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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出了基于编译优化和反汇编的程序相似性检测方法, 能够检测出标识符

重命名、增加冗余语句、等价的控制结构替换等 12种学生常用的抄袭手段.基于该方法,设计

和实现了一个程序相似性检测系统 BuaaSim, 采用编译优化和反汇编技术将源程序转化为汇

编指令集合,删除和替换汇编指令中对程序本质特征影响不大的易变元素, 使用一个与指令顺

序无关的决策函数计算程序相似度; 还给出一个简单有效的聚类算法, 从程序集合中聚类出相

似的程序子集.通过与著名的 JP lag系统针对两份典型的抄袭样本集进行评测对比, 表明本文

方法的检测效果具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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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based on compiling op tmi ization and d isassemb ling to

detec t program smi ilarity

Zhao Changha i YanH a ihua JinM aozhong

( S chool of Compu ter Science and T echnology, B eijing Un ivers ity ofA eronau tics andA stron aut ics, Beijing 100191, Ch ina)

Abstract: An approach based on compiling opt im iza tion and disassembling w as proposed to detect sim-i

larity in computer programs. It can detect 12modificat ion strateg ies that are often used by students, such as

renam ing iden tifiers, add ing redundant statements and replacing control structures w ith equ iva lent structures.

The implemented softw are, called BuaaS im, translates source code into assembly instructionsw ith the he lp o f

comp iler and d isassemb ler, removes and rep laces those easily changed e lem ents in the assembly instructions,

and applies a dec ision function to ca lculate the sim ilarity, w h ich doesn t depend on the order of assemb ly in-

struct ions. A simp le clustering a lgorithm w as also introduced to find all g roups o f sim ilar programs. By using

tw o sets o f plag iarized transcripts as testing prog ram s, the comparat ive evaluat ion show s tha tBuaaS im hasmore

advantages than JPlag, a famous sim ilarity detect 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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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外的大学教育中学生作业抄袭现象

比较普遍,尤其是计算机专业的程序设计课程,抄

袭现象更加严重.国外很多教育机构针对程序设

计课程的源代码抄袭现象进行的调查显示, 高达

85. 4%的学生承认抄袭过别人的编程作业
[ 1- 2]

.

相对于自然语言,程序语言语法非常规则,抄袭起

来简单的多,完全不用理解程序,通过文本编辑器

进行简单的变量替换、添加冗余代码、变换代码顺

序等手段就可以改变代码的外观, 且不影响程序

的正常运行.

如今已经有很多软件工具可以协助教师检测

代码相似性,如斯坦福大学的 M oss系统
[ 3]
、德国

卡尔斯鲁厄大学的 JP lag
[ 4- 5]
、威奇塔州立大学的

S im
[ 6]
、悉尼大学的 YAP3

[ 7]
等. 这些工具普遍采

用属性计数和结构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计算程序的

相似度,只有相似度大于某个阈值时,才能认定学



生抄袭,这个阈值很难确定,阈值过大可能会错过

很多相似的程序,阈值过小可能会把很多本来独

立编写的程序认定为抄袭,实际操作过程中,教师

需要人工对比查看很多学生程序, 才能选择一个

合适的阈值. 本文作者在使用 JP lag和 Moss过程

中还发现,如果在学生程序中加入一些冗余的语

句、声明冗余的变量或者拆分语句,相似度会明显

下降.

相比上述几个著名的程序相似性检测系统,

本文提出的相似性检测方法的独到之处在于: 引

入编译优化技术和反汇编技术, 从程序语义层面

消除类似代码冗余、语句拆分、控制结构等价替换

等高级抄袭手段带来的干扰, 并给出一个相似度

经验阈值和一个基于该经验阈值的简单有效的聚

类算法.基于该相似性检测方法的一个实现

BuaaS im系统已应用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级语

言程序设计教学辅助平台, 该教学平台可以自动

评判学生提交的源程序, 然后使用 BuaaS im对学

生提交的程序进行相似性比较, 经过 3届学生的

使用,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相关研究

文献 [ 8]总结了学生常用的 10种抄袭手段,

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增加了常量替换和表达式拆

分 2种手段,根据抄袭所付出的努力,从易到难依

次为: 完整拷贝; 修改注释; 重新排版; 标

识符重命名; 代码块重排序; 代码块内语句重

排序; 常量替换; 改变表达式中的操作符或者

操作数顺序; 改变数据类型; 增加冗余的语句

或者变量; 表达式拆分; 替换控制结构为等价

的控制结构.

除了上述 12种, 也存在其它抄袭手段, 但需

要对程序语言有较深入的了解, 不是抄袭检测系

统关注的重点.一个好的检测系统应该对上述 12

种抄袭手段有比较强的检测能力, 否则学生就会

利用系统无法检测的抄袭手段逃避检测, 但目前

还没有一个系统能消除上述所有抄袭手段带来的

干扰.

程序相似性检测技术已经有 30多年的历史,

早期的程序相似性检测主要基于属性计数方法,

该方法从源代码中抽取各种度量元,例如关键字

数、操作符数、循环数等, 由于属性计数法没有考

虑程序的结构,如果修改了源程序的结构,这种方

法就会失效
[ 9]
;后来出现了基于结构度量的相似

性检测方法, MOSS, JP lag, S IM和 YAP3是当前比

较知名的基于结构度量的程序相似性检测系统,

它们对程序进行度量的时候都考虑到了程序的结

构,例如函数调用关系、扇入扇出系数、M cCabe圈

复杂度等与结构相关的信息.

上述系统所采用的方法在检测前 4种抄袭手

段方面效果都很好,但由于它们都是在源代码层

次基于大量的度量信息来判别相似性,而且没有

对程序进行数据流和控制流分析, 如果程序规模

比较小, 在代码中增加冗余变量或语句、拆分语

句、增加冗余的头文件等, 导致计算出的相似度陡

降,使得原本相似的程序无法检测出来.本文提出

的相似性检测方法引入编译优化技术,能有效消

除上述所有抄袭手段带来的干扰.

2 基于编译优化和反汇编检测相似性

抄袭程序为了保证正确性,其运行逻辑和执

行结果必须与原始程序一致. 对于那些不理解原

始程序的逻辑,但又担心把程序改错的学生,低级

的等价变换 (如更改变量名、修改注释、重新排版

等 )是首要的选择; 一些对编程语言掌握稍微好

点的学生, 可能会采用比较高级的等价变换 (如

增加冗余变量、拆分语句、掉换语句顺序等 ) . 对

于低级的等价变换,不会影响编译生成的目标代

码;高级的等价变换采用的手段,一般在编译器优

化阶段即可消除. 下面给出一个基于编译优化和

反汇编的程序相似性检测方法, 其核心思想是利

用编译器和反汇编工具对程序进行规一化 ( nor-

ma lize)生成特征文本,最后对比特征文本确定程

序两两之间的相似度,根据该相似度进行聚类,分

析出相似的程序子集.该方法的流程如图 1所示.

图 1 程序相似性检测流程

2. 1 概念定义

规一化:为了进行相似性检测而对程序所执

行的修剪和变换称为规一化. 规一化有 2个主要

目的: 将代码中或者编译生成的二进制文件中

的某些对程序的骨架影响较小的符号替换为通用

的符号,例如将常量等统一替换为某一特殊符号、

对表达式的简化和统一 (例如 a + = b统一替换

为 a= a+ b )等等; 去除代码中的噪声, 例如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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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代码中的注释行、对代码重新排版、编译优化消

除冗余语句等.

2. 2 规一化过程

规一化过程应用于所有的程序代码, 消除抄

袭手段带来的噪声,并生成代表该程序本质特征

的文本.规一化过程分为 3步, 如图 2所示. 首先

优化编译生成与平台相关的二进制文件, 然后反

汇编该二进制文件生成汇编代码, 最后对该汇编

代码进行过滤生成特征文本并放入特征文本集

合,等待后续阶段应用决策函数计算相关度.

图 2 规一化过程

2. 2. 1 优化编译

学生常用的抄袭方法中, 一般是在代码层面

上添加一些混淆信息,改变代码的外观,增加教师

通过读代码辨别抄袭的难度, 编译生成的二进制

代码通常不会发生变化.

代码排版格式只会影响代码的可读性, 编译

器会忽略它们; 注释在编译的预处理阶段就会被

删除, 所以修改注释和重新排版带来的噪声最容

易也是最早被排除的; 代码中的标识符名并不会

对程序的执行效果产生任何影响, 所以可忽略编

译后二进制代码中的标识符, 则标识符重命名带

来的噪声也被消除.

编译优化采用控制流分析、数据流分析和依

赖分析等技术, 消除公共子表达式, 降低计算强

度,优化循环与跳转等.优化编译可以将等价的程

序逻辑表达方式转化为统一的形式,因此采用代

码冗余、表达式拆分或者等价控制结构替换手段

修改过的代码,经过编译优化编译后,抄袭代码与

原始代码生成的目标代码是一样的.

在优化编译阶段, 更改注释、重新排版、标识

符重命名、增加冗余的语句或者变量、表达式的简

单拆分和替换控制结构为等价的控制结构,共 6

种抄袭手段带来的噪声, 在源代码被转化为二进

制目标代码后被消除, 但是改变代码块或者语句

顺序带来的噪声还未消除, 改变语句顺序不仅仅

是导致指令顺序发生改变, 还可能由于数组或者

结构体的声明顺序变动,导致偏移地址发生改变.

下一阶段通过反汇编技术,过滤更多的噪声.

2. 2. 2 反汇编

第一步通过优化编译产生平台相关的二进制

代码, 可以借助反汇编工具,将程序中的代码段转

化为汇编代码,删除与程序特征无关的信息.相对

于二进制指令,汇编代码比较容易理解,而且每一

条汇编指令都代表一定的语义, 是天然的程序

指纹 ,一个执行逻辑不同的程序, 其对应的反

汇编代码必然不同.

2. 2. 3 噪声过滤

经过上一步的处理,程序被转换为汇编代码,

汇编代码中的偏移地址、函数地址、立即数和部分

跳转指令需要进行特殊处理.

偏移地址 (例如: jmp* 0x804981c)非常容易

变化, 语句或者变量声明顺序改变就可能导致偏

移地址的变化, 为了消除这个差异, 统一使用

OFFSET代替.

函数地址 (例如: call 0x8048324)跟偏移地址

类似也是易变的, 如果改变函数体的顺序就会导

致函数地址改变, 统一使用 FUNCTION替代函数

地址, 屏蔽函数地址的差异.

立即数 (例如: push $ 0x8)代表了程序代码

中的常量,为了避免常量替换带来的噪声,统一使

用 CONSTANT替换汇编代码中的立即数.

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 如果关系表达式中

操作数顺序,例如将 x < y, x< = y,改成 y> x, y >

= x,相应的汇编指令 jl就会改为 jg, jle变为 jge,

为了屏蔽这个抄袭手段的影响, 统一将 jl替换为

jg, jle替换为 jge.

2. 3 决策函数

源代码经过规一化, 最后映射为汇编指令集

合.用 P 1和 P 2表示 2个待检测的程序, F (P1 )和

F (P2 )表示 P 1和 P2规一化后的汇编指令集合,

S im (P1, P 2 )表示 2个程序的相似度, 本文选用的

决策函数如下:

S im (P 1, P 2 ) =
F (P 1 ) F (P2 )

F (P 1 ) F (P2 )
( 1)

相似度 S im满足 S im (P, P ) = 1,且 Sim (P 1,

P2 ) = S im (P 2, P1 ). 根据经验, 该公式相比其它

常用的相关系数计算公式, 计算出的结果有更好

的区分度. 选用公式 ( 1)另外一个优势是它的计

算结果不受指令顺序的影响, 进而可以消除代码

块或者语句顺序变动带来的噪声.

由于规一化过程中已经基本消除了抄袭方法

带来的噪声,相似程序的相似度通常会达到一个

比较高的值,相似与不相似程序之间的相似度会

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 本文作者对 3届学生提交

的将近 6 000份作业程序进行了统计分析, 发现

抄袭程序与原始程序的相似度会达到 9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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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相似度达到 100% ; 而 2个独立编写的程

序之间的相似度通常在 80% 以下, 本方法选用

93%作为阈值,高于 93%可认为相似.

2. 4 聚类算法

程序两两之间的相似度计算出来之后, 还需

要一个聚类的过程,从提交的源程序集合中分析

出相似的程序集合.聚类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分

析出原始程序, 因为通常原始程序与抄袭程序最

类似, 假设 A是原始程序, B与 C都是抄袭 A得到

的,那么就存在 S im (A, B ) > 93% , S im (A, C ) >

93%,而 Sim (B, C ) < 93%的情况. 如果用 B作为

聚类的种子,聚类中就会丢失 C; 一个聚类也可能

存在多个原始程序的情况,例如 B抄袭 A, C抄袭

B,有可能 S im (A, C ) < 93% ,这时就需要使用多

个聚类种子.

本方法选定的阈值为 93% ,抄袭程序与原始

程序间的相似度基本在 93% 以上. 有了这个特

点,聚类算法就可简化, 若用 C (P i, P j, )表示

一个正在构造中的聚类集合, 如果程序 Pk与该集

合中的任何一个程序的相似度大于 93% ,即可将

Pk归入该聚类集合.计算机编程实现的时候可以

先任选一个程序作为聚类种子,然后不断地迭代,

即可构造出所有的聚类集合. 该聚类算法使用计

算机实现相当简单,时间复杂度也比较低.

3 结果评测及相关工作比较

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抄袭样本可以用来评

测相似性检测系统的效果,本文作者在 15位研究

生的帮助下,构造了 2组典型的评测程序集,可以

在 http: / /www. se.i buaa. edu. cn /buaasim下载. 本

方法使用该评测程序集与 JP lag系统的评测结果

进行比较,发现本系统的长处与不足.文献 [ 4]认

为 JP lag相比 Moss系统检测效果更好,性能方面

优于 YAP3,所以与 JP lag对比具有代表意义.

该评测程序集内包含了 2组 C语言程序, 分

别对应 2个问题的实现: 统计出现次数最多的整

数 (简称题目 1)和交叉引用生成器 (简称题目

2).题目 1的程序平均源代码长度 50行左右, 题

目逻辑比较简单;题目 2的程序平均源代码长度

150行左右,题目难度较大, 涉及多个函数调用.

每一组内有 3个程序,由 3个学生独立完成,组内

的其它程序都是基于这 3个程序进行抄袭. 为了

保证样本的公平性,没有告知样本提供者本系统

和 JP lag使用的相似性检测算法; 同时,为了保证

样本的典型性, 要求样本提供者在不改变程序最

终输出结果的情况下, 尽量采用高级的手段抄袭

程序,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修改注释、更改变量名和

重新排版.

使用 BuaaSim和 JP lag分别检测上述评测集,

聚类结果如表 1所示. 编号为 0, 10和 20是 3个

不同的原始程序,其它编号的程序都是抄袭这 3

个程序; JP lag系统中计算两程序间的相似度不具

备可交换性,即 S im (P 1, P2 ) Sim (P2, P 1 ),评判

结果分别根据平均相似度和最大相似度进行聚

类,根据 JP lag结果说明, 平均相似度最能代表程

序的相似程度,适用于大多数情况, 最大相似度适

用于 2个程序代码行相差较大的情形,本测试样

本都是基于同一个题目的实现, 代码行相差非常

小,所以本实验取根据平均相似度进行聚类的结

果.

表 1 BuaaS im和 JP lag的检测结果

题目 1 题目 2

人工

聚类

{ 0, 1, 2, 3, 4, 5}

{ 10, 11, 12, 13, 14, 15,

16 }

{ 20, 21, 22, 23, 24}

{ 0, 1, 2, 3, 4, 5}

{ 10, 11, 12, 13, 14, 15,

16}

{ 20, 21, 22, 23, 24}

BuaaS im

{ 0, 1, 2, 3, 4, 5}

{ 10, 11, 13, 14, 15, 16}

{ 20, 21, 22, 23, 24}

{ 0, 1, 2, 3, 4, 5}

{ 10, 11, 13, 14, 15, 16 }

{ 20, 21, 22, 23, 24}

JP lag

{ 0, 2, 3, 4, 5}

{ 10, 11, 13, 16 }

{ 20, 22, 23, 24 }

{ 0, 1, 2, 3, 4, 5}

{ 10, 11, 13, 16}

{ 20, 22, 23}

从表 1的结果可以看出, 2个工具都没有出

现误判的情况, 程序代码毕竟反映了人的思维, 2

个独立编写的程序一般情况下差异会比较大, 除

非程序要解决的问题非常简单.

检测效果 BuaaS im明显好于 JP lag, BuaaS im

没有检测到题目 1和题目 2对应的编号为 12的

抄袭程序,这 2个程序都是由同一个样本提供者

改写编号为 10的原始程序得到的,与编号 10的

程序的相似度分别为 84%和 86. 9%,经过仔细分

析,发现该样本提供者对原始程序做了如下改动:

1) 将 1个函数分解为 2个函数;

2) 在结构体内增加冗余的结构成员;

3) 修改函数参数的顺序;

4) 将 fo r循环改为 wh ile循环;

5) 替换变量名;

6) 改变函数内变量声明循序;

7) 改变函数定义顺序.

主要是前 2项改动导致 BuaaS im无法检测出

抄袭程序,包括修改函数参数顺序在内的其它几

项改动在规一化过程中可以被消除.采用上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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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袭手段需要付出比较大的努力, 而且需要具备

相当的编程能力,虽然调低相似度阈值可以检测

出这种类型的抄袭程序, 但是对于教学来说没有

太大必要.

JP lag遗漏的抄袭程序较多, 掉换函数定义顺

序、加入冗余的变量声明、拆分语句都会对程序间

的相似度产生较大影响,但是修改注释、改变变量

名、重新排版不会影响 JP lag计算相似度.

BuaaS im的规一化过程中要将源程序编译生

成可执行码,这就要求源代码必须是可编译的,而

JP lag没有这个限制, 这是 BuaaS im不及 JP lag之

处.

4 结 束语

通过分析与实验可以看出,本相似性检测方

法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可以有效消除学生常

用的抄袭方法带来的噪声. 本方法没有采用传统

的基于属性或者结构度量的方法检测程序间的相

似性, 而是深入到程序的语义层面,引入编译优化

技术和反汇编工具对源程序进行规一化, 消除增

加代码冗余、代码块重排序、控制结构等价替换等

常规方法无法检测到的干扰; 本文还给出了一个

相似度经验阈值,根据该阈值给出了一个简单的

聚类算法,可以有效地提取相似的程序子集.

相比其它系统, 本系统的限制在于要求源代

码必须是可编译的,而且编译优化后丢失了代码

段的定位信息,只能进行整体的相似性比较,无法

检测 2个程序内部代码段的相似性,不适合检测

大规模的源程序的相似性. 这也是本系统今后努

力的方向,考虑使用插装技术, 解决源代码与目标

代码的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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