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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ＣＯＭ构件安全测试中的动态监测方法ＣＳＤＭ及其函数参数和异常监测算法。基于ＣＳ

ＤＭ方法实现了一个构件安全测试动态监测系统，并针对一些典型的商业ＣＯＭ 构件进行了实验测试。结果

表明，ＣＳＤＭ方法能有效地监测到相关的安全测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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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对构件安全性测试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有效地检测构件安全漏洞的方法和技术并不多

见［１，２］。因无法获取第三方构件源代码，传统软

件测试方法并不适用于构件安全性测试。软件动

态监测是软件动态测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通过收集软件程序运行时的各种信息来观察软件

行为是否符合规范，主要用于软件性能分析、软件

优化以及软件调试与动态测试等领域，特别适用

于测试信息缺乏的相关测试领域。动态监测主要

关注目标程序在运行时对系统所作的修改，特别

是对内存的修改。通过对内存各个部分进行监

测，可以完全了解程序的动态行为［３，４］。动态监

测系统的实现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５，６］：① 监

测目标与监测方法［７，８］；② 执行模型［９］；③ 用户

交互控制。

本文针对微软公司推出的ＣＯＭ 构件标准，

引入动态监测技术至第三方ＣＯＭ构件安全测试

中，通过在测试数据上运行ＣＯＭ构件，并检验其

动态行为和运行结果，以发现软件中潜在的缺陷，

同时针对ＣＯＭ构件提出了函数参数和异常监测

相关算法，能有效监测ＣＯＭ 构件运行中接口方

法调用时函数参数及异常等相关信息。基于调试

的动态监测技术解决了在二进制级别对构件进行

测试时无法有效地观察构件行为的问题，从而能

监测构件的接口调用、接口参数的变化和构件内

发生的异常。

１　犆犗犕构件安全测试监测方法

构件功能性测试主要验证构件输出是否符合

预期等功能性需求。而进行安全性测试时，不仅

要关注其输出，还要观察其运行过程中内存状态

空间的变化。针对 ＣＯＭ 构件安全性测试的特

点，提出了 ＣＯＭ 构件安全测试动态监测方法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Ｓ

ＤＭ），其结构如图１所示。ＣＳＤＭ 方法能有效监

测构件测试时接口调用、函数参数及异常等信息。

图１　ＣＳＤＭ方法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ＣＳＤＭ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１．１　接口调用监测

ＣＯＭ构件可以看成是一系列接口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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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是一组逻辑上相关的函数集合。一个ＣＯＭ

对象可以有多个接口，ＣＯＭ 对象通过接口成员

函数对外提供服务。每个接口由一个１２８位的全

局惟一标识符ＩＩＤ（类型为ＧＵＩＤ）来标识，客户通

过ＩＵｎｋｎｏｗｎ接口的成员函数Ｑｕｅｒｙ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可

以进行接口的查询，该函数返回指定ＩＩＤ的接口

指针，再通过接口指针调用相应的接口成员函数。

１．１．１　监测流程

在ＣＯＭ 中，对接口的调用最终是对接口成

员函数的调用。因此，通过对接口函数调用的监

测，可以达到监测接口调用的目的。应用到ＣＯＭ

构件安全测试中，关键是在运行时获得接口函数

的地址。

调试监测系统中对ＣＯＭ接口调用的监测流

程如下：① 提取构件对象各接口函数地址，并与

函数名称一一对应；② 设置断点；③ 处理断点中

断，判断所调用的函数名称。

１．１．２　关键技术

在ＣＯＭ 接口函数调用监测中，关键技术是

要得到接口函数运行时的地址。由于接口函数并

不在ＤＬＬ文件的导出函数表中，因此有关这些函

数的信息就必须从该构件的类型库中获得。

ＣＯＭ类型库中的信息包括了该构件所有接口相

关的描述，如接口包含的函数名称、排列次序及相

关的标识（一般为ＧＵＩＤ）。通过分析类型库，可

以得到接口函数地址信息，分析算法如下：① 装

载类型库；② 读取构件信息，主要是构件接口信

息；③ 取得ＩＴｙｐｅＩｎｆｏ接口；④ 获取接口函数信

息；⑤ 取各接口函数在ＤＬＬ文件中的入口地址；

⑥ 得到目标程序中接口函数的地址。

一个ＤＬＬ构件文件是二进制文件，一旦发

布，其在内存中的布局结构是固定的。因此，两个

进程中的同一构件内存映象相同，构件中代码地

址（如接口成员函数的入口地址）在构件中的相对

位置固定不变。假设Ｓ０表示构件ＤＬＬ在监测程

序进程空间中的起始地址，Ａ０表示函数ＦＵＮ在

监测程序进程空间中的入口地址，Ｓ１、Ａ１是在目

标程序进程空间中相应的地址。在监测程序中，

采用动态装载方式（ＬｏａｄＬｉｂｒａｒｙ函数）装入内存

的ＤＬＬ构件，可以得到其起始地址Ｓ０。处于被

调试状态下的程序（目标程序），每装载一个

ＤＬＬ，都会向调试程序（监测程序）发送构件装载

事件通知，通知中包含的数据包括构件名称和起

始地址，因此，对目标程序中ＣＯＭ ＤＬＬ文件的

起始地址Ｓ１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至此可

以得到各个地址Ｓ０、Ａ０、Ｓ１。则对目标程序中的

接口函数ＦＵＮ的地址 Ａ１可由以下公式计算出

来：

Ａ１＝Ｓ１＋（Ａ０－Ｓ０） （１）

由此得到函数入口地址，可以完成断点设置。

１．２　函数参数监测

ＣＯＭ构件通过接口函数提供对外服务，其

内部实现方式对使用者来说是未知的。对函数的

了解只能通过监测函数与环境间的交互行为来实

现，函数与环境进行交互主要是通过函数参数来

进行的，而函数参数的变化则是构件安全测试中

的重要关注点。

１．２．１　获取函数参数地址

软件程序在计算机中运行有一定的规定，函

数代码在ＣＰＵ 中执行时涉及到一系列的转换，

最主要的是堆栈的变化及 ＣＰＵ 中寄存器的变

化。

设基址指针为ＥＢＰ，堆栈指针为ＥＳＰ，函数

参数地址获取公式为：

ＡＰ狀 ＝ＡＰ狆＋ｓｉｚｅｏｆ（犜狆） （２）

式中，数字单位均为字节，ＡＰ狆为前一个参数的地

址；ＡＰ狀为当前要求的参数地址；犜狆为前一个参数

类型；ｓｉｚｅｏｆ（犜狆）求的是前一类型参数所占的字

节数。该公式对参数类型大小超过３２位时，各参

数地址能进行相应调整。设当前函数的参数个数

为狀，其类型分别为犜０，犜１，…，犜狀－１，ＡＰ犻表示第犻

个参数的地址，其中０≤犻≤狀－１。参数地址计算

算法如下：

０１ＢＥＧＩＮ

０２ｉｎｔ犻＝１；

０３ＡＰ０＝ＥＢＰ＋８；／／ＥＢＰ是当前栈区栈基址

０４ｗｈｉｌｅ（犻＜狀）／／存在要读取的参数

０５｛

０６ＡＰ犻＝ＡＰｉ－１＋ｓｉｚｅｏｆ（犜犻－１）；／／计算第犻个参数的

地址

０７　　犻＋＋；

０８｝

０９ＥＮＤ

在该算法中，主要运算是ｗｈｉｌｅ循环，其循环

次数为狀－１，因此算法时间复杂度为犗（狀）。

１．２．２　监测流程

对函数参数进行监测流程的主要步骤如下：

① 分析ＣＯＭ构件类型库，得出各函数的参数信

息，包括参数个数、每个参数的类型等。② 监测

函数调用，一旦监测到函数调用发生并进入函数

入口，则暂停程序执行，以保证在内存中函数栈区

中的值不发生变化。③ 读取目标程序ＥＢＰ值，

根据ＥＢＰ及类型库中函数参数个数和类型信息

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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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计算函数参数地址。④ 读取各参数值，完成

函数调用的参数监测。

１．３　异常监测

１．３．１　异常

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中可以捕获的异常有

以下两类：① 与内存有关的异常；② 与算术运算

有关的异常。通常，当程序运行时，如出现安全异

常，则表明程序的实现过程存在安全漏洞。

１．３．２　异常捕获与处理

一旦目标程序发生异常，说明程序中存在问

题，此时，目标程序执行的线程上下文可以详细描

述当前目标程序所处的状态，因此，第一步是读取

目标程序的线程上下文。线程上下文是指当前运

行线程所使用到的内存及ＣＰＵ 各寄存器的值。

第二步是根据处理结果对目标程序发出控制命

令，如继续向前运行、回退到以前的某个正常状

态、终止运行或重新启动等。

异常发生后，由于异常数据结构里仅有异常

的指令地址（一个３２位数字），仅有这个数字并无

法判断其发生位置是处于目标程序中的哪个代码

段，在被测ＣＯＭ 构件内部还是在外部，在内部

时，是在哪个接口函数发生的，故需要进一步对异

常进行定位。ＣＯＭ 构件内存映象装载进内存

后，存储在内存代码段中，因此，代码在内存有起

始地址及终止地址。当调用构件接口函数时，程

序运行代码指令将转入此地址范围内，在此范围

内，ＣＯＭ接口函数是以线性顺序排列的，各函数

也有入口地址及终止地址（返回指令处）。

假设犮犫为ＣＯＭ构件的起始地址，ｃｅ为终止

地址，ｆｂ犻（１≤犻≤狀）为ＣＯＭ 构件中各函数的起始

地址（函数入口地址），ｆｅ犻为ＣＯＭ 构件中各函数

的终止地址（函数返回指令处地址），显然有ｆｂ犻＜

ｆｂ犻＋１，ｆｅ犻＜ｆｅ犻＋１，ｆｅ犻＜ｆｂ犻＋１。此处ｆｅ犻并不是接口

调用中得到的函数返回地址（函数返回地址是函

数调用完后程序下一条要执行的指令），而是函数

体内部返回指令的地址，两者并不相同。

已知ｃｂ、ｃｅ、ｆｂ犻、ｆｅ犻，１≤犻≤狀，设异常发生时

的指令地址为ｅａ，则算法如下：

０１ＢＥＧＩＮ

０２ｉｎｔ犻＝１；

０３ｉｆ（ｅａ＜ｃｂ｜｜ｅａ＞ｃｅ）ｒｅｔｕｒｎ；／／异常地址ｅａ不

在构件范围内

０４ｆｏｒ（犻＝１；犻＜＝狀；犻＋＋）

０５ｉｆ（ｆｂ犻＜＝ｅａ＆＆ｅａ＜＝ｆｅ犻）ｂｒｅａｋ；

０６ｉｆ（犻＞狀）ｒｅｔｕｒｎ；／／不在各函数代码段内

０７ｒｅｔｕｒｎ“发生在第犻个函数”；／／确定异常位置

０８ＥＮＤ

算法中，主要操作是在ｆｏｒ循环中匹配地址，

其循环次数为狀，因此算法的复杂度为犗（狀）。

在上述算法中，可以确定异常所处函数的起

始地址，结合接口调用监测中得到的地址与函数

名的对照表，可以明确地确定异常是在ＣＯＭ 构

件中哪个接口的函数中发生的，从而进一步确定

存在安全漏洞的接口函数。

２　实验实现及分析

２．１　犆犗犕构件动态监测系统

构件动态监测系统（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

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ＣＤＭＳ）采用基于调试技术的动

态监测方法。对于 ＣＯＭ 构件，通过捕获函数

Ｄｅｂｕｇ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连接到当前构件所在的测

试驱动进程。任何时候被调试的进程发生异常，

都会产生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ＤＥＢＵＧ＿ＥＶＥＮＴ事件。

基于前面的研究成果ＣＳＴＳ
［１０］，系统实现了

ＣＤＭＳ子系统。ＣＤＭＳ主要包含５个功能模块：

构件信息提取模块、目标程序控制模块、监测模

块、事件处理模块及日志数据分析模块。

２．２　实验分析

搜集了５个典型商业 ＣＯＭ 构件供实验测

试，表１显示了其基本信息。基于ＣＳＴＳ平台，对

５个构件进行了接口分析和测试驱动，采用

ＣＤＭＳ系统对５个构件进行监测测试。表２是监

测结果。

表１　５个被测商业构件信息

Ｔａｂ．１　ＦｉｖｅＴｅｓｔｅ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构件

序号
构件名称 构件信息

０１ ＴｈｕｎｄｅｒＡｇｅｎｔ＿００５．ｄｌｌ

迅 雷 ５ 的 ＴｈｕｎｄｅｒＡｇｅｎｔ＿

００５．ｄｌｌ中注册的一个ａｃｔｉｖｅｘ

控件，版本号１．０．０．１１，迅雷

版本号５．５．２．２５２

０２ ＡｃｒｏＰＤＦ．ｄｌｌ

ＡｄｏｂｅＲｅａｄｅｒ 和 Ａｃｒｏｂａｔ

包含的 ＡｃｒｏＰＤＦ ＡｃｔｉｖｅＸ

控件，构件版本号７．０．８．０

０３ ＧＬＩｔｅｍＣｏｍ．ｄｌｌ

联众世界游戏大厅安装的

ＧＬＩｔｅｍＣｏｍ．ＤＬＬＡｃｔｉｖｅＸ

控件，构件版本号２．７．０．８

０４ ｐｄｇ２．ｄｌｌ

超星 阅 览 器 的 Ｐｄｇ２ Ａｃ

ｔｉｖｅＸ 控 件，构 件 版 本 号

３．９．０．０

０５ ＧｏｍＷｅｂ３．ｄｌｌ

ＧＯＭＰｌａｙｅｒ是在韩国广泛

使用的媒体播放器。ＧＯＭ

Ｐｌａｙｅｒ所带的 ＡｃｔｉｖｅＸ控件

ＧｏｍＷｅｂＣｔｒｌ．ＧｏｍＭａｎａｇｅｒ．

１（ＧｏｍＷｅｂ３．ｄｌｌ）

　　ＣＤＭＳ监测系统能发现构件ＴｈｕｎｄｅｒＡｇｅｎｔ

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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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ｄｌｌ有两处方法调用时忽略了输入参数异常

的情况，当输入参数为精心构造的负数或大整数

时，将造成整数溢出，导致应用程序崩溃及安全漏

洞。构件ＡｃｒｏＰＤＦ．ｄｌｌ中出现两处内存访问越

界异常。构件 ＧＬＩｔｅｍＣｏｍ．ｄｌｌ中，函数ＳｅｔＩｎｆｏ

（）未检测用户提供的字符串长度，导致出现内存

访问越界异常。构件ｐｄｇ２．ｄｌｌ和ＧｏｍＷｅｂ３．ｄｌｌ

中出现栈溢出，导致执行任意代码。

表２　５个被测构件监测结果

Ｔａｂ．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ｉｖ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构件

序号

构件大小

／ＫＢ

监测时间

／ｓ

安全异常数／

个
安全异常类型

０１ ８４ ７ ２ 整数溢出

０２ ２８９ １８ ２ 内存访问越界

０３ １０４ ９ １ 内存访问越界

０４ １４１０ ２６ １ 栈溢出

０５ １４５ ９．５ １ 栈溢出

　　ＣＤＭＳ监测系统能有效地动态监测商业构

件的执行情况，并分析得出其安全测试结果。其

监测结果符合商业构件官方公布的情况，从而表

明ＣＤＭＳ系统的有效性。其他相关监测方法并

不适合第三方ＣＯＭ构件安全测试。

３　结　语

针对ＣＯＭ 构件安全测试的特点，提出了一

种有效的动态监测方法ＣＳＤＭ 及其函数参数和

异常监测算法。ＣＳＤＭ 方法能实现接口调用监

测、函数参数监测及异常信息监测。通过接口调

用监测，可以跟踪到构件中函数的运行序列，从而

得到构件实际运行的状态转换图，以进一步检查

构件的运行是否符合构件安全需求说明。通过对

接口函数调用参数的监测，可了解函数内部的实

现机制，如函数实现重用了哪些接口函数及其调

用方式等。通过对异常的监测与定位，用户可了

解构件中存在安全漏洞的接口函数。基于ＣＳ

ＤＭ方法，设计实现了一个ＣＯＭ 构件动态监测

系统，并对５个商业ＣＯＭ 构件进行了测试。结

果表明，ＣＳＤＭ方法能有效地发现构件中存在的

安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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