不同信道，也会加剧此类情况的出现．

（４）数据包丢失重传
由于网络繁忙等原因，通信对端没有接收到用

户发出的某些请求数据包或者用户没有收到ＡＣＫ
报文，根据ＴＣＰ的重传机制会对这些丢失的数据包
进行重传．

指纹比对是指通过测量未知类别的指纹和已知
指纹之间的相似度来判断未知指纹最有可能的身份
类别，之前的一些工作采用了Ｊａｃｃａｒｄ系数等相似
度测量方法来进行指纹的匹配．但由于本文在抽取
上行指纹时包含数据包的顺序和包长等特征，而分
类器或Ｊａｃｃａｒｄ系数等方法都无法很好地处理这种
数据包之间的顺序关系，所以并不适用于上行指纹的
匹配．最长公共子串（Ｌｏｎｇｅ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Ｓｕｂｓｔｒｉｎｇ）
算法通过计算两个字符串狓和狔之间的最长不连
续的公共子串，可以快速高效地对顺序序列进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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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度匹配．字符串狓和狔的相似度犔犮狊狊犻犿（狓，狔）计
算如式（１）所示：

犔犮狊狊犻犿（狓，狔）＝犾犮狊（狓，狔）
ｍａｘ（狓，狔） （１）

其中，犾犮狊（狓，狔）表示狓和狔的最长公共子串的长
度，ｍａｘ（狓，狔）用来进行规格化．

对于相同网站的两个指纹，我们发现Ｌｕ等
人［１０］提出的最小编辑距离和最长公共子串算法计
算相似度得到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但当包序列出
现乱序情况的时候，最长公共子串算法的结果优于
最小编辑距离：

①对于（１）类中的数据包分裂的情况，假设属
于相同类别的两个包序列狓和狔，其中狔序列出现
了一次包分裂现象，其他都保持一致，则狔＝
狓＋１．狓和狔的编辑距离为２，即需要一次删除和
一次替换操作才能使得两个序列一致，则最小编辑
距离计算两者的相似度为

犈犱狊犻犿（狓，狔）＝１－犈犱（狓，狔）
ｍａｘ（狓，狔）

＝１－２
狓＋１＝

狓－１
狓＋１；

而狓和狔的最长公共子串长度为狓－１，相似度计算的
结果为犔犮狊狊犻犿（狓，狔）＝狓－１

狓＋１，可得犔犮狊狊犻犿（狓，狔）＝
犈犱狊犻犿（狓，狔）．

②对于（１）类中的数据包合并的情况，和包分
裂是类似的．

③对于（２）类填充长度不同导致序列差异的情
况，两种算法计算的结果一致．

④对于（３）类中一个数据包相对位置改变的情
况，假设属于相同类别的两个包序列狓和狔，其中狔
序列出现了一个数据包位置改变的现象，其他都保持
一致，则狔＝狓．而狓和狔的编辑距离为２，即需要
一次删除和一次插入操作，则使用该算法获得的相似
度为犈犱狊犻犿（狓，狔）＝狔－２

狔，而两个序列的最长公共
子串为狔－１，相似度计算结果为犔犮狊狊犻犿（狓，狔）＝
狔－１
狔，可得犔犮狊狊犻犿（狓，狔）＞犈犱狊犻犿（狓，狔）．
⑤对于（３）类中两个非相邻数据包互换位置的

情况，编辑距离为２，即需要两次替换操作，而此时
的最长公共子串长度也是原串长减去２，两种算法
结果一致．

⑥对于（４）类情况，编辑距离为１，最长公共子
串也是原串长减１，两个算法结果相同．

综上所述，考虑到使用ＳＳＨ加密代理封装的数
据包流量中会出现较多乱序情况，在本文中选择使
用最长公共子串算法来进行上行指纹的相似度匹
配，提高属于相同类别的两个指纹的匹配程度．

除了比对包长和顺序这两个特征，我们还考虑
了ＴＣＰ连接总数和数据包总长度．上行指纹犉ｕｐ（狓）
与已知类别为犮犻的指纹犉ｕｐ（狔）的相似度计算如
式（２）所示：
狊犻犿犮犻（犉ｕｐ（狓））＝α×犔犮狊狊犻犿（〈狓１，狓２，…，狓狊狓〉，

〈狔１，狔２，…，狔狊狔〉）＋β×犾ｔｃｐ（狓）－犾ｔｃｐ（狔）＋
γ×狊狌犿（狊狓）－狊狌犿（狊狔），β，γ＜０ （２）

其中α、β和γ均为可调参数，表示对应特征所占的
权重系数，其数值设置与实验使用的数据集相关．但
必须保证β和γ均为负数，因为犾ｔｃｐ（狓）－犾ｔｃｐ（狔）和
狊狌犿（狊狓）－狊狌犿（狊狔）的值越大，就代表两个记录中
ＴＣＰ连接数，数据包总长度差异越大，即两个指纹
的相似度越低．
４．２．２．２　下行指纹比对

在下行指纹比对过程中，本文主要采用朴素贝
叶斯分类器来识别一个指纹所属的网站类别．朴素
贝叶斯分类器［１８］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有监督
的机器学习方法，它有坚实的数学理论基础，分类效
率稳定．朴素贝叶斯假设目标对象的各属性之间相
互独立，根据目标对象类别的先验概率，基于贝叶斯
公式计算其后验概率，即该对象属于某一类别的概
率，然后选择具有最大后验概率的类作为该对象所
属类别．文献［１９］中，Ｚｈａｎｇ通过证明朴素贝叶斯最
优性的充要条件，指出各个属性之间的依赖性会相
互抵消．因而在实际情形下，即使所比对指纹的各个
属性之间并不相互独立，它仍能获得较好的分类结
果．对于一个未知指纹，朴素贝叶斯分类器针对每一
个待选的网站类别犮犻，都会使用如下公式计算该指
纹身份为犮犻的概率：

狆犮犻（犉ｄｏｗｎ）＝狆（犮犻犉ｄｏｗｎ）＝狆
（犮犻）狆（犉ｄｏｗｎ犮犻）
狆（犉ｄｏｗｎ）

∝狆（犮犻）∏
犕犜犝

犼＝１
狆（犳狓犼犮犻） （３）

其中，未知指纹犉ｄｏｗｎ对于任意的类别犮犻，狆（犉ｄｏｗｎ）都
相同，因此可以忽略．
４．２．３　单个页面的指纹匹配

对于一个未知页面的指纹犉（犉＝犉ｕｐ∪犉ｄｏｗｎ），
根据上述方法分别抽取上行和下行指纹后，考虑到
候选类别总数对贝叶斯分类器分类准确率和计算复
杂度的影响，先进行上行指纹的相似度比对，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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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抽取排名前犚个候选类犮犻１…犮犻犚（降序排列），记录
下其对应相似度狊犻犿犮犻１…狊犻犿犮犻犚；在下行指纹识别时，
使得分类器只在犮犻１…犮犻犚这犚个类别中进行分类并
获得对应的概率狆犮犻１…狆犮犻犚，然后按照式（４）即可计算
出这个未知指纹犉属于这犚个类别范围中犮犻犼类的
概率犘犉（犮犻犼）：

犘犉（犮犻犼）＝ξ×
狊犻犿犮犻犼－狊犻犿犮犻犚
狊犻犿犮犻１－狊犻犿犮犻犚

＋（１－ξ）×狆犮犻犼，

犼∈（１，犚），０＜ξ＜１ （４）
其中，由于上行指纹相似度需要和下行指纹进行加
权相加，所以必须对上行指纹相似度值先进行归一

化处理：狊犻犿犮犻ｊ－狊犻犿犮犻犽狊犻犿犮犻１－狊犻犿犮犻犽
．此外，ξ和犚均为可调参数，

因为上行指纹的稳定性强于下行指纹，建议ξ＞０．５．
而犚值则需要根据实际数据在匹配准确率和计算
复杂度之间折中选择．当犚个类别的概率都计算过
后，其中最大值对应的类别即为未知指纹犉的最终
结果．
４３　多级页面联合指纹攻击

当一个用户进行Ｗｅｂ访问的时候，通常不会仅
局限于网站主页的访问，还会对页面中相关链接进
行次级页面的访问．不同于现有工作只针对目标网
站主页进行指纹攻击，本文根据被监管者的这种行
为模式，引入隐马尔科夫模型进行场景建模，将单页
面的指纹扩展到多级页面的联合指纹，更高效地进
行网站指纹攻击．

隐马尔科夫模型［２０］是一种特殊的马尔科夫模
型，它的状态是隐藏的，无法直接观察获得．但是每
一个隐藏状态的转移都会输出和该隐藏状态相关的
可观察值，通过这些输出值可以对隐藏状态进行推
测．直观地说，ＨＭＭ可以分为可观察层和隐藏层，
可观察层是一个输出值序列，其中每个可观察值出
现的概率只和当前的隐藏状态有关；隐藏层是一个
马尔科夫过程，可用状态转移概率进行描述．

一个ＨＭＭ可以定义为一个五元组｛犛，犗，犃，
犅，Π｝：其中犛＝｛犛１，…，犛犖｝表示所有隐藏状态的有
限集合；犗＝｛狏０，狏１，…，狏犕｝表示输出的可观察值序
列；π犻表示某个隐藏状态犛犻为初始状态的概率，其集
合记为Π＝π１，π２，…，π｛ ｝犖；从隐藏状态犛犻转移到
另一个状态犛犼的概率记为犪犻犼（犻，犼＞０），犃＝｛犪犻犼｝即
为该ＨＭＭ的状态转移概率矩阵；犫犻（犽）表示在隐藏
状态犛犻时出现观察值狏犽的输出概率，其集合记为

犅＝｛犫犻（犽）｝，且满足∑
犕

犽＝１
犫犻（犽）＝１．

被监管者进行Ｗｅｂ访问的模式如图６所示：被
监管者首先访问某目标站点的主页，然后点击主页
中的某个超链接进入次级页面Ｐａｇｅ２的访问，以此
类推，直至其浏览完Ｐａｇｅ狀后结束本次Ｗｅｂ访问．
在此过程中，被监管者每访问一个页面，就会产生一
系列的上下行流量．由于被监管者是通过点击当前
页面中所含的链接才访问下一个页面，下一个页面
的访问仅取决于当前页面，满足马尔科夫链的特性．
被监管者通过ＳＳＨ代理匿名访问某网站页面，攻击
者只能观测到访问该页面所产生的流量，无法得知
页面所包含的内容．因此可将每一次页面的访问视
为一个隐藏状态，所有黑名单中站点的目标页面即
构成了隐藏状态集合．在对目标网站构建隐马尔科
夫模型时，我们没有使用现有的前向后向算法，通
过数据集训练来获得模型的各个参数，而是基于网
站指纹识别的需求，根据目标网站的拓扑结构计算
并设置各个参数．假设黑名单站点列表含有犖个站
点，每个站点有狀个目标页面，则犛＝｛犛１，…，犛狀，
犛狀＋１，…，犛狀×犖｝．被监管者未产生流量时的状态记为
一个可见状态犛０，其第一个访问的目标网站页面的
概率为初始状态的概率．考虑到攻击者无法获得被
监管者的Ｗｅｂ访问历史记录，根据最大熵原理，假
定被监管者等概率地访问每个目标网站，且每次访
问都是从该网站主页开始，即每个目标网站主页作
为初始状态的概率π狓×狀＋１＝１／犖（狓∈［０，犖）），其他
非主页的目标页面作为初始状态的概率为０．至于
状态转移概率，则取决于两个页面之间的链接关系．
当被监管者从当前页面犛犻通过链接跳转到下一个
页面犛犼时，攻击者可以观测到其产生的一系列上下
行数据包，通过使用４．２节中特征抽取方法产生的
指纹即为观察值狏犽．

图６　多级页面的隐马尔科夫模型
根据数据集中的样本记录，通过上述方法可以

直接计算出所构建的ＨＭＭ的各个参数，建立对应
的模型．然后使用Ｖｉｔｅｒｂｉ算法［２１］寻找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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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藏状态序列，即可得知被监管者访问的网站的
真实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步递归计算Ｖｉｔｅｒｂｉ
路径时，因为观察值狏犽所属的类别是不确定的，还
必须根据式（４）来获得指纹匹配的相似度结果，具体
计算方法如下：
δ犼（１）＝ｍａｘω∈犆犘狏０（犮ω）犫犼（狏０）π犼 （５）
δ犼（狋＋１）＝ｍａｘω∈犆，犻∈犛δ犼（狋）犪犻犼犫犼（狏）犘狏狋（犮ω）（６）
狋＋１（犻）＝ａｒｇｍａｘω∈犆，犻∈犛δ犼（狋）犪犻犼犫犼（狏）犘狏狋（犮ω）（７）

其中，犆为观测到的指纹狏犽所有可能的候选类别集
合，犘狏狋（犮ω）表示观察值狏狋属于类别犮ω的概率．通过
上述对隐马尔科夫模型的修改和调整，一方面可以
节省模型训练学习所需要的大量时间，另一方面也
能防止因训练数据偏移导致所建模型与真实情况不
符的情况的出现．

５　实验评估
５１数据采集

为了评估指纹攻击方法的高效性，本文根据图２
所示的攻击模型部署实验，在真实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环境
下进行数据采集．论文针对Ａｌｅｘａ排名前２００的网
站，通过多次随机访问，选取了其中可稳定访问的前
１００个网站作为黑名单站点列表，并在Ｕｂｕｎｔｕ１０．１０
的客户端主机上使用Ｆｉｒｅｆｏｘ３．６．１３通过ＯｐｅｎＳＳＨ
代理来访问目标站点．我们在Ｆｉｒｅｆｏｘ中应用
Ｐａｇｅｓｔａｔｅｓ扩展，通过编写脚本以达到浏览器自动
访问目标站点列表的目的．当Ｆｉｒｅｆｏｘ载入一个页
面时，Ｔｃｐｄｕｍｐ将被调用来记录所产生的加密数据
包，并存入数据库．为了保证指纹攻击方法的工程可
行性及与之前工作的可比性，我们根据第３节中提
出的前提假设对Ｆｉｒｅｆｏｘ浏览器进行了参数配置．
在下行指纹的比对过程中，本文将修改开源工具
Ｗｅｋａ［２２］中的朴素贝叶斯分类器来实现分类．

考虑到多级页面建立隐马尔科夫模型的高复杂
性，本文目前仅关注网站主页和次级页面的链接关
系．首先对黑名单站点列表进行了扩展，对于每个网
站的主页选取２５个次级页面，即每个站点选取
２６个页面作为多级页面联合指纹攻击的目标列表，
一共产生２６００个链接．然后在２个月的时间内，每
天访问这些目标页面２次，生成一个多级页面的数
据集ＳＳＨ１００，包含３１２０００条记录．

此外，本文还使用了现有的公开数据集ＯｐｅｎＳＳＨ
２０００．该数据集是由Ｌｉｂｅｒａｔｏｒｅ等人选择了２０００个
可访问的热门网站作为目标站点列表，进行了２个

月的数据采集形成的．由于该数据集仅针对目标网
站的主页进行数据抓取，无法实施多级页面联合指
纹攻击方法，因此本文在该数据集仅实现了单个页
面的指纹攻击方法．通过和Ｌｉｂｅｒａｔｏｒｅ等人的实验
结果的比较，来验证所选流量特征的高区分性以及
相应匹配算法的有效性．
５２　实验参数设置

网站指纹攻击主要包括样本数据训练和未知数
据测试两个阶段，而其最重要的结果评估准则就是
该攻击方法的准确率．在实验过程中所涉及的参数
设置，例如每组训练样本大小狀ｔｒａｉｎ、每组测试样本大
小狀ｔｅｓｔ、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之间的间隔时间Δ狋
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攻击方法的准确率．为了
设置合适的参数值，我们在数据集ＳＳＨ１００上进行
了小样本集的对照实验，在固定其他参数的情况下，
代入待选参数的多个取值进行单个页面指纹攻击方
法，然后根据所得的攻击准确率选取合适的参数．

直观地，指纹识别结果的准确率会随着训练样
本的增大而呈上升趋势，但同时也会造成大量的计
算开销．如图７所示，对于数据集ＳＳＨ１００，在Δ狋＝
０．５、测试样本大小狀ｔｅｓｔ＝４的情况下，单个页面指纹
匹配的准确率随着训练样本增加而逐步上升：当
狀ｔｒａｉｎ＝１时，准确率仅有８１．６％；当狀ｔｒａｉｎ＝４时，准确
率上升到９３．７％；当狀ｔｒａｉｎ继续增大时，准确率基本
趋于稳定，增幅下降．考虑到训练集增大会增加计算
复杂度，以及与现有工作结果的可比性，我们在实验
中将狀ｔｒａｉｎ的值设为４．

图７　不同训练样本大小对应的攻击准确率
图８显示了在狀ｔｒａｉｎ＝４、狀ｔｅｓｔ＝４的条件下，单个

页面指纹匹配的准确率随着间隔时间Δ狋增大的变
化趋势．当目标列表中的站点普遍更新频繁的情况
下，我们仍可以从图中明显看出，即使训练样本和测
试样本之间存在较大的时间延迟，也只会轻微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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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识别的准确率．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站点一般
都只是更新其页面中嵌入的文本或对象，并不会改
变网页的总体架构，所以上行请求的数据包变化较
小；而下行数据包是用来传输页面所嵌入的对象，此
类更新操作对于单个对象的数据包改变较大，但对
整个页面报文长度分布的影响甚微．而本文所提出
的攻击方法对于上行数据包进行顺序与大小的匹
配，在下行方面则根据包长分布进行分类，因此即使
是内容更新较为频繁的站点，该方法对于时间的延
迟仍具有较高的鲁棒性．反之，即意味着我们不需要
频繁地更新指纹库，却仍可以获得较好的指纹识别
准确率．但为了更好地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指纹攻击
方法的高效性，在之后的实验中，我们将Δ狋的值设
置为０．５．

图８　不同的Δ狋对应的攻击准确率

５３　实验结果
对于数据集ＯｐｅｎＳＳＨ２０００，因为Ｌｉｂｅｒａｔｏｒｅ

等人只针对目标网站主页进行数据采集，没有提供
次级页面的流量数据，所以我们仅执行单个页面指
纹匹配方法．如图９所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当目标站点个数犖＝１０００时，单个页面指纹
匹配（ＯｎｅＬａｙｅｒ）获得了８１．７％的识别率，相较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ｏｒｅ等人使用的Ｂａｙｅｓ和Ｊａｃｃａｒｄ系数方法，
准确率提高了近９％．值得注意的是，ＯｎｅＬａｙｅｒ和
Ｂａｙｅｓ方法的区别只在于我们对于上行流量提取了
不同的特征然后使用最长公共子串算法进行相似度
比对，而在下行流量的处理上是一致的．如果将未知
指纹的真实身份在分类预测结果排名前犓位也视
为准确识别的话，当犓＝３时，仅使用单个页面指纹
匹配方法就可以准确识别９０％的记录的类别，而此
时Ｂａｙｅｓ和Ｊａｃｃａｒｄ的识别准确率仅为７８％和
８２％，证明了我们所抽取指纹特征的高区分性以及
相应匹配算法的有效性．

图９　３种攻击在不同的犓值下对应的攻击准确率
针对数据集ＳＳＨ１００，我们分别测试了５种指

纹攻击方法：Ｌｉｂｅｒａｔｏｒｅ等人提出的Ｊａｃｃａｒｄ系数、
使用核密度估计的朴素贝叶斯分类器、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等人提出的多项式朴素贝叶斯分类器、Ｐａｎｃｈｅｎｋｏ
等人提出的支持向量机方法以及多级页面联合指纹
攻击方法（ＴｗｏＬａｙｅｒ），实验结果如图１０所示．当目
标站点的类别为１００、Δ狋＝０．５、狀ｔｒａｉｎ＝４时，我们的
多级页面联合指纹攻击方法获得了近９６．８％的准
确率．

图１０　５种指纹攻击准确率比较

在上述实验中，鉴于多级页面建立隐马尔科夫
模型的高复杂性，本文仅针对两级页面这种最简单
的情况进行攻击，而这已经获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
可以预期的是，当两级页面扩展到多级页面，甚至是
目标网站的所有页面时，建立对应的精确的隐马尔
科夫模型来进行网站指纹攻击，将会进一步提高攻
击的准确率．

６　结束语
本文针对ＳＳＨ加密代理匿名滥用的问题，在详

细分析ＳＳＨ封装的Ｗｅｂ流量特征的基础上，将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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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获得的数据包分为上行和下行两类，根据其不同
的特性，分别抽取特征生成对应的指纹，然后根据待
识别的指纹的特性选择了合适的比对算法，实现了
单个页面的指纹匹配．通过在公开数据集上和现有
工作进行实验比较，证明了所选特征的高区分性和
匹配算法的高效性．同时，本文根据被监管者的
Ｗｅｂ访问模式，针对目标站点首页和次级页面之间
的链接关系建立对应的隐马尔科夫模型，将单个页
面指纹的匹配扩展到多级页面，实现了多级页面联
合指纹攻击方法．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环境下的实验结果表明
了该方法的高效性．

现有研究工作所采用的攻击模型普遍存在一些
具有较大限制的前提假设，例如关闭浏览器的ｃａｃｈｅ
功能．虽然这些假设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会降低攻
击方法的实用性．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将针对
浏览器ｃａｃｈｅ开启等情况进行指纹攻击方法研究．
同时，鉴于破损数据对指纹攻击方法准确率的影响，
如何区分并处理破损数据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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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ｔａｃｋｔｏｓｕｂｐａｇｅ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ａｔｔａｃｋ，ｆｉｒｓｔｌｙ，ｗｅ
ｄｅｅｐ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ｔｒａｆｆｉｃ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ＳＳＨ
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ｉｎｃｏｍｉｎｇａｎｄｏｕｔｇｏｉｎｇｆｌｏｗｓ
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ｓ．Ｔｈｅｎｗｅａｐｐｌｙｐｒｏｐｅｒ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ｔｏｔｈｅ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ｗｅｂｓｉｔｅ，ｗ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ＨｉｄｄｅｎＭａｒｋｏｖＭｏｄｅｌｂ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ｕｓｅｒｓ’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Ｌａｓｔｌｙ，ｗ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ａｔｔａｃｋｂｙｐｕｂｌｉｃ
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ｎｄ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ｕ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ｅｂｓｉｔｅ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ａｔｔａｃ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ｉｎｋ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ａｂｌｅｔｏ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ｔｒａｃｅｓｗｉｔｈｎｅａｒｌｙ９６．８％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ｕｎｃｏ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ｏｆ
ｔｈｅ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ｒｅｑｕｅｓｔｅｄｂｙｕｓｅｒ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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