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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障内核扩展的安全性对操作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存在大量针对内核函数使用规则的攻击，内核扩
展中也存在大量违反内核函数使用规则的错误，因此针对内核函数使用规则的安全性检测十分必要．虽然存在多
种提高内核扩展安全性的方法，但很少有方法对内核函数的使用规则进行安全性检测．文中设计了ＫＦＵＲ（Ｋｅｒｎｅ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ＵｓａｇｅＲｕｌｅ）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用于在运行时检测内核扩展调用内核函数是否遵守内核函数使用规
则．如果内核扩展调用内核函数满足模型安全运行条件，则允许对该内核函数进行调用，否则将错误报告给操作系
统内核并终止该内核扩展的运行．文中所述研究在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上对ＫＦＵＲ安全模型系统进行实现，并将其运
用于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ＳＡＴＡ硬盘驱动和ＨＤＡ声卡驱动内核扩展．安全性评测表明安全模型系统能够对内核函数
使用规则进行安全性检测，性能评测表明安全模型系统带来的开销很小．

关键词　操作系统；ＫＦＵＲ安全模型；内核扩展；内核函数使用规则
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３１６　　　犇犗犐号：１０．３７２４／ＳＰ．Ｊ．１０１６．２０１２．０２０９１

犓犉犝犚：犃犖犲狑犓犲狉狀犲犾犈狓狋犲狀狊犻狅狀犛犲犮狌狉犻狋狔犕狅犱犲犾
ＭＡＣｈａｏ１）　ＹＩＮＪｉｅ１）　ＬＩＵＨｕＱｉｕ１）　ＬＩＨａｏ２）

１）（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犜狊犻狀犵犺狌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犅犲犻犼犻狀犵　１０００８４）
２）（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犡犻犱犻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犡犻′犪狀　７１０１２６）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ｋｅｒｎｅ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ｌｏｔｓｏｆａｔ
ｔａｃｋｓ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ｒｕｌｅｓｉｎｋｅｒｎｅ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ｕｇ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ｓｅｒｕｌｅｓ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ｒｓ’ｍｉｓｔａｋｅｓ．Ｈｅｎｃｅ，ｉｔ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ｏｃｈｅｃｋｉｔ．Ｓｅｖｅｒ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ｋｅｒｎｅ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ｂｕｔｆ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ｃｈｅｃｋｗｈｅｔｈｅｒ
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ａｌｌｉｎｇｉｎｋｅｒｎｅ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ｗｏｒｋｓｉ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ｒｕｌｅｓ．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ＫＦＵＲｋｅｒｎｅ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ｃｈｅｃｋｗｈｅｔｈｅｒｋｅｒｎｅ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ｖｉｏ
ｌａｔｅｕｓｉｎｇｒｕｌｅｓａｔｒｕｎｔｉｍｅ．ＫＦＵＲｉｓ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ｕｓａｇｅｒｕｌｅ．Ｉｆ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ａｌｌｉｎｇｍｅｅｔｓＫＦＵＲｍｏｄｅｌｓａｆ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ｉｔ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ｔｏ
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ｋｅｒｎ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ｋｅｒｎｅ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ｓｓｔｏｐｐｅｄ．ＴｈｅＫＦＵ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ｙｓ
ｔｅｍｉ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ｉｎｕｘ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ｕｓｅｄｉｎｄｅｖｉｃｅｄｒｉｖ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ｅ１０００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ａｒｄ，ｔｈｅＳＡＴＡｈａｒｄｄｉｓｋａｎｄｔｈｅＨＤＡｓｏｕｎｄｃａｒ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ｏｕｒ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ｃｈｅｃｋ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ｕｓａｇｅ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ｏｕ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ｎｌｙ
ｂｒｉｎｇｓｌｉｔｔｌｅｏｖｅｒｈｅａ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ＫＦＵ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ｋｅｒｎｅ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ｋｅｒｎ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ｕｓａｇｅ
ｒｕｌｅ



１　引　言
内核扩展是可以在运行时添加到操作系统内核

中的功能模块．如图１所示，在通用操作系统中，内
核扩展运行于内核态，可以访问几乎所有计算机系
统的资源，具有很高的特权．因此，内核扩展的安全
性直接影响操作系统的安全性．

图１　操作系统结构图

由于内核扩展可以动态添加和删除，因此操作
系统大量使用内核扩展实现各种功能．在Ｌｉｎｕｘ操
作系统中，代码量占操作系统代码总量７０％的设备
驱动就是作为内核扩展运行的［１］．但是内核扩展中存
在很大的安全隐患，Ｃ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①中报告了大量针对内核扩展的攻
击，并且针对内核扩展的攻击仍然在不断出现．因
此，提高内核扩展的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

ＣＶＥ报告指出，大量的攻击和内核函数使用规
则相关．内核函数使用规则是指使用一类相互依赖
的内核函数需要遵守的规则．例如，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
中的自旋锁可以用于保证对临界区的互斥访问，接
口函数中有加锁和解锁两类操作，其中“自旋锁不能
在未被加锁之前解锁”是一条关于自旋锁的内核函
数使用规则．同样，对内存使用相关的函数来说，“被
释放的内存不能再进行操作，除非重新被分配”是必
须要遵守的一条规则．违反内核函数使用规则会造
成整个操作系统的崩溃、机密信息被窃取等严重后
果．操作系统的崩溃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如表１所示
为不同应用１分钟宕机的代价②．而在Ｌｉｎｕｘ操作
系统中，作为内核扩展运行的设备驱动失效的频

表１　１分钟宕机代价
应用 代价／＄

ＥＲＰ系统 １３０００
供应链管理系统 １１０００
电子商务系统 １００００
网银系统 ７０００

电话服务系统 ６０００

率是其它部分的３～７倍［１］，在ＬｉｎｕｘＫｅｒｎｅｌＭａｉｌ
Ｌｉｓｔ③中报告了在内核扩展中存在大量内核函数使
用规则相关的错误．

目前已经提出很多方法提高内核扩展的安全
性．Ｍｏｎｄｒｉｘ［２］和Ｌｏｋｉ［３］等基于特殊硬件对内核扩
展进行隔离；Ｍｉｎｉｘ３［４］和ＳＵＤ［５］等提出将设备驱
动放到用户态执行；也有一些研究者将内核扩展放
到隔离的虚拟机中运行［６７］；ＳａｆｅＤｒｉｖｅ［８］和ＬＸＦＩ［９］
使用隔离机制来提高在内核态运行的内核扩展的安
全性．ＳａｆｅＤｒｉｖｅ主要解决内核扩展违反类型安全的
问题，ＬＸＦＩ主要针对内核函数完整性进行检测．内
核函数完整性检测是针对具体的内核函数接口调用
进行的检测，但并没有对内核函数使用规则进行检
测．Ｂａｌｌ等人［１０］在ＳＤＶ（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ｃＤｒｉｖｅｒＶｅｒｉｆｉｅｒ
ｔｏｏｌ）中提出了大量需要被检测的内核函数使用
规则．

大量提高内核扩展安全性的方法没有被主流操
作系统使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性能问题．虽然这些
方法能够提高内核扩展的安全性，但同时会带来很
大的开销．

本文设计了一种新型安全模型系统———ＫＦＵＲ
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能以很小的开销对内核函
数使用规则进行检测，防止针对内核函数使用规则
的攻击和程序员编码错误导致的违反内核函数使用
规则对操作系统造成的破坏．首先，本文提出了内核
函数使用规则的ＫＦＵＲ安全模型，用于判断内核扩
展调用内核函数是否遵守内核函数使用规则．基于
内核函数使用规则的ＫＦＵＲ安全模型，在Ｌｉｎｕｘ操
作系统上实现了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该
安全模型系统由三部分组成：内核函数使用规则库、
检测标记和动态检测器．内核函数使用规则库根据
ＫＦＵＲ安全模型实现了需要被检查的内核函数使
用规则．在内核扩展代码中插入少量检测标记，在运
行时，插入的标记将触发动态检测器的运行．动态检
测器根据内核函数使用规则库判断内核扩展对内核
函数的调用是否安全．为了提高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
全模型系统的性能，设计了快速Ｈａｓｈ算法用于存
储数据．

本文将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运用于
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ＳＡＴＡ硬盘驱动和ＨＤＡ声卡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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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内核扩展并采用错误注入的方法进行安全性评
测，评测结果表明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能
够有效地进行安全性检测．分别使用ｎｅｔｐｅｒｆ①基准
测试程序、ｄｄ命令测试和ｐｏｓｔｍａｒｋ基准测试程序、
ｒｅａｌｐｌａｙｅｒ声音播放和ｓｏｕ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ｅｒ声音录制对
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ＳＡＴＡ硬盘驱动和ＨＤＡ声卡驱
动进行性能评测，评测结果表明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
全模型系统仅带来很小的开销．

本文第２节介绍近年来在提高内核扩展安全性
方面的工作；第３节对ＫＦＵＲ安全模型进行描述；
第４节对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的主要组
成部分进行详细的描述；第５节给出安全性评测结
果；第６节给出性能评测结果；第７节对全文进行简
要总结．

２　相关工作
目前已经有很多提高内核扩展安全性的方法，下

面将分类进行介绍．一些对内核扩展进行隔离的方法
需要依赖特殊的硬件．Ｍｏｎｄｒｉｘ［２］基于Ｍｏｎｄｒｉａａｎ内
存保护机制实现了对内核扩展的隔离．Ｍｏｎｄｒｉａａｎ
内存保护机制采用对中央处理器的流水线进行修
改，对ｌｏａｄ，ｓｔｏｒｅ指令进行权限检测等方法实现了
对多个受保护的内存域共享同一线性地址空间的细
粒度内存保护方法．但是，Ｍｏｎｄｒｉａａｎ内存保护机制
所依赖的硬件目前还不存在．Ｌｏｋｉ［３］基于标签内存
机制实现隔离．通过使用标签内存机制，Ｌｏｋｉ将安
全策略和物理内存予以关联，简化了安全机制的实
现．但Ｌｏｋｉ依赖于ＨｉＳｔａｒ操作系统的特殊结构，不
能被应用于主流实用的操作系统中．

一些研究者采用将内核扩展移到用户态运行的
方法来达到提高安全性的目的．Ｍｉｎｉｘ３［４］操作系统
的设备驱动在用户态运行，但其性能与运行在内核
态的设备驱动相比较差．Ｌｅｓｌｉｅ［１１］提出的将设备驱
动移到用户态运行的方法可以保证良好的性能，但
需要对设备驱动代码进行重写．ＳＵＤ［５］采用在用户
态模拟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内核环境的方法将Ｌｉｎｕｘ操
作系统的设备驱动在不进行修改的情况下移到用户
态运行．

有些研究者使用虚拟机提高内核扩展的安全
性．Ｆｒａｓｅｒ等人［６］把内核扩展放到隔离的虚拟机中
运行，在保证了安全性的同时可以实现内核扩展被
多个操作系统共享．ＬｅＶａｓｓｅｕｒ等人［７］通过将内核
扩展和相应的操作系统同时运行于隔离的虚拟机中

来提高安全性并实现内核扩展的复用．但采用虚拟
机技术对内核扩展进行隔离会带来很大的性能开
销．ＴｗｉｎＤｒｉｖｅｒｓ［１２］提出将内核扩展中影响性能的部
分放到虚拟机虚拟层的方法提高内核扩展的性能．

有很多使用软件方法实现的隔离机制用于提
高内核扩展的安全性．ＳＦＩ（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ｂａｓｅｄＦａｕｌｔ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１３］隔离机制实现了一种单一地址空间的
隔离机制，它将内核扩展的代码和数据加载到逻辑
隔离的内存域．ＳＦＩ还对内核扩展的代码进行修改，
使内核扩展不能写或者跳转到其所在内存域以外的
地址．ＸＦＩ［１４］隔离机制能够提供灵活的访问控制和
完整性保证．ＳａｆｅＤｒｉｖｅ［８］通过在编写内核扩展时添
加标记，对内核扩展违反类型安全的问题进行检测
和恢复．ＬＸＦＩ［９］通过在内核扩展代码中添加对象访
问权限的授予、回收和检测标记，采用介于操作系统
和内核扩展之间的隔离机制实现对内核扩展使用内
核函数的完整性检测．ＬＸＦＩ能够对同一内核扩展
的不同实例实现不同的隔离．

目前很少有能够对内核函数使用规则进行检测
的方法，另外，大多数提高内核扩展安全性的方法都
会带来较大的开销．事实上，在使用内核扩展时，需
要对内核函数的访问予以约束，该约束完全可以通
过定义规则的形式实现对内核扩展中的函数使用进
行检测和约束．鉴于此，本文设计和实现了ＫＦＵＲ
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用于对内核函数使用规则
进行检测．在设计安全模型系统时充分考虑了性能
问题．

３　内核函数使用规则犓犉犝犚安全模型
这一节首先对ＫＦＵＲ安全模型进行描述，然后

基于该模型对内核函数使用规则进行建模．
３．１　犓犉犝犚安全模型

ＫＦＵＲ安全模型由访问主体、系统状态、访问
客体、初始状态、不安全状态、转移条件和转移函数
７个部分组成．下面将分别对这７个部分进行描述．

访问主体：是指提出访问请求的实体，使用符号
狊表示，访问主体的集合使用符号犛表示．

系统状态：是指ＫＦＵＲ模型在某一时刻的快
照，使用符号狇表示，系统状态的集合使用符号犙
表示，系统初始状态使用符号狇０表示，不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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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符号狇犲表示．
访问客体：是指接受访问主体访问的实体，使用

符号狅表示，访问客体的集合使用符号犗表示．访
问客体中包括一个或多个访问属性，访问属性为在
某一系统状态下访问客体允许被访问的方式，使用
符号狆表示．访问方式用符号犿表示．访问客体的
访问属性可以表示为

狆（狅）＝｛（狇０，犿０），（狇１，犿１）…（狇狀，犿狀）｝．
转移条件：是指发生状态转移的条件，使用符号

犪表示，转移条件的集合使用符号犃表示．
转移函数：是指发生状态转移时模型发生的变

化，使用符号犳表示，转移函数的集合使用符号犉
表示．转移函数的输入和输出为访问客体和系统状
态，可以描述为

（狇狀，狅１，…，狅狀）×犳→（狇狀＋１，狅′１，…，狅′狀），
其中狇狀为模型当前处于的状态，当某个转移条件发
生时，触发相应的转移函数对模型进行改变：一是对
模型进行状态转移，即由狇狀转化为狇狀＋１，二是对访
问客体的访问属性进行变更，即由狅１转化为狅′１等．

转移函数分为两类：满足安全要求的转移函数
和不满足安全要求的转移函数．满足安全要求的转
移函数可以使模型转移到系统的安全状态，不满足
安全要求的转移函数将使模型转移到系统的不安全
状态．

这样，ＫＦＵＲ模型可以表示为七元组：
（犛，犙，犗，狇０，狇犲，犃，犉）．

ＫＦＵＲ模型安全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为：不存
在状态转移使模型进入不安全状态．如果状态转移
始终发生在安全状态之间，则该模型安全运行，如果
模型状态转移到了不安全状态，则表示有违反安全
性的行为发生．
３．２　内核函数使用规则的犓犉犝犚安全模型

内核函数使用规则ＫＦＵＲ安全模型的访问主
体为所有调用内核函数的内核扩展；访问客体为内
核函数使用规则中涉及的内核函数、变量和内存区
域，访问方式主要有３种：只读、可写和可调用；系统
状态为内核函数使用规则中的状态；转移条件为对
内核函数使用规则中涉及的内核函数进行调用；转
移函数即为内核函数使用规则中的规则，即判断当
前状态能否进行相应的操作，如果允许，则转移到另
一个安全状态；如果规则不允许，则转移到不安全
状态．

下面以自旋锁为例对内核函数使用规则的
ＫＦＵＲ安全模型进行描述．自旋锁的使用规则有：

（１）自旋锁在使用前必须进行初始化；（２）自旋锁不
能在未被加锁之前解锁．如图２所示为犲１０００＿狉犲犪犱＿
犲犲狆狉狅犿函数的源代码，代码中使用了犲１０００＿
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自旋锁，在调用函数犲１０００＿犱狅＿狉犲犪犱＿
犲犲狆狉狅犿之前调用狊狆犻狀＿犾狅犮犽加锁函数进行加锁，在
犲１０００＿犱狅＿狉犲犪犱＿犲犲狆狉狅犿函数执行完毕后调用狊狆犻狀＿
狌狀犾狅犮犽解锁函数解锁．
１．ｓｔａｔｉｃＤＥＦＩＮＥ＿ＳＰＩＮＬＯＣＫ（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
２．狊３２犲１０００＿狉犲犪犱＿犲犲狆狉狅犿（ｓｔｒｕｃｔｅ１０００＿ｈｗ犺狑，ｕ１６狅犳犳狊犲狋，

ｕ１６狑狅狉犱狊，ｕ１６犱犪狋犪）
３．｛
４．　狊３２狉犲狋；
５．　狊狆犻狀＿犾狅犮犽（＆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
６．　狉犲狋＝犲１０００＿犱狅＿狉犲犪犱＿犲犲狆狉狅犿（ｈｗ，狅犳犳狊犲狋，ｗｏｒｄｓ，犱犪狋犪）；
７．　狊狆犻狀＿狌狀犾狅犮犽（＆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
８．　ｒｅｔｕｒｎ狉犲狋；
９．｝

图２　犲１０００＿狉犲犪犱＿犲犲狆狉狅犿函数
在第５行代码执行完毕时自旋锁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

犾狅犮犽处于加锁状态，自旋锁内核函数使用规则的
ＫＦＵＲ安全模型如下，其中只读访问方式使用符号
ｒ表示，可写访问方式使用符号ｗ表示，可调用访问
方式使用符号ｃ表示．
　犛＝｛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
　犗＝｛ＤＥＦＩＮＥ＿ＳＰＩＮＬＯＣＫ，狊狆犻狀＿犾狅犮犽，

狊狆犻狀＿狌狀犾狅犮犽，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
　犙＝｛０，１，２，３，４｝；
　　狆（ＤＥＦＩＮＥ＿ＳＰＩＮＬＯＣＫ）＝｛（０，ｃ）｝；
　　狆（狊狆犻狀＿犾狅犮犽）＝｛（１，ｃ），（２，ｃ），（３，ｃ）｝；
　　狆（狊狆犻狀＿狌狀犾狅犮犽）＝｛（２，ｃ）｝；
　　狆（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２，ｗ）｝；
　狇０＝｛０｝；
　狇犲＝｛４｝；
　犃＝｛ｃａｌｌＤＥＦＩＮＥ＿ＳＰＩＮＬＯＣＫ；ｃａｌｌ狊狆犻狀＿犾狅犮犽；

ｃａｌｌ狊狆犻狀＿狌狀犾狅犮犽｝；
　犉＝｛（０，ＤＥＦＩＮＥ＿ＳＰＩＮＬＯＣＫ，
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０，ｗ｝）×犳→
（１，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１，ｗ｝），
（１，狊狆犻狀＿犾狅犮犽，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１，ｗ｝）×犳→
（２，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２，ｗ｝），
（２，狊狆犻狀＿犾狅犮犽，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２，ｗ｝）×犳→
（２，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２，ｗ｝），
（２，狊狆犻狀＿狌狀犾狅犮犽，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２，ｗ｝）×犳→
（３，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３，ｗ｝），
（３，狊狆犻狀＿犾狅犮犽，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３，ｗ｝）×犳→
（２，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２，ｗ｝），
（０，狊狆犻狀＿犾狅犮犽，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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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
（０，狊狆犻狀＿狌狀犾狅犮犽，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犳→
（４，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
（１，狊狆犻狀＿狌狀犾狅犮犽，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犳→
（４，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
（３，狊狆犻狀＿狌狀犾狅犮犽，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犳→
（４，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
对于如上模型的转移函数，仅标出了访问客体

发生变化的访问方式．该模型安全运行的条件是不
存在某次状态转移使安全模型转移到状态４．

４　犓犉犝犚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
如图３所示，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由

三部分组成：内核函数使用规则库、检测标记和动态
检测器．内核函数使用规则库中包含被检查内核函
数使用规则的ＫＦＵＲ安全模型描述，作为动态检测
器进行检测的依据．检测标记为插入到内核扩展代
码中的标记，在运行时，检测标记触发动态检测器进
行检测．如果发现异常，则通知操作系统内核终止内
核扩展的运行．

图３　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结构

本文在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上实现了ＫＦＵＲ内核
扩展安全模型系统．４．１节对内核函数使用规则库
进行介绍，４．２节对检测标记进行介绍，４．３节对动
态检测器进行介绍．
４．１　内核函数使用规则库

内核函数使用规则库中的内核函数使用规则基
于ＫＦＵＲ模型实现．为了提升访问内核函数使用规
则ＫＦＵＲ模型中访问方式相关数据的性能，本文设
计了快速Ｈａｓｈ算法，用来存储访问方式相关数据．
访问客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变量和函数，另一类是内
存区域．如果访问客体为变量或函数，则采用一种简
单的Ｈａｓｈ算法存储．假定变量或函数的地址为犃，

Ｈａｓｈ表大小为犖，Ｈａｓｈ值为犓，则该Ｈａｓｈ算法的
Ｈａｓｈ函数如下：

犓＝犃％犖．
Ｈａｓｈ值即为变量地址或函数地址在哈希表中

的位置．为了处理发生碰撞即该位置已经存有其它
变量地址或函数地址的情况，哈希算法为每个位置
开辟了一个小的碰撞处理表，变量地址或函数地址
存放在碰撞处理表中的位置采用和如上哈希函数类
似的计算方法，即用变量或函数的地址和碰撞处理
表的大小做模运算．如果该位置仍然存在冲突，从该
位置起依次查询是否有空位，直到找到空位为止．如
果在某一位置的碰撞处理表中没有空位，则到哈希
表下一位置的碰撞处理表中寻找空位．该算法能够
实现对变量或函数地址的快速添加、查询和删除．

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大量查询内存区域子区间
的访问方式的情况，比如需要对某个结构体中的某
一项是否允许被访问进行查询．例如在表２中存放
了一些内存区域的信息，内存区域的信息由内存起
始地址和内存大小两部分构成．在实际应用中存在
如表３所示的查询．例如表３中第１项为对内存起
始地址为２１５５，内存大小为３的内存区域的访问方
式进行查询，可以看到表２的第１项为内存起始地
址为２１４０，内存大小为３３的内存区域，因此表３中
第１项查询的内存区域应当允许被访问．针对这种
特定的场景，本文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快速哈希算法
进行存储．该哈希算法的哈希函数为：首先得到内存
区域的大小为几位数，假设为狀位数，内存起始地址
为犃狊，然后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哈希值：

犓＝（犃狊／１０狀）％犖．
表２　犎犪狊犺表中存放的内存区域信息

内存起始地址 内存大小
１ ２１４０ ３３
２ ３４５８ ４５
３ ５４６７ ２０
… … …

表３　内存区域查询信息
内存起始地址 内存大小

１ ２１５５ ３
２ ３４６９ ５
３ ５４７７ ８
… … …

哈希值即为内存区域在哈希表中的位置．如果
该位置已经存储了其它内存区域，采用如算法１所
示方法进行碰撞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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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１．　内存区域存储碰撞处理算法．
输入：内存区域起始地址，内存区域大小
１．初始化循环变量犻←１；
２．计算犃狊／１０（狀＋犻）的值，并判断该值是否为０，如果不

为０，执行下一步；如果为０，跳转到步４；
３．内存区域存储的位置为：（犃狊／１０（狀＋犻））％犖，如果

Ｈａｓｈ表中该位置为空，则将内存区域存储到该位置，算法执
行结束；否则跳转到步５；

４．从位置（犃狊／１０（狀＋犻－１）＋１）开始顺序查找Ｈａｓｈ表，如
果Ｈａｓｈ表中该位置为空，则将内存区域存储到该位置，算
法执行结束，如果找不到空位置说明Ｈａｓｈ表已满报错；

５．犻←犻＋１．
４．２　检测标记

在内核扩展中需要添加的检测标记主要有两
类：一类是注册和初始化标记，即在待检测变量定义
时，添加的向动态检测器注册和初始化该待检测变
量的标记；另一类是检测标记，即在内核扩展调用内
核函数前，添加的触发动态检测器进行检测的标记．
第一类标记需要将待检测变量、待检测变量所要遵
守的内核函数使用规则作为参数传递给动态检测
器；第二类标记需要将待检测变量、待调用函数、所
要遵守的内核函数使用规则作为参数传递给动态检
测器．检测标记的添加可以由编译器来完成．

仍然以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犲１０００＿狉犲犪犱＿犲犲狆狉狅犿函
数中使用的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自旋锁为例进行说
明．从图２中可以看到，自旋锁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
作为全局变量被定义和初始化．向动态检测器注册
和初始化待检测变量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自旋锁的
标记被添加到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的初始化函数犲１０００＿
狆狉狅犫犲中，自旋锁犲１０００＿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自旋锁应当遵
守的内核函数使用规则作为函数参数传递给动态检
测器．在犲１０００＿狉犲犪犱＿犲犲狆狉狅犿函数中调用狊狆犻狀＿犾狅犮犽
加锁函数之前插入检测标记，将自旋锁犲１０００＿
犲犲狆狉狅犿＿犾狅犮犽、函数狊狆犻狀＿犾狅犮犽和自旋锁应当遵守的
内核函数使用规则作为函数参数进行传递，同样也
在调用狊狆犻狀＿狌狀犾狅犮犽函数之前插入检测标记．
４．３　动态检测器

动态检测器在运行时对内核扩展进行检测．注
册和初始化标记触发动态检测器完成对需要被检测
的变量进行注册和初始化，动态检测器将该变量作
为访问客体进行存储．例如，在对待检测的自旋锁进
行注册和初始化后，该自旋锁作为访问客体具有在
状态１可写的访问属性．检测标记根据内核函数使
用规则对当前函数调用是否正确进行检测．如果对
内核函数调用正确，则允许该内核函数运行，同时完

成ＫＦＵＲ模型的状态转移．例如，被初始化的自旋
锁在调用加锁函数狊狆犻狀＿犾狅犮犽后，自旋锁处于
ＫＦＵＲ模型的状态２，在调用解锁函数狊狆犻狀＿狌狀犾狅犮犽
后，自旋锁处于内核函数使用规则ＫＦＵＲ模型的状
态３．如果在某状态调用不允许调用的函数或访问
不允许访问的内存时，动态检测器会向操作系统内
核报错，操作系统内核终止该内核扩展的运行．例
如，如果在状态３时调用狊狆犻狀＿狌狀犾狅犮犽函数，自旋锁
将会转移到ＫＦＵＲ模型的状态４，即到达了不安全
状态，因为这一调用违反了“自旋锁不能在未被加锁
之前解锁”的自旋锁使用规则．

５　安全性评测
本节对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进行安

全性评测．５．１节采用错误注入测试的方法对系统
进行评测，５．２节将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
和ＳＤＶ进行比较．
５．１　错误注入测试

为了对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的检测
能力进行评测，本文采用错误注入测试方法．其中，
Ｌｉｎｕｘ内核版本为２．６．３６．１，ＧＣＣ编译器的版本是
４．３，选择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ＳＡＴＡ硬盘驱动和ＨＤＡ
声卡驱动内核扩展分别进行测试．

对于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以自旋锁、内存和网络数
据包处理三类内核函数使用规则进行测试．首先选
择自旋锁进行测试．如上文所述，函数犲１０００＿狉犲犪犱＿
犲犲狆狉狅犿中配对使用了自旋锁加锁函数狊狆犻狀＿犾狅犮犽和
自旋锁释放函数狊狆犻狀＿狌狀犾狅犮犽．将函数调用狊狆犻狀＿
犾狅犮犽删除，这样就违反了自旋锁不能在未被加锁之
前解锁的使用规则．如果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
系统正常运行，应当能够向操作系统内核进行错误
报告，并且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内核扩展的运行将被终
止．动态检测器采用向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的日志记录
文件输出错误信息的方式进行报错．运行ｅ１０００网
卡驱动，在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日志记录文件中找到了
动态检测器输出的错误信息，并且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
内核扩展的运行被终止．

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内核提供给内核扩展的内存函
数接口有内存分配函数犿犪犾犾狅犮、在一段内存中填充
某个给定值的函数犿犲犿狊犲狋、内存区域拷贝函数
犿犲犿犮狆狔、内存释放函数犳狉犲犲等．在使用内存函数接
口时，被犳狉犲犲函数释放的内存不能成为犿犲犿狊犲狋和
犿犲犿犮狆狔函数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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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函数犲１０００＿狊犲狋狌狆＿狋狓＿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中
配对使用了内存分配函数狏犿犪犾犾狅犮和内存释放函数
狏犳狉犲犲．在狏犳狉犲犲函数后添加犿犲犿狊犲狋函数填充被释
放的内存．运行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同样可以在Ｌｉｎｕｘ
操作系统的日志记录文件中找到动态检测器输出的
错误信息．

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的网络模块为内核扩展提供了
很多接口函数，如图４所示．其中，前两个函数用于
分配ｓｋ＿ｂｕｆｆ结构体，第３个到第６个函数用于释
放ｓｋ＿ｂｕｆｆ结构体，这４个释放函数在不同情况下
被使用．其它函数用于对ｓｋ＿ｂｕｆｆ结构体进行不同
的操作．因此，这些函数不能在ｓｋ＿ｂｕｆｆ结构体被释
放后使用．另外，函数狊犽犫＿狆狌犾犾用于从数据包的头
部删除数据．因此，这个函数不应当出现在ｅ１０００网
卡驱动内核扩展中．
１．ｓｔｒｕｃｔ狊犽＿犫狌犳犳犪犾犾狅犮＿狊犽犫（ｕｎｓｉｇｎｅｄｉｎｔ犾犲狀，ｉｎｔ狆狉犻狅狉犻狋狔）；
２．ｓｔｒｕｃｔ狊犽＿犫狌犳犳犱犲狏＿犪犾犾狅犮＿狊犽犫（ｕｎｓｉｇｎｅｄｉｎｔ犾犲狀）；
３．ｖｏｉｄ犽犳狉犲犲＿狊犽犫（ｓｔｒｕｃｔ狊犽＿犫狌犳犳狊犽犫）；
４．ｖｏｉｄ犱犲狏＿犽犳狉犲犲＿狊犽犫（ｓｔｒｕｃｔ狊犽＿犫狌犳犳狊犽犫）；
５．ｖｏｉｄ犱犲狏＿犽犳狉犲犲＿狊犽犫＿犻狉狇（ｓｔｒｕｃｔ狊犽＿犫狌犳犳狊犽犫）；
６．ｖｏｉｄ犱犲狏＿犽犳狉犲犲＿狊犽犫＿犪狀狔（ｓｔｒｕｃｔ狊犽＿犫狌犳犳狊犽犫）；
７．ｖｏｉｄ狊犽犫＿狆狌狋（ｓｔｒｕｃｔ狊犽＿犫狌犳犳狊犽犫，ｉｎｔ犾犲狀）；
８．ｕｎｓｉｇｎｅｄｃｈａｒ狊犽犫＿狆狌狊犺（ｓｔｒｕｃｔ狊犽＿犫狌犳犳狊犽犫，ｉｎｔ犾犲狀）；
９．ｉｎｔ狊犽犫＿狋犪犻犾狉狅狅犿（ｓｔｒｕｃｔ狊犽＿犫狌犳犳狊犽犫）；
１０．ｉｎｔ狊犽犫＿犺犲犪犱狉狅狅犿（ｓｔｒｕｃｔ狊犽＿犫狌犳犳狊犽犫）；
１１．ｖｏｉｄ狊犽犫＿狉犲狊犲狉狏犲（ｓｔｒｕｃｔ狊犽＿犫狌犳犳狊犽犫，ｉｎｔ犾犲狀）；
１２．ｕｎｓｉｇｎｅｄｃｈａｒ狊犽犫＿狆狌犾犾（ｓｔｒｕｃｔ狊犽＿犫狌犳犳狊犽犫，ｉｎｔ犾犲狀）；
１３．ｉｎｔ狊犽犫＿犻狊＿狀狅狀犾犻狀犲犪狉（ｓｔｒｕｃｔ狊犽＿犫狌犳犳狊犽犫）；
１４．ｉｎｔ狊犽犫＿犺犲犪犱犾犲狀（狊狋狉狌犮狋狊犽＿犫狌犳犳狊犽犫）；

图４　网络数据包处理函数接口
数据包发送函数犲１０００＿狓犿犻狋＿犳狉犪犿犲使用了

ｓｋ＿ｂｕｆｆ结构体．在变量定义后，调用犱犲狏＿犽犳狉犲犲＿狊犽犫＿
犪狀狔释放ｓｋ＿ｂｕｆｆ结构体，然后调用狊犽犫＿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
狅犳犳狊犲狋访问被释放的ｓｋ＿ｂｕｆｆ结构体．在运行时动
态检测器成功检测出了异常并报告给了ｌｉｎｕｘ操
作系统内核．在犲１０００＿狓犿犻狋＿犳狉犪犿犲函数中调用
狊犽犫＿狆狌犾犾函数，同样也被动态检测器成功检测．

除对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进行上述针对性注入测试
外，还进行了其它一些针对性注入测试，测试结果如
表４所示．从表４可以看出，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
模型系统能够检测出所有被注入的错误．另外，对于
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还进行了随机测试．每次测试随机
对一些内核函数调用进行删除或随机添加一些内核
函数调用，导致内核函数使用规则被违反．从表４可
以看出，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每次都能成
功检测．

表４　错误注入测试结果
设备 测试方法 测试用例个数成功检测个数

ｅ１０００网卡 针对性错误注入 ３０ ３０
随机错误注入 ３０ ３０

ＳＡＴＡ硬盘针对性错误注入 ２０ ２０
随机错误注入 ２０ ２０

ＨＤＡ声卡 针对性错误注入 ２５ ２５
随机错误注入 ２５ ２５

ＳＡＴＡ硬盘驱动中存在大量自旋锁相关的内
核函数调用，采用和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类似的方法进
行了安全性评测．对于ＨＤＡ声卡驱动，对自旋锁、
内存进行了安全性评测，评测结果如表４所示．实验
结果表明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均能成功
检测错误．
５２　相关技术比较

ＳＤＶ采用模型检测方法对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
的设备驱动是否遵守内核函数使用规则进行检测，
并找出了很多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设备驱动违反内
核函数使用规则的问题．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
系统在如下两方面优于ＳＤＶ．首先，ＳＤＶ是一种静
态检测方法而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是动
态检测方法．ＳＤＶ仅能检测出静态存在于设备驱动
中违反内核函数使用规则的情况，而对由于系统运
行时的安全攻击造成的违反内核函数使用规则的情
况则无法检测．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能够
动态实时检测违反内核函数使用规则的情况并及时
向操作系统内核报告，进行相应的处理，保证了操作
系统运行时的安全．其次，ＳＤＶ采用模型检测技术．
现有模型检测技术时间开销较大，对于代码量大的
设备驱动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检测，而ＫＦＵＲ
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仅需要很小的开销．

６　性能评测
同样采用ｅ１０００网卡驱动、ＳＡＴＡ硬盘驱动和

ＨＤＡ声卡驱动内核扩展进行性能评测．性能评测
用于评价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对内核扩
展性能的影响．

本文采用ｎｅｔｐｅｒｆ基准测试程序对ｅ１０００网卡
驱动的性能进行评测．实验环境包括一台客户端计
算机和一台服务器计算机及千兆网络．客户端计算
机和服务器计算机的配置如表５所示，ＫＦＵＲ内核
扩展安全模型系统实现在客户端计算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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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性能评测环境
客户端 服务器端

ＣＰＵ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２Ｄｕｏ
ＣＰＵＥ６７５０２．６６ＧＨｚ

Ｉｎｔｅｌ（Ｒ）Ｘｅｏｎ（Ｒ）
ＣＰＵＥ５６２０２．４０ＧＨｚ

内存 ２ＧＢＤＤＲ２ １２ＧＢＤＤＲ３
硬盘 ３２０ＧＢ７２００ｒ／ｍｉｎ １ＴＢ７２００ｒ／ｍｉｎ
网卡 Ｉｎｔｅｌ８２５４０ＥＭＧｉｇａｂｉｔ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Ｃａｒｄ
Ｉｎｔｅｌ８２５４０ＥＭＧｉｇａｂｉｔ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Ｃａｒｄ

选择ｎｅｔｐｅｒｆ基准测试程序中的ＴＣＰ＿
ＳＴＲＥＡＭ、ＵＤＰ＿ＳＴＲＥＡＭ、ＴＣＰ＿ＲＲ和ＵＤＰ＿ＲＲ
四种测试分别对原始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和添加
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后的Ｌｉｎｕｘ操作系
统进行测试．ＴＣＰ＿ＳＴＲＥＡＭ用于对ＴＣＰ的吞吐量
进行测试；ＵＤＰ＿ＳＴＲＥＡＭ用于对ＵＤＰ的吞吐量
进行测试；ＴＣＰ＿ＲＲ和ＵＤＰ＿ＲＲ用于测试ＫＦＵＲ
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所带来的延迟．测试时间均
为１０ｓ．

ＴＣＰ＿ＳＴＲＥＡＭ的发送缓冲区大小为１６３８４字
节，接收缓冲区大小为８７３８０字节．每条消息的大小
为１６３８４字节．在ＵＤＰ＿ＳＴＲＥＡＭ测试中，发送端
ＵＤＰ套接字的大小为１１４６８８字节，接收端ＵＤＰ套
接字的大小为１１４６８８字节，每条消息的大小为１０２４
字节．图５和图６分别为ＴＣＰ＿ＳＴＲＥＡＭ、ＵＤＰ＿
ＳＴＲＥＡＭ吞吐量和ＣＰＵ占用率的测试结果．图中
“Ｌｉｎｕｘ”表示原始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的测试结果，
“ＫＦＵＲ”表示添加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
后的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的测试结果．

图５　ＴＣＰ＿ＳＴＲＥＡＭ和ＵＤＰ＿ＳＴＲＥＡＭ测试的吞吐量

图６　ＴＣＰ＿ＳＴＲＥＡＭ和ＵＤＰ＿ＳＴＲＥＡＭ测试的ＣＰＵ占用率

对于ＴＣＰ＿ＳＴＲＥＡＭ测试，采用ＫＦＵＲ内核
扩展安全模型系统和不采用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

模型系统的吞吐量基本相同，采用ＫＦＵＲ内核扩展
安全模型系统的ＣＰＵ占用率仅比不采用ＫＦＵＲ内
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高０．１５％．

ＵＤＰ＿ＳＴＲＥＡＭ和ＴＣＰ＿ＳＴＲＥＡＭ测试的结
果类似，采用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和不采
用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的吞吐量基本相
同，采用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的ＣＰＵ占
用率比不采用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的
ＣＰＵ占用率高１．０４％．

在ＴＣＰ＿ＲＲ测试和ＵＤＰ＿ＲＲ测试中，发送缓
冲区的大小为１６３８４字节，接收缓冲区的大小为
８７３８０字节．采用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时
吞吐量略低于不采用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
统，ＣＰＵ占用率略高于不采用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
全模型系统，测试结果分别如图７和图８所示．

图７　ＴＣＰ＿ＲＲ和ＵＤＰ＿ＲＲ测试的吞吐量

图８　ＴＣＰ＿ＲＲ和ＵＤＰ＿ＲＲ测试的ＣＰＵ占用率

对添加了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的硬
盘驱动和未修改的硬盘驱动的性能进行比较，首先
使用ｄｄ命令对硬盘读速度、硬盘写速度和硬盘读写
混合速度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犱犱命令测试结果
Ｌｉｎｕｘ（ＭＢ／ｓ） ＫＦＵＲ（ＭＢ／ｓ）

硬盘读速度 ８２．８ ８１．７
硬盘写速度 ８３．２ ８１．９
硬盘读写速度 ３２．８ ３１．９

采用ｐｏｓｔｍａｒｋ基准测试程序对多个文件并发
访问进行测试．设置文件大小下限为１００００字节，
文件大小上限为２００００字节，事务数为５０００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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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文件数从１０００到２０００次，文件读取速度和写
入速度分别如图９和图１０所示．可以看出，加入了
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的硬盘驱动和未修
改的硬盘驱动相比性能相差不大．

图９　ｐｏｓｔｍａｒｋ文件读取速度测试结果

图１０　ｐｏｓｔｍａｒｋ文件写入速度测试结果

对添加了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的声
卡驱动和原始声卡驱动进行性能比较，采用ｒｅａｌ
ｐｌａｙｅｒ和ｓｏｕ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ｅｒ分别进行声音的播放和录
制，比较其ＣＰＵ占用率，实验结果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声音播放和声音录制的ＣＰＵ占用率
从网卡驱动、硬盘驱动和声卡驱动的实验结果

可以看出，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统对于内核
扩展的性能影响不大．ＫＦＵＲ内核扩展安全模型系
统能在保持性能良好的情况下提高内核扩展的安
全性．

７　总　结
内核扩展的安全性对于操作系统十分重要，不

安全的内核扩展导致操作系统内核崩溃、机密数据

被窃取，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本文提出ＫＦＵＲ内核
扩展安全模型系统，该安全模型系统能以很小的开
销对内核扩展调用内核函数时，是否遵守内核函数
使用规则进行检测，从而提高内核扩展的安全性．接
下来将对内核扩展的其它安全性问题进行研究，提
出实用的、高性能的提高内核扩展安全性的方法，进
一步提高操作系统的安全性．

致　谢　本文作者得到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系操作系统实验室的老师和同学们的许多帮助和
建议，在此表示感谢．感谢审稿人对本文提出宝贵意
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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