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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模糊测试(fuzzy test)在工控协议的漏洞挖掘中有很好的适用性，但传统的模糊测试存在着用例的生成工作量
大、失效率高等弊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设计了一个结合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与模糊测试的工控协议模糊
测试器 GA-fuzzer，并引入基于维度变换的用例空间模型和危险点的概念。在 GA-fuzzer 中，构造了更有效的动态适
应度函数，同时设计了动态变异算子和交叉算子，优化测试用例。在相同实验环境下，分别采用开源模糊测试方法
Peach 以及 GA-Fuzzer 对目标进行测试，结果显示 GA-fuzzer 可有效的改善传统遗传算法的过早收敛问题，且与 Peach
相比，达到相同的测试预期所使用的用例数量降低 27.20%，测试时间降低 3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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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zzy Test has good applicability in the exploitation of vulnerabilities in industrial control protocols.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fuzzy test has the disadvantages of large test workload and a high failure rate.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design an industrial control protocol fuzzy tester GA-fuzzer which combines genetic algorithm and fuzzy test. and propose
the concepts of dangerous points and case space model based on 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In GA-fuzzer, it constructed a
more efficient dynamic fitness function, and design dynamic mutation and crossover operators to optimize test cases. In the
same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it used open source fuzzy test method Peach and GA-Fuzzer to test the targ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GA-fuzzer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emature convergence problem of traditional genetic algorithm, and
compared to Peach, the number of cases used to achieve the same test expectation was reduced by 27.20% and the test time
was reduced by 34.82%.
Key words: industrial control protocol test; genetic algorithm; fuzzy test; vulnerability mining
统内部封闭，较少与外部联系，导致许多关键基础设施的控
制系统，很少有强力的防御攻击的保护措施 [3]。而从过去到
工业控制系统(industry control system，ICS) 是工业互联
现在的一系列工控安全事件都表明，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性
网系统的“控制大脑”，是由监控数据采集系统(SCADA)、分
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和加强的研究工作，这就要求工控系统
布式控制系统(DCS)、过程控制系统(PCS)、可编程控制器
的安全防范需要从可被攻击的可各方面着手，并建立相应的
(PLC)以及远程终端单元(RTU)等组成[1]的各控制系统的总称， 安全保障措施[4,5]。
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电力、水利设施、金融服
通信协议作为工控系统的数据信息采集、控制指令的传
务、商业设施、交通系统和通信等支撑现代社会的重要行业
递载体，其安全性至关重要。传统的工控协议在安全方面考
以及部门 [2]。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凡是涉及到工业控制设备
虑欠缺，比如对信息加密不足、无协议认证、部分协议的文
的应用场合，都离不开工业控制系统的支持，它是整个社会
档公开等，这都使得采用这类协议的系统存在较大的安全问
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之一。
题，而工控协议的安全漏洞是较为容易被攻击者利用的突破
传统的工业控制系统在最初的设计中更加注重功能性，
口之一[6]。这种攻击成本低，收益高，攻击者只要掌握了协议
对安全问题的考虑有所不足，而且多属于专用系统。这类系
规约，便可以伪造针对协议中漏洞的数据报文，进而对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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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控系统造成危害。因此对于工控协议的漏洞挖掘，是保障
工控系统安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针对通信协议的安全研究，国外的发展研究起步早、发
展快、技术新，并且逐渐趋于成熟，开发出多种测试工具应
用于实际。国内的工控协议模糊测试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也逐
渐发展完善。Artemios G. Voyiatzis 等人[7]设计了一个模糊测
试器，用于对 Modbus/TCP 可能存在的安全漏洞进行挖掘，
它在测试中加入一个侦测阶段，以帮助测试器有更好的预测
能力，及时调整攻击向量，这样大大降低了模糊测试的随机
性；在文献[8]中提出了利用遗传算法的变异算子来处理多维
输入，得到了目标应用中输入元素与不安全函数之间的影响
关系，通过对遗传算子的操作来触发可以漏洞；Banks G 等
人在文献[9]中，针对模糊测试在协议安全测试中的应用受限
的问题，构造了一个适用于网络协议的模糊测试器 SNOOZE，
它允许测试者描述协议的各状态及各状态所需的消息报文，
有利于对特定的协议状态进行针对性测试；在文献[10]中，
Kang J 等人提出了一种结合黑盒与白盒测试的模糊测试系统，
该系统基于弱点分析方法准确的检测安全弱点，挖掘被测目
标的潜在威胁；在国内，赖英旭等人 [11]在模糊测试中，通过
引入变异因子这一概念，也就是工控系统漏洞特征，来生成
Modbus/TCP 协议测试所需的用例数据，并通过旁路监听来
确定用例的有效性，最终证明模糊测试应用到工控协议的测
试上是行之有效的；在文献[12]中，涂玲等人为了解决用例覆
盖率低、测试结果无法准确评价的问题，提出了协议变形和
动态特征并行混合的测试用例生成方法，该方法在提高用例
覆盖率的同时，降低了结果和漏洞误报率；张亚丰等人 [13]提
出基于状态的工控协议模糊测试技术，设计了一个基于协议
状态机的测试序列生成算法，解决了以往协议测试中未考虑
协议交互状态和测试方式、检测手段受限的问题，最终实现
了较高的漏洞命中率和目标覆盖率。
目前模糊测试在工控协议的漏洞挖掘中的应用研究，主
要是寻找更有效的用例生成手段以及降低模糊测试的随机性，
从而达到降低用例数量，提高测试效率的目的。本文结合目
前的工控协议漏洞挖掘的研究现状，提出了一种针对工控协
议的漏洞挖掘的模糊测试方法。该方法结合遗传算法，设计
了动态适应度函数来控制用例的生成。同时为了评价用例的
优劣，提出用例空间和危险点的概念，来计算用例之间的相
似度和重要度特征，与动态适应度函数结合，可以有效降低
测试用例失效率，减少测试用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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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

1.1 Modbus 通信协议
Modbus 通信协议自 1979 年由施耐德电气发表，由于部
署简单、易于维护等优点，逐渐成为工业控制系统中最常见
的数据通信方式。它的实质是一种主从式的通信协议，定义
了一个控制请求设备如何访问其他服务设备的过程 [14]。
根据传输数据的格式、物理接口等条件的不同，Modbus
通信协议可以分为适用于串行链路的 Modbus RTU、Modbus
ASCII，以及通过 TCP/IP 传输的 Modbus/TCP 等多种模式。
为了方便在不同模式下的数据传输，Modbus 通信协议定义
了一个与基础通信层无关的数据应用单元(Protocol Data Unit，
PDU)，在不同的传输模式下，只需要在其首位加上相应的附
加域，便可以正常的传输数据信息。
图 1 是在 TCP 模式下的数据帧结构，其中应用数据单元
(application data unit，ADU)包括六部分：事务处理标志符用
于给每次的通信事件编号，请求与响应相同；协议标志符表
明该数据帧所传输的数据所遵从的协议类型，Modbus 的标
志是 0x0000；长度域存储包括单元标志符以及 PDU 段在内

的字节个数；单元标志符是系统内路由，即串行链路的设备
地址编码；最后是 PDU，用于存储该次通信的数据信息。在
这种模式下，基于串行协议的 PDU，在其头部依次增加事务
处理标志符、协议标志符、长度信息和单元标志符，再封装
上 TCP 的协议报文头部，便可以实现 Modbus 在以太网上的
传输，本文的测试均在该种传输模式下完成。
IP首部

TCP首部

TCP数据段
PDU

事务处理标识符
2个字节

协议标识符
2个字节

长度
单元标识符 功能码
1个字节
1个字节
1个字节

数据段
n个字节

ADU

图1
Fig. 1

Modbus TCP/IP 数据帧结构

Modbus TCP/IP data frame structure

1.2 模糊测试
模糊测试(fuzzy test)最早是由 Barton Miller 教授在 1989
年提出，它的基本思想是构造大量的畸形数据作为测试目标
的输入，然后观测目标的响应结果来分析漏洞。由于不需要
了解目标的内部结构，只要掌握输入的数据格式就可以构造
用例发送给目标，这使得模糊测试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可移
植性。
模糊测试根据不同的测试目标、测试用例生成方法，测
试的过程可能会有所差别，这取决于测试目标的特性、研究
者的技能以及测试用例的数据格式等。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方
法，模糊测试都会包括六个基本步骤：
a) 确定测试目前信息，包括目标类型、历史漏洞信息等。
b) 确定测试数据输入量、数据编码格式等所有需要输入
的数据类型。
c) 根据输入信息，设计用例生成方法，构造测试所需的
用例集合。
d) 依据目标的数据传输规约，向目标发送测试用例。
e) 设置监视器，检测测试运行结果。依据目标的数据传
输规约，向目标发送测试用例。
f) 根据最终结果，判定是否存在可被利用的漏洞。
在工业控制系统中，设备之间的信息安全传输依靠协议
的稳定，它关系着工控系统的安全。但工控系统的工作环境
复杂多样，又导致测试所需的工作量较大。而模糊测试的高
适用性和可移植性，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在文献[15]中
表明，模糊测试经过针对性的设计，在工控系统的安全测试中
有较好的适用性，能够挖掘系统通信协议中的潜在安全问题。

2

GA-fuzzer 的设计与实现

本文利用模糊测试方法，结合 Modbus 协议的特征对其
进行测试。在传统的模糊测试中，生成的测试用例失效率高，
同样在对工控系统协议进行漏洞挖掘时，也会出现大量无效
报文，这就导致测试的效率低下 [16]。为了解决模糊测试应用
到工控协议漏洞挖掘时测试用例是效率高的问题，同时让这
个过程自动化且高效，本文将遗传算法引入到模糊测试中，
在原有的遗传算法基础上，作出策略调整，用于测试用例的
生成以及优化。
遗传算法是最早的全局寻优算法之一，它通过模仿生物
界的自然选择理论，在每一代种群内搜索最优个体，最终通
过种群在迭代中选择、交叉以及变异等操作，找到最优解 [20]。
虽然遗传算法能够很好的解决全局寻优的问题，但传统遗传
算法会在种群迭代过程中逐渐收敛，导致生成的用例相似度
逐渐增大，显然是不能直接用于测试用例的生成，因此需要
对遗传算法的遗传策略进行相应的改进调整。
2.1 相关改进及优化
对现有的遗传算法的改进及优化，主要针对的是传统遗
传算法的过早收敛，以及模糊测试中用例失效率高、测试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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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低的问题等。主要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测试用例编码方式：工控协议的通信报文，其本质也是
一系列符号的有序序列。因此可以用一维向量表示一个测试
报文序列，其结构为 case = [c1 c2 c3 ... cn ] ，其中 cn 为该测试
报文相应字段的数据，其构成包括整数、字符、分隔符以及
格式化字符等。那么遗传算法中的一代种群便可以用矩阵 T
表示，如式(1)。初始种群内的个体，编码采用二进制，对应
的协议中每个字节由 8 位二进制来表示。经过测试服务器的
字节流转换便可以向 Modbus 客户端发送用例。
 c11 c12
T =

cm1 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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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
cm3

... c1n 


... cmn 

(1)

选择算子：选择环节是本文的一个重要部分。遗传算法
的适应度函数将指导整个算法的走向。因此在进行 Modbus
协议的模糊测试时，合适的适应度函数显得尤为重要。在设
计适应度函数之前，首先提出两个重要概念：用例空间和危
险点。
Modbus/TCP 的每条数据报文的相应字段有固定的功能，
且存在一定的范围，例如从设备地址码的范围是 0~255。因
此将报文的各字段通过归一化处理，然后映射到对应维度的
空间内，便可以将每条测试用例与用例空间内的点一一对应。
对任意的一个测试用例 case 来说，该用例的第 n 个字段对应
的坐标值 vn 的计算公式为式(2)，式中 cn−max 、cn−mix 分别是该种
群内个体的第 n 个字段的对应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vn =

cn − cn−mix
cn−max − cn−mix

(2)

那么该条测试用例映射到用例空间即可表示为
case = v1 v2 v3 ... vn  。将所有的用例都映射到用例空间内
后，每条用例都有自己唯一的空间坐标与之唯一对应，此时
便可以引入各个空间点之间的欧氏距离来表示两个用例 i 和
j 之间的相似程度，可用式(3)描述为，式中 m 的值是 i 和 j
中维度较小者。
1

 m
2
dij =   ( ivm 2 − jvm 2 ) 
 1


(3)

这里对高维的测试用例进行降维处理，虽然这样会损失
一定的数据信息，但是这些数据多是 Modbus 协议报文的数
据存储字段，对用例的相似度以及实验结果的负面影响可以
忽略。
在用例生成后发送给测试服务器时，根据响应状态判断
是否可以作为危险点。用例的响应状态一共有四种：正常响
应，测试用例报文功能正常，服务端可以正常响应；异常响
应，测试用例报文字段异常，但服务端可以正常识别该异常
并响应；请求超时，测试用例出现未知异常，服务端不能正
常响应；其他，测试用例出现未知异常，导致服务端关闭通
信、拒绝访问等异常。
上述四种状态中，若响应状态为正常响应或者异常响应，
那么测试用例属于 Modbus 协议的正常报文，都可以被测试
服务端识别；如果为请求超时，说明测试用例的字段信息不
符合 Modbus 协议规约，用例不能被测试服务端识别，属于
无效用例；当响应出现其他状态，测试服务端出现严重错误，
例如不对后续的用例响应、处于关闭或者拒绝服务等异常状
态，该用例有大概率引发测试服务器的异常，将引发该状态
的用例标记成危险点。
将危险点对应的用例坐标标记在用例空间内，在种群进
行遗传算法迭代时，计算个体与危险点之间的距离便可以给
出该点的重要度。当空间内有 q 个危险点时，首先计算每个
用例点与各个危险点的距离，比较后将其归入离其最近的危

险点对应的一类内，此时种群将被划分为 q 个子种群，且每
一个子种群与危险点一一对应。
用例平均相似度：尽可能提高用例的覆盖率是测试用例
生成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一点。用例平均相似度可以作为反
映用例多样性的一个指标，通常采用个体间的平均距离进行
描述。但每个个体都需要计算本身与其他所有个体的距离，
导致该方法出现大量的重复计算，效率较低。本文设计了一
个新的计算方法，可以准确地反映出种群内个体的分布情况，
并且降低计算量。
首先对整个种群内所有个体的四个字段进行求和并取均
值，得到中心用例 case = l u f d  ，其中各字段的计算公式如
式(4)所示，其中 m 是当前种群内个体数量，x 为用例的四个
字段。
x=

1 m
  xi
m i=1

(4)

则每条用例的平均相似度可以用式(3)求得的其与中心
用例的距离来表示。这种方法计算用例平均相似度的时间复
杂度为 O ( n ) ，相较于一般方法 O ( n lg n ) 的时间复杂度，在 n 较
大时会有显著的效率提升。
以用例空间、危险点以及用例平均相似度为基础，本文
提出了一种新的动态适应度函数来描述用例的优劣，其计算
方法受用例空间内是否有危险点影响：
a) 在种群用例空间内没有危险点，即 q = 0 时，相似度函
数是选择操作的主导因素，第 k 条测试用例的平均相似度，
即此时的个体适应度函数计算公式如式(5)：
f ( x) = 1 −

d k -case
, k = 1, 2...
d max

(5)

b) 当用例空间内出现危险点，即 q  0 时，应该首先将种
群划分成 q 个子种群，每个个体将其归于与之距离最近的危
险点。然后在各子种群之间独立进行选择操作，此时采用重
要度函数作为适应度函数，也就是个体与该子种群所属的危
险点之间的距离。第 p 个危险点对应的子种群中第 t 个个体
的适应度函数如式(6)，式中 d pt 是个体与该子种群所属的危险
点之间的距离， d max − p 是其中的最大者。
f p ( x) =

dt − p
d max − p

(6)

然而由于危险点并不一定是可利用的漏洞，因此为了提
高测试效率，给每个危险点设置了 20 代的存活周期。当达到
最大存活周期后，记录危险点的测试信息后将其消除。
交叉与变异算子：交叉和变异算子( pc 、 pm )是遗传算法
中保持种群多样性的关键算子。由于种群在迭代时不能有过
高的个体相似度，因此交叉、变异的概率对种群的多样性有
较大影响。文献[20]中主提出的自适应交叉、变异算子设计，
可以有效的根据种群状态实时的调整变异以及交叉概率，本
文将用例构成的种群状态与该公式结合，构造出了适应于
Modbus 模糊测试的自适应概率函数如式(7)：
-1
 
d ave 
 P  1 −

p =   d max 

P

d ave
d
 a, min  b, p  1 − b
d max
d max

(7)

其他

其中 d ave 为当前(子)种群内所有个体间的平均距离，d max 、dmin
分别是最大距离与最小距离。参数 a 、 b 用于判断当前种群
是否相似度过高，文中取值经验值 a = 0.72 ， b = 0.25 [18]。这样
构造的交叉、变异概率，其大小随种群的状态发生改变：当
d ave 较小，即种群内的测试用例之间相似度较高时，此时算得
的概率 p 值较大，进而使得当前遗传迭代的种群个体有更高
的变异概率，提高多样性；当 d ave 较大时，则与之相对反。
基于前文所述的理论方法，设计的遗传算法流程如图 2
所示，其中的主要步骤有以下几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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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构造初始用例种群用于用例的生成与优化，输入到算
法中；
b) 根据当前种群用例空间状态、危险点个数选择适应度
函数，若不存在危险点，转到步骤 c) ，若存在危险点，转到
步骤 d) ；
c) 选择用例平均相似度作为适应度函数，并进行用例间
相似性检验，转到步骤 e) ；
d) 首先根据用例所属危险点将种群划分为若干子种群，
选择个体重要度作为适应度函数，转到步骤 e) ；
e) 根据个体适应度在种群内或者子种群内执行遗传相
关操作；
f) 判断是否满足终止条件：若不满足，根据更新后的危
险点信息，在用例空间内标记新增危险点，返回步骤 b) ；若
满足终止条件，结束算法；
g) 算法终止，输出测试日志。
相较于传统遗传算法，主要加入了动态适应度函数，通
过监测用例种群内是否存在危险点用例选择不同的遗传算法
适应度函数，避免了传统遗传算法在应用的用例生成时，一
旦收敛之后，用例出现较高的相似性，导致测试用例失效率
迅速升高的问题。同时在加入的动态变异及选择概率，可以
根据种群状态调整种群内用例的多样性，尽可能的在提高测
试命中率的同时提高用例的覆盖率。
开始
构造初
始种群
N

存在危险点？

Y

用例平均相似度
函数f(x)

Kmeas聚类，划
分子种群

相似度检验

个体重要度适应
度函数f(x)

协议分析

N

Y
结束

图2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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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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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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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控系统服务端

已知漏洞库、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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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fuzzer 结构设计

Structural design of GA-fuzzer

实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所提方法的有效性以及测试其性能表现，分别
采用开源模糊测试方法 Peach 以及本文所提方法对目标进行
测试。Peach 是由 Michael Eddington 等人在 2004 年发布的一
个开源模糊测试工具，其测试对象包括文件格式、通信协议、
API 等。通过对 Peach Pit 文件的配置，包括数据类型、变异
策略、数据长度等，可以实现对工控协议模糊测试 [19]。
实验环境：实验硬件平台为 Intel(R) Core™ I5-3470 CPU
@ 3.20GHz; 3.79GB RAM; Windows 10；开发语言为 Python3.6；
测试采用 Modbus 通信仿真软件。首先使用 Modbus Poll 与
Modbus Slave 建立正常的数据通信，使用 Wireshark 抓包工
具获取正常的通信报文，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报文进
行数据特征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构造初始种群，并将其作
为各测试方法的输入，对目标进行测试。
两组实验中的主要相同参数设置为：种群规模 size = 100 ；
交叉标准概率 pc = 0.76 ；变异标准概率 pm = 0.03 。
实验终止条件为挖掘出漏洞，首先为了测试前文中提出
的用例优化方法的性能，对两种方法所生成的用例以种群为
单位统计每一代的用例平均相似度，如图 4 所示，其中用例
平均相似度的计算方法如式(8)所示。
s = 1−
0.8

n
1
 d
n  dmax i=1 i−case

Peach

(8)
GA-fuz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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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gener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2.2 GA-fuzzer 设计
结合改进的遗传算法和模糊测试，本文设计的 GA-fuzzer
如图 3 所示。
a) 协议分析：分析 Modbus 协议报文特征，对协议报文
的各字段数据类型、功能特性以及取值范围作标记，同时捕
获正常的通信报文，构造出较高质量的初始测试种群。
b) 用例生成：将构造好的初始种群发送给用例生成单元，
该环节的功能包括危险点标记、计算各动态适应度函数、种
群个体的遗传操作、更新用例空间等。
c) 仿真测试：在种群优化完毕后，该代所有的个体经过
Modbus 模拟服务器发送给测试目标进行测试。
d) 异常检测：将每一条测试用例的运行结果记录到测试
日志，并确认是否存在危险点，以此更新危险点信息、适应
度函数、变异概率和交叉概率。
e) 结果分析：分析实验最终结果，确定是否存在可被利
用的安全漏洞。

异常监测

工控系统客户端

计算适应度

遗传操作

满足结束条件

仿真测试

新种群、危险点
信息

更新危险点信息

调用用例执行模
块执行测试

用例生成

协议特征分析

用例平均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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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 4

用例平均相似度变化趋势
Trend of Case Average Similarity

对结果进行分析后可知，在 Peach 测试中，变异概率在
测试前由配置文件给定后，并不能通过判断用例生成的状态
进行调整，虽然用例的平均相似度较低，但针对性较弱，用
例的生成趋向于随机。而 GA-fuzzer 的用例种群的状态动态
调整，当危险点增多时，由于遗传算法的收敛特性，会导致
生成的用例逐渐收敛于所属危险点，此时对变异概率进行适
当的调整，可提高危险点附近的漏洞命中率。
另外，在结果中有部分种群的用例相似度超过了 0.7，例
如 770 代左右的种群，经过对原始数据分析，该种情况下为
种群内存在危险点，且趋于收敛。根据前文提到的动态适应
度函数，此时的用例生成趋向于危险点，提高用例的漏洞命
中概率，因此出现用例间相似度较高。
在两组实验在相同环境下分别进行多次测试后，对生成
的用例进行统计，主要测试数据的平均值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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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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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异常检测算法 [J/OL]. 计算机应用研究, TP. 20180811: 1-3. (Yan

实验结果数据对比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Tengfei, Shang Wenli, Zhao Jianming, et al. Anomaly detection

生成方法

用例数量/个

相似度

时长/h

漏洞数/个

algorithm based on OCSVM double contour model of genetic algorithm

GA-fuzzer

98561

0.4381

14.60

1.00

optimization for 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 [J/OL] , Application Research

Peach

135384

0.3354

22.40

0.80

同时在三组测试中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连续 100 代种群
作为示例数据，归一化后抽象到三维用例空间内，可以得到各
测试方法所生成的用例在用例空间内的分布情况，如图 5 所示。

of Computers, TP. 20180811: 1-3.)
[2] 安高峰, 朱长明, 雷晓锋, 等. 我国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政策和标
准 体 系 架 构 研 究 [J]. 信 息 安 全 研 究 , 2018, 4 (10): 959-964. (An
Gaofeng, Zhu Changming, Lei Xiaofeng, et al. Information Security
Policy and Standard System of Industrial Control in China [J].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Security, 2018, 4 (10): 959-964.)
[3] 万明, 尚文利, 曾鹏, 等. 基于功能码深度检测的 Modbus/TCP 通信
访问控制方法 [J]. 信息与控制, 2016, 45 (02): 248-256. (Wan Ming
Shang Wenli Zeng Peng, et al. Modbus/TCP Communication Control
Method Based on Deep Function Code Inspection [J] ,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2016, 45 (02): 248-256.)
[4] 熊琦, 彭勇, 伊胜伟, 等. 工控网络协议 Fuzzing 测试技术研究综述
[J]. 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 2015, 36 (3): 497-502. (Xiong Qi, 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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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ach
图5
Fig. 5

(b) GA-fuzzer

各方法生成的用例在用例空间内的分布

Distribution of cases of each method in the case space

从各测试方法的测试用例在用例空间内的分布状态来看，
开源模糊测试框架所产生的用例，在用例空间内的分布较为
均匀，如图 5(a)。这是由于其用例的生成没有较好的控制策
略，更多的是趋向于更高的覆盖率。该方法虽然能够保持个
体间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针对性不理想，不能快速的定位
漏洞，这导致测试所需的时间较长，且需要大量的测试用例；
图 5(b)是采用 GA-fuzzer 的模糊测试方法所生成的测试用例。
示例数据中，存在两个危险点，根据所提方法的设计，在用
例空间内存在危险点时，种群内个体首先会根据距其较近的
危险点进行聚类，然后在所在类的内部各自进行遗传收敛，
这样可以同时对多个可疑漏洞进行针对测试，提高测试效率；
在空间内没有危险点或者所有危险点的存活周期结束时，用
例的生成倾向于高覆盖、低相似的趋势，保证测试具有较高
的覆盖率。通过对空间内是否存在危险点来对遗传算法的适
应度函数、遗传算子进行动态更新，可以同时具有较高的测
试覆盖率和很好的针对性，有效的降低测试用例的失效率。
表 1 中的数据也表明，在相同的实验环境中，成功完成测试
的情况时，与 Peach 模糊测试工具相比，本文所提的 GAfuzzer 模糊测试器在时间效率上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将测试
时长缩短约 34.82%，同时测试所需的测试用例数量也降低了
约 27.20%。

4

结束语

本文将遗传算法应用到工控协议的模糊测试中，设计了
一个利用用例空间来动态调整遗传算法适应度函数、交叉以
及变异概率的模糊测试器，为模糊测试在工控协议漏洞挖掘
上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法：用例空间和危险点的
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模糊测试的用例生成随机性强的不
足，同时也解决了传统遗传算法过早收敛的问题；动态适应
度函数的加入，使得遗传算法的遗传操作可以根据种群内个
体的状态实时调整，生成的测试用例更加具有针对性，降低
测试用例失效率提高测试效率。下一步工作将针对用例空间
模型做深一步的研究，比如更加细致的处理因降维造成的数
据损失，优化动态适应度函数的调整策略，进一步提升生成
的测试用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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