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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循环神经网络和生成式对抗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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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度学习技术的进展为提高口令猜测效率提供了潜在的新途径．目前，已有研究将循环神经网络（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ＮＮ）、生成式对抗网络（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ＡＮ）等深度学习模型运用于设计口令
猜测模型．本文基于ＲＮＮ模型、概率上下文无关文法（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ｅｘｔＦｒｅｅＧｒａｍｍａｒ，ＰＣＦＧ）与长短期记忆网
络（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ＬＳＴＭ）的混合模型（简称ＰＬ模型），提出采用ＲＮＮ来代替ＰＬ模型中的ＬＳＴＭ的
思想，将ＰＣＦＧ与ＲＮＮ在模型层面进行融合，设计了ＰＲ模型．为降低猜测模型对大训练样本的依赖，进一步提出
了ＰＲ＋模型，即采用ＲＮＮ来生成字母序列，实现对口令字母段的填充．基于４个大规模真实口令数据集的实验结
果显示，ＰＲ模型的破解率略高于ＰＬ模型，且始终显著高于传统的ＰＣＦＧ（１０７量级猜测数下）和Ｍａｒｋｏｖ模型（１０６
量级猜测数下），并且ＰＲ模型的训练效率远优于ＰＬ模型．鉴于不同口令模型生成口令猜测的特性不同，将不同模
型生成的猜测集组合来生成新的口令猜测集，并基于４个大规模真实口令数据集对不同组合方法进行了对比．尽
作者所知，我们首次证实了在相同猜测数下（１０７～１０８量级猜测数），组合不同类型模型所生成口令猜测集的破解率
通常高于单一猜测集．本文研究显示，ＧＡＮ模型在猜测数为３．６×１０８时，破解率仅为３１．４１％，这表明ＧＡＮ模型
的口令破解效率劣于传统基于概率统计的模型（如ＰＣＦＧ模型和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和基于ＲＮＮ的口令猜测模型，并进
一步指出了ＧＡＮ模型表现不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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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

展，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各种数字化网络服务的联系
变得越来越紧密．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网络服务需要
口令保护，另一方面，人类的大脑记忆十分有限，只
能记忆５～７个口令［１］，这将导致用户在设置口令
时，不可避免地采用低信息熵的弱口令［２］，或在不同
服务中使用相同口令［３］，这些行为在多起口令数据
库的泄漏事件中都得到了印证［４５］，并且带来了严重
的安全威胁．尽管口令存在一些可用性缺陷或安全
性问题，而且近年来还不断有新型的认证技术被提
出，但是考虑到口令易于实现，便于更改，不需要搭
载特殊的软硬件，并且用户和开发者对口令都很熟
悉［６］，因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口令仍将是最主要的身
份认证方式之一［７８］．与此同时，新的口令猜测方法
陆续出现，攻击者的计算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导致
口令面临的安全威胁不断加剧．因此，研究用户口令
的安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需求，而口令猜测技
术则是研究口令安全性的核心方向之一．
１１　相关工作

常见的口令猜测方法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
基于字典的方法［９１０］，该类方法将字典中的词汇直
接或通过规则变换作为口令猜测集．著名的口令破
解工具，如ＨａｓｈＣａｔ［９］和ＪｏｈｎｔｈｅＲｉｐｐｅｒ［１０］，会对
字典中的单词执行相应的规则变换来扩展猜测样
本，比如将“ｐａｓｓｗｏｒｄ”变为“ｐａｓ５ｗ０ｒｄ”等，但是此

类方法需要由人工去制定变换规则，因而猜测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个人经验．第二类是基于统
计学规律的方法［１１１４］，典型的代表有Ｍａｒｋｏｖ模
型［１１］和概率上下文无关文法（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ｒｅｅＧｒａｍｍａｒ，ＰＣＦＧ）模型［１２］，它们分别根据口令的
前后字符依赖关系和口令的结构组成来进行建模，
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理论性．在此基础上，许多研究
者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方法，如对Ｍａｒｋｏｖ模型
进行正规化和平滑处理［５］；按概率递减顺序枚举生
成的口令［１３］；在ＰＣＦＧ的基础上加入键盘词模
式［１４］；针对长口令做出适应性改进［１５］；将ＰＣＦＧ和
Ｍａｒｋｏｖ相结合形成混合攻击模型等［１６］．此外，在文
献［１７１９］中，作者利用与攻击对象相关的个人信息，
分别提出了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Ｍａｒｋｏｖ，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ＣＦＧ以
及ＴａｒＧｕｅｓｓ猜测框架（包括７个算法），增强了口
令猜测的针对性．２０１７年，Ｗａｎｇ等人［２０］通过大规
模真实数据集证实了口令分布服从Ｚｉｐｆ定律，并指
出Ｍａｒｋｏｖ和ＰＣＦＧ模型生成的口令猜测集都遵循
这一规律［２１］，这为基于概率的口令攻击方法提供了
有效的理论支持．

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为改进口令猜测
技术、提高口令破解效率提供了潜在的新途径，逐渐
形成了口令破解的第三类方法．２０１６年，Ｍｅｌｉｃｈｅｒ
等人［２２］首次使用循环神经网络（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ＮＮ）进行口令破解．ＲＮＮ可以根据某个
字符串前缀预测下一位的字符，如根据一个口令的前
５位预测口令的第６位．Ｘｕ等人［２３］使用ＲＮＮ的一
个变种，即ＬＳＴＭ进行口令破解，在生成３．３５×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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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猜测样本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比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和
ＰＣＦＧ模型更高的破解率．２０１８年，Ｚｈｏｕ等人［２４］将
个人信息与ＲＮＮ相结合，提出了定向口令猜测模
型ＴＰＧＸＮＮ，猜测成功率高于同样场景下的ＰＣＦＧ
和Ｍａｒｋｏｖ模型．
２０１９年，Ｈｉｔａｊ等人［２５］首次提出利用生成式对抗

网络（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ＧＡＮ）来破
解口令，他们将模型命名为ＰａｓｓＧＡＮ．ＧＡＮ同时训
练两个神经网络Ｇ（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和Ｄ（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
Ｇ通过学习真实数据的分布产生新的数据，Ｄ判断
数据是来源于Ｇ还是来源于真实数据．两个网络以
相互对抗的方式共同进步，直到Ｇ产生的数据和真
实的数据难以区分［２６］．虽然ＧＡＮ在图像生成方面
卓有成效，但是在文本生成方面效果一直不理想．针
对这一问题，Ｇｕｌｒａｊａｎｉ等人［２７］和Ｒａｊｅｓｗａｒ等人［２８］

分别提出了使ＧＡＮ在文本生成方面效果更好的方
案．在文献［２７］提出的网络架构中，Ｇ和Ｄ均由卷积
神经网络（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ＮＮ）
构成，而文献［２８］和［２９］分别探索了Ｇ和Ｄ均为
ＲＮＮ和ＧＲＵ的情况．

总体看来，ＧＡＮ模型的应用为口令破解提供了
新的技术途径．其优势包括：不需要人工设置规则；
可以生成无限多的口令；随着猜测数的增加，破解
率一直在稳步上升等．不过相比传统的口令破解方
法，ＧＡＮ的效果并不理想，这与ＧＡＮ自身在文本
数据上的局限性有关．具体来说，在生成相同数目的
猜测样本（４４１３５７７１９个口令）时，ＰａｓｓＧＡＮ的破解
率比自动化口令猜测工具ＨａｓｈＣａｔｂｅｓｔ６４规则低
３６．７％．本文实验结果显示，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和ＰＣＦＧ
在猜测效率方面也优于ＰａｓｓＧＡＮ．本文尝试对
ＰａｓｓＧＡＮ进行改进并做出相应的分析，以进一步探
究ＧＡＮ模型在口令破解方面的可行性．
１２　主要贡献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三：
（１）将ＰＣＦＧ和ＲＮＮ相结合，提出新的ＰＲ

（ＰＣＦＧ＋ＲＮＮ）模型（模型层面的组合）．ＰＲ模型借
鉴了２０１８年Ｌｉｕ等人［３０］提出的ＰＬ（ＰＣＦＧ＋ＬＳＴＭ）
模型．结果显示，ＰＲ模型在多数数据集上的破解率略
高于ＰＬ模型，且训练效率远高于后者．此外，这两个
模型的破解率通常高于传统的ＰＣＦＧ和Ｍａｒｋｏｖ模
型．为降低猜测模型对训练样本的依赖，在ＰＲ模型
的基础上，本文额外使用ＲＮＮ用于生成口令字母
段的填充内容，提出了ＰＲ＋模型．ＰＲ模型和ＰＲ＋
模型为口令猜测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

（２）由于不同口令模型生成的口令具有不同特

性，本文还将各类基本模型所产生的口令进行组合
来产生新的猜测样本集合（即“ＲＮＮ＋ＰＣＦＧ”、
“ＲＮＮ＋Ｍａｒｋｏｖ”、“ＲＮＮ＋ＰＲ”、“ＬＳＴＭ＋ＰＣＦＧ”、
“ＬＳＴＭ＋Ｍａｒｋｏｖ”和“ＬＳＴＭ＋ＰＲ”六种组合方
式），基于大规模真实口令数据集实验结果，首次证实
了组合不同类型模型所生成口令猜测集的破解率通
常高于单一猜测集，进一步提升了口令的破解效率．

（３）对Ｈｉｔａｊ等人［２５］提出的ＰａｓｓＧＡＮ模型进
行了研究，指出其存在输出定长和输出冗余这两个
缺陷．进一步研究了网络层数对ＰａｓｓＧＡＮ［２５］破解
率的影响，发现层数较深时，破解率会降低．此外，
ＰａｓｓＧＡＮ的破解率始终在现有口令猜测模型中表
现最差，比如在猜测数为３．６×１０８时，破解率仅为
３１．４１％．最后，分析了ＧＡＮ模型在用于口令破解
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１３　组织结构

本文第２节简要介绍ＲＮＮ和ＧＡＮ；第３节详
细给出基于ＲＮＮ（ＬＳＴＭ）的口令猜测模型；第４节
提出ＰＲ模型和ＰＲ＋模型，并对不同模型生成的口
令进行组合，进行全面的对比实验；第５节探索
ＧＡＮ在口令破解上的应用；第６节总结全文，并指
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２　循环神经网络和生成式对抗网络
２１　循环神经网络

循环神经网络（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ＲＮＮ）［３１］是一种特殊的神经网络，一般用于与时间
序列相关的任务，它是由一系列结构相同的神经元
构成，该神经元在每个时间步骤中重复使用．ＲＮＮ
的神经元内部有一个记忆状态，在处理序列数据时，
输入不仅仅有序列数据，还有上一个时刻的记忆状
态，并向下一个时刻输出当前的记忆状态．记忆状态
不断的作为输入和输出，其结构在理论上可以看作
是一个运算单元无限循环的结果．如图１所示，为
ＲＮＮ在时间上的展开．

图１　循环神经网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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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１左侧的ＲＮＮ按照时间步骤展开，就得
到图１右侧的神经网络．其中，狓为输入，狅为输出，
犛为隐藏状态，下标狋为不同的时间步，狌、狏、狑分别
为对应的权重．
２２　生成式对抗网络

生成式对抗网络（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ＧＡＮ）［２６］是一种训练和评估生成式模型的
框架．在该框架下，同时训练两个模型：一个生成式
模型Ｇ和一个判别式模型Ｄ．Ｇ致力于学习真实数
据的分布，以此生成新的数据，而Ｄ致力于分辨输
入来源于真实数据还是Ｇ生成的数据．

在生成式对抗网络中，Ｇ的输入是噪声狕，输出
是Ｇ（狕；犵），其中犵为Ｇ的参数．Ｄ的输入是样本
狓，该样本来源于真实数据，或来源于Ｇ；Ｄ的输出
记为标量Ｄ（狓；犱），表示狓来自真实数据的概率，犱
为Ｄ的参数．Ｇ的目标是使Ｄ（Ｇ（狕））尽可能大，而
Ｄ的目标是使它的输出尽可能准确．

生成式对抗网络ＧＡＮ表现出了较大的潜力，
但是训练起来比较困难，尤其需要注意交替训练
Ｇ和Ｄ．Ｍａｒｔｉｎ等人［３２］提出ＷａｓｓｅｒｓｔｅｉｎＧＡＮ（简
称ＷＧＡＮ），将需要优化的函数从ＧＡＮ中的
ＪｅｎｓｏｎＳｈａｎｎｏｎ（ＪＳ）距离替换成ＥａｒｔｈＭｏｖｅｒ（ＥＭ）
距离，并对Ｄ的参数加以约束，使得在每次迭代中
一次性把Ｄ训练到最优，然后再训练Ｇ．Ｇｕｌｒａｊａｎｉ
等人［２７］进一步对ＷＧＡＮ进行了改进，得到了基于梯
度惩罚（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ｐｅｎａｌｔｙ）的ＷＧＡＮ模型（ＷＧＡＮ
ＧＰ），提高了训练的稳定性，而ＰａｓｓＧＡＮ［２５］的网络
框架即为ＷＧＡＮＧＰ．

３　基于犚犖犖的口令猜测模型
３１　数据集与预处理

本文使用了４个大规模真实口令集，它们来自
不同服务类型和规模的网站，用户的语言与文化背
景也各异，这将充分显示本文所提模型的普适性．
４个口令集的基本信息详见表１．

表１　本文所使用口令集的基本信息
口令集 服务类型 地域 语言 口令总数
ＣＳＤＮ 程序员论坛 中国 中文 ６４２８２８７
Ｒｏｃｋｙｏｕ 游戏 美国 英文 ３２６０３３８８
Ｔｉａｎｙａ 社交网站 中国 中文 ３０２３３６３３
Ｙａｈｏｏ 互联网门户 美国 英文 ５６２６４８５

以ＣＳＤＮ数据集为例，按照８∶１∶１的比例划分
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训练集包含５．１×１０６
个口令，验证集和测试集均包含６．４×１０５个口令．

训练集用于对模型进行训练，验证集用于对模型的
效果进行分析并修改模型参数，最后使用模型对测
试集进行测试，并输出测试结果．

模型的输入为真实口令，因此可以将其作为字
符序列来进行处理．对口令中每个字符进行编码，将
其转化为向量用于网络训练．口令中的字符通常都
包含在９５个可打印字符中，基于此，采用独热编码
（ＯｎｅＨｏｔＥｎｃｏｄｉｎｇ）来对９５个可打印字符进行编
码．对于每个口令，都可以转换为一个矩阵．独热编
码后的矩阵具有很好的稀疏性，在这里将以一个简
单的例子来进行说明．

假设字符表为（ａ，ｂ，ｃ），字符的编码分别为ａ＝
［１，０，０］，ｂ＝［０，１，０］，ｃ＝［０，０，１］．那么口令“ａｂｃｃｂａ”
的编码为［［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１］，
［０，１，０］，［１，０，０］］．独热编码可以很好地反应不同
字符之间的距离，这样便于模型对不同的字符进行
分类．

在实际的编码中，由于绝大多数口令中不包含空
格，所以不把空格放入字符集中，同时添加终结符．对
于长度为狀的口令，编码后被转换为狀×９５的矩阵．
３２　模型架构

基于ＲＮＮ［３１］的口令猜测模型将学习字符串中
每个字符与它前面的字符的关系．生成样本集时，
ＲＮＮ模型根据前面的字符依次预测字符串中的下
一个字符．如图２所示为本文所使用的ＲＮＮ模型［３１］

的基本架构．

图２　ＲＮＮ模型
本文的网络结构包括输入层、隐藏层、全连接层

和ｓｏｆｔｍａｘ层．输入层接收输入信号（值）并将其传
递至下一层，但不对输入信号（值）执行任何运算．在
本文的网络中，输入层接收口令编码后的矩阵并向
后传递给隐藏层．隐藏层对输入进行计算，并输出结
果．可以将该计算过程理解为，每次网络接收一个字
符，经过计算后会输出一个字符．在实际的计算过程
中，每个字符以长度为９５的一维向量表示，输出结
果的长度为隐藏层的维数，接着在后面两层中对隐
藏层的输出做处理．全连接层用来将隐藏层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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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转换为预期长度．
期望输出向量的长度为９５，这里采用ｌｉｎｅａｒ函

数进行转换，ｌｉｎｅａｒ函数的计算如下：
狔＝犠犃Ｔ＋犫 （１）

其中犃表示输入，犠为权重，犫为偏置，狔表示输出．
该函数通过矩阵乘法进行矩阵大小的转换，在训练
过程会对这些参数进行更新．

在全连接层得到长度为９５的输出结果后，采用
ｓｏｆｔｍａｘ函数对其做最后处理，使输出向量表示各
个字符的概率．ｓｏｆｔｍａｘ函数的数学运算如下：

ｓｏｆｔｍａｘ（狓犻）＝犲狓犻

∑
狀

犼＝１
犲狓犼

（２）

在进行处理后，用输出结果向量中的第狀个数字
表示第狀个字符的概率．假设字符集为（ａ，ｂ，ｃ，ｄ），
一个结果向量为（０．１，０．２，０．３，０．４），那么网络预测
的下一个字符为ａ的概率为０．１，为ｂ的概率为
０．２，为ｃ的概率为０．３，为ｄ的概率为０．４．
３３　网络训练

如３．２节中描述，期望所设计的网络可以预测
一个字符串的下一个字符．假设网络的输入依次为
（Ｂ，ｈ，ｅ，ｌ，ｌ，ｏ），那么网络的输出依次为（ｈ，ｅ，ｌ，ｌ，ｏ，
Ｅ），其中Ｂ为起始符，Ｅ为终结符．对于一个长度为
狀的口令，在口令的头部加上起始符作为网络的输
入，在口令的尾部加上终结符作为口令的标签，这个
标签将用于和网络输出结果进行比较得出损失．对
于标签中的字符，首先将字符用数字０～９４标记，然
后将标签中的字符转换为相应的数字．可以把数字
理解为字符的类别，一共有９５种字符，标签中的每
个数字则对应其中的一种．

输入经过网络得到输出后，将结果与标签比较，
通过交叉熵（ｃｒｏｓｓｅｎｔｒｏｐｙ）计算损失．交叉熵损失
的表达式可以描述为

犾狅狊狊（狓，犻）＝－ｌｏｇ
犲狓犻

∑
犖

犼＝１
犲狓

烄
烆

烌
烎犼

（３）

其中狓为结果向量，犻为标签索引．依然以输入（ｈ，ｅ，
ｌ，ｌ，ｏ）为例，网络读入ｈ时，假设输出的结果向量为
狓＝（０．１，０．２，０．３，０．３，０．１），此时标签为犲，也就是
犻为１．将狓和犻代入上述公式即可得到损失．

在得到损失后，采用随机梯度下降（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ｅｓｃｅｎｔ，ＳＧＤ）对网络的参数进行优化．这
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ＳＧＤ进行说明．假设网络要
拟合的函数为一条直线：

犺（犽）＝犽狓 （４）
其中犽为斜率，即需要优化的参数．假设有直线上的

一个点（１，２）作为训练数据，损失函数为
犑（犽）＝（犺犽（狓）－狔）２ （５）

其中狓和狔分别为训练数据中点的横纵坐标，
犺犽（狓）为网络的输出．目的是让损失函数犑（犽）的值
最小，根据梯度下降法，首先要用犑（犽）对犽求偏导：

犑（犽）
犽＝２狓（犺犽（狓）－狔） （６）

将狓和狔的值代入，就可以求出梯度的数值．由于
目标是要使损失函数最小化，所以参数犽按照其负
梯度的方向进行更新（这里不妨设学习率为１），即：

犽′＝犽－犑（犽）犽＝犽－２狓（犺犽（狓）－狔） （７）
这样，就可以使得网络的参数按照指定的方向

进行更新．随机梯度下降算法是基于梯度下降法的，
它的特点是每次迭代更新网络参数时，随机采用输
入样本中的一组，而不是考虑输入的所有样本．仍以
输入（ｈ，ｅ，ｌ，ｌ，ｏ）为例，输入包括五个字符，即五组
样本，那么在迭代时，会从这五组中随机选择一组作
为参数更新的依据．在本文的网络中，输入层不执行
运算，ｓｏｆｔｍａｘ层是固定的函数运算，需要进行参数
优化的是ＲＮＮ层和全连接层．
３４　样本生成

采用算法１来进行独立口令样本的生成．算
法的输入为概率阈值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输出为猜测集
犵狌犲狊狊＿狊犲狋．维护的数据结构有：狆狉犲犳犻狓犲狊，它保存当
前已生成的口令前缀；ＬＵＴ（ＬｏｏｋＵｐＴａｂｌｅ），即查
找表，是当前已生成的口令前缀到概率的映射．利用
已训练完成的神经网络，将口令前缀作为输入，即可
得到下一个字符的概率分布狀犲狓狋＿犮犺犪狉＿狆狉狅犫，把字
符添加到口令前缀后端便可以生成新的口令前缀，
如果新生成的口令前缀概率大于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则加入
到狆狉犲犳犻狓犲狊中，用于后续的口令生成，否则便舍弃．
如果添加的字符为终结符则说明生成了一个新口
令，将其添加到犵狌犲狊狊＿狊犲狋中．算法运行的初始阶段，
狆狉犲犳犻狓犲狊中仅包含一个口令前缀，其内容为起始字
符，对应的概率为１．在执行的过程中，会不断的新
增和消耗狆狉犲犳犻狓犲狊中的口令前缀．算法运行到最
后，狆狉犲犳犻狓犲狊将变为空，此时犵狌犲狊狊＿狊犲狋中包含了所
有概率大于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的口令．

算法１．　口令生成算法．
输入：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概率阈值
输出：犵狌犲狊狊＿狊犲狋猜测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ＧＵＥＳＳ（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
　犮犺犪狉＿狊犲狋＝｛犘狉犻狀狋犪犫犾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
　｛犅犲犵犻狀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犈狀犱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
　犘狉犲犳犻狓犲狊．狆狌狊犺（犅犲犵犻狀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狋狅＿狊狋狉犻狀犵（））
　ＬＵＴ［犅犲犵犻狀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狋狅＿狊狋狉犻狀犵（）］＝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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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ＨＩＬＥ狆狉犲犳犻狓犲狊狀狅狋犲犿狆狋狔ＤＯ
　　犮狅狀狋犲狀狋＿狆狉犲犳犻狓＝狆狉犲犳犻狓犲狊．狆狅狆（）
　　狀犲狓狋＿犮犺犪狉＿狆狉狅犫＝犖犲狌狉犪犾犖犲狋狑狅狉犽（犮狌狉狉犲狀狋＿狆狉犲犳犻狓）
　　ＦＯＲ犮犻狀犮犺犪狉＿狊犲狋ＤＯ
　　　狀犲狓狋＿狆狉狅犫＝ＬＵＴ［犮狌狉狉犲狀狋＿狆狉犲犳犻狓］

狀犲狓狋＿犮犺犪狉＿狆狉狅犫［犮］
　　　ＩＦ狀犲狓狋＿狆狉狅犫＞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ＴＨＥＮ
　　　　ＩＦ犮＝＝犈狀犱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ＴＨＥＮ
　　　　　犵狌犲狊狊＿狊犲狋．犪狆狆犲狀犱（犮狌狉狉犲狀狋＿狆狉犲犳犻狓）
　　　　ＥＮＤＩＦ
　　　ＥＬＳＥ
　　　　ＩＦ犮≠犅犲犵犻狀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ＴＨＥＮ
　　　　　狆狉犲犳犻狓犲狊．狆狌狊犺（犮狌狉狉犲狀狋＿狆狉犲犳犻狓＋犮）
　　　　　ＬＵＴ［犮狌狉狉犲狀狋＿狆狉犲犳犻狓＋犮］＝狀犲狑＿狆狉狅犫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ＦＯＲ
　ＥＮＤＷＨＩＬＥ
　ＲＥＴＵＲＮ犵狌犲狊狊＿狊犲狋
Ｅ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３５　基于犔犛犜犕的口令猜测模型
长短期记忆网络（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

ＬＳＴＭ）［３３］是一种特殊的ＲＮＮ，其输入输出与ＲＮＮ
相同．同样可以使用在ＲＮＮ模型中描述的训练方
法训练网络，以及样本生成算法来生成口令样本．这
里只对结构单元的不同之处进行说明．

ＬＳＴＭ模型同样包含输入层、隐藏层、全连接
层和ｓｏｆｔｍａｘ层．与ＲＮＮ不同之处在于，其隐藏层
采用基于ＬＳＴＭ单元的网络结构．ＬＳＴＭ可以依靠
门结构进行删除或者增加信息，门是由ｓｉｇｍｏｉｄ层
和点乘单元组成．ｓｉｇｍｏｉｄ层的输出介于０和１之
间，０表示信息完全不通过，１表示信息全部通过．

ＬＳＴＭ单元通过遗忘门、输入门和输出门来决
定下一个单元状态以及输出．假设上一时刻的单元
状态和输出分别为犆狋－１和犺狋－１，则当前时刻的单元
状态和输出分别为犆狋和犺狋，输入为狓狋，对应权重和
偏置分别用犠和犫表示．ＬＳＴＭ的第一步是决定删
除哪些信息，该过程在遗忘门中进行，运算如下：

犳狋＝σ（犠犳［犺狋－１，狓狋］＋犫犳） （８）
犳狋是一个介于０和１之间的值，它会作用于犆狋－１，１
表示完全保留，０表示完全遗忘，σ表示激活函数．

下一步决定哪些新的信息将被加入到单元状态
中．该步骤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由ｓｉｇｍｏｉｄ层构成的
输入门，它用来决定哪些值要更新，二是ｔａｎｈ层构
成的新候选值的向量生成器，它用于创造新的候选
值向量，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犻狋＝σ（犠犻［犺狋－１，狓狋］＋犫犻） （９）

珟犆狋＝ｔａｎｈ（犠犆［犺狋－１，狓狋］＋犫犆） （１０）
犆狋＝犳狋犆狋－１＋犻狋珟犆狋 （１１）

其中犻狋和珟犆狋的乘积是需要新加入的信息．在决定了
删除和增加的信息之后，将两者相加，就可以得出当
前的单元状态，用犆狋表示．

最后决定要输出的信息，它是在犆狋的基础上，
通过滤波得到，可描述为：首先使用ｓｉｇｍｏｉｄ层决定
输出的信息狅狋，同时将求出的犆狋输入到ｔａｎｈ层，然
后乘ｓｉｇｍｏｉｄ门的输出，即可得到最后的输出．

狅狋＝σ（犠狅［犺狋－１，狓狋］＋犫狅） （１２）
犺狋＝狅狋ｔａｎｈ（犆狋） （１３）

其中犺狋为当前时刻产生的输出．
ＬＳＴＭ单元这样的设计是为了解决传统ＲＮＮ

存在的长期依赖问题．但是对于口令数据来说，一个
口令的长度最长一般不超过１６，并不会存在明显的
长期依赖问题，所以由ＲＮＮ和ＬＳＴＭ组成的模型
在口令破解上的差异不大．

４　基于犘犔的口令猜测模型
ＰＬ模型［３０］是ＰＣＦＧ［１２］和ＬＳＴＭ［２３］的结合，该

模型的核心思想是把口令按照ＰＣＦＧ中的规则分
割成段的形式，再用ＬＳＴＭ对口令结构段进行训
练，例如，口令“ａｂｃｄ１２３”对应结构段为Ｌ４Ｄ３，网络
的输入依次为（Ｂ，Ｌ４，Ｄ３），网络的输出依次为（Ｌ４，
Ｄ３，Ｅ），其中Ｂ为起始符号，Ｅ为终结符．随后通过
训练好的ＬＳＴＭ生成结构化形式的口令（即Ｌ３Ｄ４
Ｓ１这种形式），最后对结构化形式的口令中的段进行
填充生成口令．如图３所示，为ＰＬ模型示意图．

图３　ＰＬ模型

４１　数据预处理
在数据的预处理阶段，基于ＰＣＦＧ的规则，把

口令划分成为字母段Ｌ、数字段Ｄ和特殊字符段Ｓ，
比如口令“ａｂｃ１２３４！”按照规则就会被划分成为
Ｌ３Ｄ４Ｓ１的结构．因为预处理后的口令需要经过神经
网络训练，所以需要对其进行编码．对于预处理后的
口令，可以将其看成是段的序列，因为不同类型的段
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独立的，所以本文依然采取独热
编码的方式来对段进行编码．假设需要被编码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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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Ｌ１，Ｄ１，Ｓ１），那么编码后Ｌ１的向量形式为［１，０，０］，
Ｄ１的向量形式为［０，１，０］，Ｓ１的向量形式为［０，０，１］，
Ｌ１Ｄ１的矩阵形式为［［１，０，０］，［０，１，０］］．

由于绝大多数的口令长度都小于１６，因此本文
只对长度不大于１６的段进行编码，为了便于后续生
成结构化形式的口令以及概率的归一化，还加入了
起始段和终结段．按照以上描述，共对５０个段进行
编码，其中Ｌ１～Ｌ１６占第１维到第１６维，Ｄ１～Ｄ１６占
第１７维到第３２维，Ｓ１～Ｓ１６占第３３维到第４８维，起
始段占第４９维，终结段占第５０维．
４２　网络结构、训练和结构化口令生成

在ＲＮＮ［３１］和ＬＳＴＭ［２３］模型中，神经网络的训
练输入和最终输出都是字符序列，在ＰＬ模型中，神
经网络训练输入和最终输出的都是段序列，而在经
过编码后，段序列和字符序列都使用向量表示．因
此，在ＰＬ模型中，神经网络的训练方式、生成方式
和网络结构与第３节介绍的相同．

由于在生成最终猜测的口令时，需要使用结构
化口令的概率，所以在结构化口令的生成阶段，除结
构化口令外，还要把计算后的概率输出．值得注意的
是，在结构段生成过程中，有小概率会生成类似
“Ｄ４Ｄ４”的结构，只需在结构段生成后设置对应的条
件，进行简单的过滤即可．

在生成结构化口令及其概率后，只需对其中的
段进行内容填充即可生成口令．在ＰＬ模型中，填充
的内容是从训练集中提取的，对应的概率通过统计
得出，比如口令“ａｂｃｄ１２３”出现在训练集中，那么
“ａｂｃｄ”用于填充Ｌ４段，“１２３”用于填充Ｄ３段，在计算
概率前，需要统计出段出现的次数和填充内容出现
的次数，进而计算出对应的概率．

按照上述方式获得了填充内容及其概率之后，便
可以开始生成口令．需要维护的数据结构为狊犲犵狊＿犾犻狊狋，
它是结构化口令的列表，由神经网络生成的结构化
口令进行初始化．从狊犲犵狊＿犾犻狊狋中取出一个段序列
狊犲犵狊，然后获得其下一个需要填充的段狊犲犵犿犲狀狋，再
从基于训练集提取统计的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犾犻狊狋来获得可以
填充当前狊犲犵犿犲狀狋的内容列表犮狅狀狋犲狀狋狊，最后再遍历
犮狅狀狋犲狀狋狊中的内容进行填充，直到遇到终结段，详细
过程如算法２所示．

算法２．　口令生成算法．
输入：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概率阈值
输出：犵狌犲狊＿狊犲狋猜测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ＧＵＥＳＳ（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
　狊犲犵狊＿犾犻狊狋＝犖犲狌狉犪犾犖犲狋狑狅狉犽犌犲狀犲狉犪狋犲（）
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犾犻狊狋＝犘犆犉犌（狋狉犪犻狀＿狊犲狋）
ＷＨＩＬＥ狊犲犵狊＿犾犻狊狋狀狅狋犲犿狆狋狔ＤＯ

　狊犲犵狊＝狊犲犵狊＿犾犻狊狋．狆狅狆（）
狊犲犵犿犲狀狋＝狊犲犵狊．狀犲狓狋狊犲犵（）
ＩＦ狊犲犵犿犲狀狋＝＝犈狀犱犛犲犵犿犲狀狋ＴＨＥＮ
　犵狌犲狊狊＿狊犲狋．犪狆狆犲狀犱（狊犲犵狊．犮狅狀狋犲狀狋）
ＥＬＳＥ
　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犾犻狊狋［狊犲犵犿犲狀狋］
ＦＯＲ犮狅狀狋犲狀狋犻狀犮狅狀狋犲狀狋狊ＤＯ
　犮狌狉狉犲狀狋＿狆狉狅犫＝狊犲犵狊．狆狉狅犫犮狅狀狋犲狀狋．狆狉狅犫
ＩＦ犮狌狉狉犲狀狋＿狆狉狅犫＞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ＴＨＥＮ
狀犲狑＿狊犲犵狊＝狊犲犵狊．犮狅狆狔（）
狀犲狑＿狊犲犵狊．犮狅狀狋犲狀狋＋＝犮狅狀狋犲狀狋
狀犲狑＿狊犲犵狊．狆狉狅犫＝犮狌狉狉犲狀狋＿狆狉狅犫
狊犲犵狊＿犾犻狊狋．狆狌狊犺（狀犲狑＿狊犲犵狊）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ＦＯＲ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ＷＨＩＬＥ
ＲＥＴＵＲＮ犵狌犲狊狊＿狊犲狋

Ｅ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４３　犘犚模型

我们提出的ＰＲ模型是ＰＣＦＧ［１２］和ＲＮＮ［３１］的
结合．ＬＳＴＭ通过增加遗忘门、输入门和输出门来
解决长期依赖问题，但相应地也增加了网络的复杂
度，需要进行更多的计算．在现实情况中，用户设置
的口令绝大多数都小于１６．在口令长度本身就不长
的条件下，将口令按照ＰＣＦＧ规则处理后生成的段
序列只会更短．例如，口令“ａｂｃｄｅｆｇ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本身
长度为１６位，对应结构段为Ｌ７Ｄ９，长度仅为２．经统
计，４个数据集结构段序列的平均长度均小于２．以
泄露的ＣＳＤＮ用户口令为例，９８．８％的口令预处理
成段序列后，其长度不超过４．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在对结构化口令的训
练中不会出现长期依赖问题．本文将通过实验证明，
由ＲＮＮ构成的ＰＲ模型可以在绝大多数数据集上
取得略优于ＰＬ模型的口令破解效果，同时训练效
率远远优于后者．因此将ＰＬ模型中的ＬＳＴＭ替换
成普通ＲＮＮ，即变成ＰＲ模型．ＰＲ模型相比于ＰＬ
模型只改变了神经网络，其训练过程和最终口令的
生成方式与ＰＬ模型没有区别，因此在这里不再进
行详细介绍．
４４　犘犚＋模型

在ＰＣＦＧ［１２］、ＰＲ和ＰＬ［３０］模型中，当模型处于
最后的口令生成阶段时，向段中填充的内容将从训
练集中提取，而训练集是有限的．因此，对于一个部
分内容不存在于训练集中的口令，ＰＣＦＧ、ＰＬ和ＰＲ
模型是不可能生成的．为了解决这个缺陷，本文在
ＰＲ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Ｐ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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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ＰＲ＋模型中，向段中填充的内容是通过神
经网络生成的．实验过程中，通过从训练集中提取出
口令字母段的内容，让神经网络学习这些内容的特
征，进而生成出更加符合真实分布的填充内容．

如图４所示，训练和生成填充内容是通过ＲＮＮ
完成．因为填充的内容属于口令的字母段，和完整口
令的形式类似，所以对填充内容的处理可以使用基
于ＲＮＮ的口令猜测模型．

图４　ＰＲ＋模型架构
在最后的口令生成阶段，和ＰＬ模型相同，同样

需要使用算法２，依靠结构化口令和填充内容来生
成最终用于猜测的口令即可．
４５　实验结果与分析

对于ＲＮＮ［３１］、ＬＳＴＭ［２３］、ＰＬ［３０］、ＰＲ和ＰＲ＋模
型，网络的层数为２，隐藏层的神经元个数为６４，训
练时的学习率为０．００５．模型训练完成后，将概率阈
值设置为１×１０－９，生成概率大于该阈值的口令．

使用相同的训练集对ＰＣＦＧ模型以及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进行训练．其中Ｍａｒｋｏｖ模型采用效果最好的
四阶模型，并采用Ｌａｐｌａｃｅ平滑和ＥｎｄＳｙｍｂｏｌ正规
化技术．对于ＰＣＦＧ、Ｍａｒｋｏｖ、ＰＬ、ＰＲ和ＰＲ＋模型，
均生成１×１０８个口令．取五个模型生成的口令中概
率最高的前５×１０７个口令，在同一测试集上进行测
试，结果如表２所示（以ＣＳＤＮ数据集为例）．
表２　各口令猜测模型破解率对比（基于犆犛犇犖数据集）

模型 测试集 猜测集 破解率／％
ＲＮＮ［２２］ ６．４×１０５ ５×１０７ ４０．３４
ＬＳＴＭ［２３］ ６．４×１０５ ５×１０７ ３８．７３
ＰＣＦＧ［１２］ ６．４×１０５ ５×１０７ ４０．９０
Ｍａｒｋｏｖ［１１］ ６．４×１０５ ５×１０７ ４０．８１
ＰＬ［３０］ ６．４×１０５ ５×１０７ ４２４８
ＰＲ ６．４×１０５ ５×１０７ ４２６６
ＰＲ＋ ６．４×１０５ ５×１０７ ４０．９０

其中，ＰＲ模型与ＰＬ模型破解效果最好，比
ＰＣＦＧ和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多破解出约１１００条口令．相
比于传统的口令破解算法（ＰＣＦＧ和Ｍａｒｋｏｖ），将深
度学习与传统方法结合的模型（ＰＲ和ＰＬ）表现出
了一定的优势，这说明将深度学习应用在口令破解
上是可行且有效的．为进一步探究基于深度学习模
型在口令破解方面的效果，本文在不同猜测集大小
下测试了不同模型的破解率，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各模型破解率比较
从图５可以看出，在破解率的增长上，五个模型

（除ＲＮＮ、ＬＳＴＭ之外）都有先迅速增长再缓慢增长
的趋势，在猜测集大小小于５×１０６时，破解率几乎直
线上升，但随后迅速放缓．对于ＲＮＮ和ＬＳＴＭ，虽然
在猜测集较小时的破解率不如传统方法，但是可以
看出在猜测集大小到达５×１０７时，依然保持了比较
可观的增长率．

从结果来看，在猜测集大小小于５×１０７时，
ＰＣＦＧ、Ｍａｒｋｏｖ、ＰＬ、ＰＲ和ＰＲ＋模型都表现出了优
势．但是从破解率的增长率来看，这五个模型和ＲＮＮ
以及ＬＳＴＭ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可以预计，在
猜测集足够大后，ＲＮＮ模型和ＬＳＴＭ模型会明显
优于传统方法．
ＰＲ模型相比于ＰＣＦＧ，其对于结构化口令特征

的提取上有优势，神经网络可以更好模拟结构化口
令的分布，因此在破解效果上有着更好的表现．
ＰＣＦＧ模型和Ｍａｒｋｏｖ模型是基于严密的统计

学理论进行设计的，因此可以对其结果进行科学的
分析且具有良好的可解释性．此类方法通常依赖于
人在设置口令时具有的一些可统计的共性，比如使
用英文单词后加“１２３”这样的口令构造方式．但是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比较严谨的分析深度学习神经网
络行为的方法．本文进行了一些探索性实验来对网
络的行为进行分析，如果在网络中输入“ｂｏｏ”，深度
学习模型（这里特指ＲＮＮ和ＬＳＴＭ）预测下一个字
符为“ｋ”的概率非常高，这点和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具有一
定相似性．

同时，本文还发现了ＲＮＮ和ＬＳＴＭ生成的口
令中有大量类似于“ｚｚｈ１９９５０２０１”这样，中文名缩写
加生日的口令结构，这点和ＰＣＦＧ模型具有一定相
似性．在分析了深度学习模型生成的具体口令结构
后，可以发现深度学习模型同时具有ＰＣＦＧ模型和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的特性．而在口令集中，统计学可统计
的共性应当不止这两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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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模型同样可以学习到口令的其他特性，即深度学
习模型在生成口令的多样性上是优于传统方法的．

如果仅对比ＲＮＮ模型和ＬＳＴＭ模型，从图中
可以看出，两个深度学习模型破解率的增长曲线非
常相似．虽然ＲＮＮ模型的破解率略高于ＬＳＴＭ模
型，但是两者的差距并不明显．

图６　不同模型在小猜测数和大猜测次数下的破解率对比

４６　犘犚模型与其他模型对比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不同模型的猜测能力，本文分

别从Ｔｉａｎｙａ、Ｒｏｃｋｙｏｕ以及Ｙａｈｏｏ数据集中随机选
取１００万数据进行相关实验，训练集与测试集的划分
比例与ＣＳＤＮ数据集相同（由于ＲＮＮ模型［３１］与
ＬＳＴＭ模型［２３］的生成时间远远大于其它方法，且在

１０７数量级的猜测数下猜测效果显著低于其他方法，
因而将这两种方法排除在外）．实验结果表明，ＰＲ
模型的破解率在小猜测数下（＜１０６量级）显著高于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５］，与ＰＬ模型［３０］破解率相当，具体来
说，ＰＲ在ＣＳＤＮ、Ｙａｈｏｏ数据集上破解率略高于
ＰＬ，在Ｔｉａｎｙａ数据集上破解率与ＰＬ相当，ＰＬ模型
的破解率仅在Ｒｏｃｋｙｏｕ数据集上略高于ＰＲ模型．为
此，我们统计了所有数据集结构段长度的变化情况，
发现Ｒｏｃｋｙｏｕ数据集方差最小，Ｔｉａｎｙａ数据集次之，
因此，我们推测：结构段长度变化较大时，ＰＲ模型能
更好的学习到数据的变化规律．此外，ＰＲ模型与ＰＬ
模型的破解率均高于ＰＣＦＧ模型（１０７量级猜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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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６所示，（ａ）～（ｃ）为ＰＲ模型与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在
小猜测数下的破解率对比图，（ｄ）～（ｆ）为ＰＲ模型
与ＰＬ模型以及ＰＣＦＧ模型在较大猜测数下的破解
率对比图．

对于Ｍａｒｋｏｖ模型，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１）概率的计算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训练集的特
征，而不是字符串本身的特征，因而在阶数过大或训
练集过小时容易出现过拟合的问题；（２）平滑技术
的引入并不能完全解决频数为０的问题，平滑后概
率的计算仍然反映的是训练集的特征，而不是频数
为０的字符串本身的特征．

对于ＰＣＦＧ，它与ＰＲ模型的区别在于ＰＲ模型中
结构化口令是通过ＲＮＮ生成的．实验结果表明，ＰＲ模
型在１０６猜测数以后，破解率稳定高于ＰＣＦＧ模型．

如表３所示，为两模型概率最高的１０个结构化
口令．通过结构化口令的对比可以发现，两个模型中
的结构化口令ｔｏｐ１０的组成几乎是相同的，但概率
分布有差异，即通过ＲＮＮ生成的结构化口令的概
率分布比通过统计得到的概率分布更加合理．对于
ＰＬ模型，其训练效率远劣于ＰＲ模型，这是ＲＮＮ与
ＬＳＴＭ单元在结构组成上的差异所决定的．图７对
比了ＲＮＮ与ＬＳＴＭ内部结构．可以看出，ＲＮＮ单
元结构较为简单，训练参数少，而ＬＳＴＭ单元相比
于ＲＮＮ，增加了遗忘门、输入门和输出门等结构来
改善长期依赖问题，但在口令经过结构化处理后，长
度较短，因而该问题并不存在．

表３　结构化口令犜狅狆１０比较（基于犆犛犇犖数据集）
排名 ＰＲ ＰＣＦＧ
１ Ｄ８（０．２４０８） Ｄ８（０．２１５５）
２ Ｄ９（０．１２７３） Ｄ９（０．１１２２）
３ Ｌ８（０．０７５２） Ｌ８（０．０４８８）
４ Ｄ１１（０．０５５５） Ｄ１１（０．０４２８）
５ Ｄ１０（０．０４２３） Ｄ１０（０．０３７４）
６ Ｌ９（０．０２９８） Ｌ３Ｄ６（０．０２９３）
７ Ｌ３Ｄ６（０．０２４１） Ｌ９（０．０２６６）
８ Ｄ１２（０．０２１５） Ｌ２Ｄ６（０．０２１９）
９ Ｌ１０（０．０２０９） Ｌ１０（０．０２０５）
１０ Ｌ３Ｄ７（０．０１５３） Ｄ１２（０．０１６５）

图７　ＲＮＮ与ＬＳＴＭ内部结构对比图

对于本文所使用的网络结构，ＰＲ模型需要训
练的参数有１８９９４个，而ＰＬ模型需要训练的参数
有６６２２６个，超出前者两倍以上；在训练时间上，ＰＬ
模型所需时间比ＰＲ模型平均多出１５％（在ＣＰＵ为
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ｉ７７７００ＨＱ，ＧＰＵ为ＮＶＩＤＡＧｅＦｏｒｃｅ
ＲＴＸ１０７０环境下）．

对于ＰＲ＋模型，在多数数据集下，它的效果远
不如ＰＲ模型．我们以ＣＳＤＮ数据集为例，探究了这
两者在不同概率阈值下的猜测集大小及猜测效果，
如表４所示．可以发现，在相同概率阈值下，ＰＲ模
型和ＰＲ＋模型生成的猜测集大小是相近的，但ＰＲ
模型的猜测效果始终优于ＰＲ＋模型．进一步观察
发现，ＰＲ＋模型以１０－１０为阈值的猜测效果和ＰＲ
模型以１０－９为阈值的猜测效果相近，ＰＲ＋模型以
１０－１１为阈值的猜测效果和ＰＲ模型以１０－１０为阈值
的猜测效果相近，这是因为口令的概率计算与填充
内容的概率相关，在猜测次数相对较大的情况下，主
导口令生成的都是低概率填充内容．以低概率填充
内容“ｇｊｇｔｙ”为例，其在ＰＲ模型中的概率为３．２４×
１０－７，而在ＰＲ＋模型中的概率为１．０５×１０－８．ＰＲ＋
模型中的ＲＮＮ通过降低一部分填充内容的概率来
泛化出一批新的填充内容．因此，同一个口令在ＰＲ＋
模型中的概率低于在ＰＲ模型中的概率，造成攻破
相同数量的口令，ＰＲ＋模型所需设置的概率阈值小
于ＰＲ模型，即猜测数应大于ＰＲ模型．此外，随着
猜测数的增加，ＰＲ＋模型与ＰＲ模型的差距也逐渐
变小．由此我们推测，在足够大猜测数下，这种概率
阈值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将不复存在．

表４　犘犚与犘犚＋模型对比（基于犆犛犇犖数据集）
模型 概率阈值 猜测数 破解率／％

ＰＲ
１０－９ 　２０３５０８２１ ４２．２８
１０－１０ ２３０９５００４４ ４６．９２
１０－１１ ２３８１３９０５００ ５１．６０

ＰＲ＋
１０－９ 　２１２０１２９５ ３８．２６
１０－１０ ２４９３４５６８２ ４２．４３
１０－１１ ２４３３９３５６９９ ４８．３４

考虑到生成较大猜测集所带来的空间存储问题
（１０１６猜测集的大小约占１０５ＴＢ存储空间），借鉴研
究［２２，３４３５］中的方法，我们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探
究ＰＲ和ＰＲ＋模型在大猜测数下的破解率，并且蒙
特卡洛模拟方法的准确性已得到证明［３５］．如图８所
示，为ＰＲ和ＰＲ＋模型在大猜测数下（１０２５猜测量
级）的对比图（仍以ＣＳＤＮ数据集为例），实验结果
表明，在大猜测数下，ＰＲ＋模型的猜测效果始终不
低于Ｐ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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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ＰＲ和ＰＲ＋模型在大猜测数下的对比图

４７　不同模型口令样本组合
在对不同模型生成的口令样本进行了分析后，

发现不同模型生成口令样本的特性有所不同，所以
在本节中，我们尝试对不同模型生成的口令样本进
行组合，探究了“ＲＮＮ＋ＰＣＦＧ”、“ＲＮＮ＋Ｍａｒｋｏｖ”、
“ＲＮＮ＋ＰＲ”、“ＬＳＴＭ＋ＰＣＦＧ”、“ＬＳＴＭ＋Ｍａｒｋｏｖ”
和“ＬＳＴＭ＋ＰＲ”这六种组合在同一测试集下的破
解率．以ＣＳＤＮ数据集为例，分别取组合中两种模
型生成的５×１０７个口令，合并得到１×１０８大小的猜
测集．合并后的猜测集中可能存在重复口令，因此需
要在去重后再进行测试．各个模型在ＣＳＤＮ数据集
下的详细实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不同模型组合后的破解率比较（基于犆犛犇犖数据集）

模型 测试集 猜测集 破解率／％
ＲＮＮ＋ＰＣＦＧ ６．４×１０５ ９．２×１０７ ４８．９０
ＲＮＮ＋Ｍａｒｋｏｖ ６．４×１０５ ８．８×１０７ ４４．７０
ＲＮＮ＋ＰＲ ６．４×１０５ ９．２×１０７ ４９．４０

ＬＳＴＭ＋ＰＣＦＧ ６．４×１０５ ９．３×１０７ ４９．１０
ＬＳＴＭ＋Ｍａｒｋｏｖ ６．４×１０５ ８．８×１０７ ４５．０４
ＬＳＴＭ＋ＰＲ ６．４×１０５ ９．２×１０７ ４９．６１

ＰＲ ６．４×１０５ １．０×１０８ ４４．５５
ＰＣＦＧ［１２］ ６．４×１０５ １．０×１０８ ４４．８４
Ｍａｒｋｏｖ［１１］ ６．４×１０５ １．０×１０８ ４２．９６

组合模型的优点在于，可以将具有不同特性的
口令样本进行结合．单一模型是很难覆盖所有口令
类型的，虽然本次实验的模型组合也没有做到全部
覆盖，但是这样的组合尝试是有效果的．实验结果表
明，组合不同类型模型的破解率显著高于单个模型，
如表５中“ＬＳＴＭ＋ＰＲ”的组合比相同猜测数下的
ＰＲ高５．０６％．同时从表５中还可以观察到，ＲＮＮ
模型［３１］和ＰＣＦＧ模型［１２］的重合度以及ＬＳＴＭ模
型［２３］和ＰＣＦＧ模型［１２］的重合度很低，仅有４％，而
和Ｍａｒｋｏｖ模型［５］的重合度较高，为２４％．这与模型
生成口令的方式有关，基于ＲＮＮ（ＬＳＴＭ）的口令猜

测模型和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在基本思想和生成样本的方
式上具有相似性，都是考虑口令中字符的前后依赖关
系，通过一定阶数的字符串来预测其之后的字符，这
点在其它实验中也得到了印证，即“ＲＮＮ（ＬＳＴＭ）＋
Ｍａｒｋｏｖ”的组合方式与Ｍａｒｋｏｖ模型所生成的猜测
集在相同猜测数下（１０７～１０８量级）猜测效果差别不
大．ＲＮＮ（ＬＳＴＭ）和ＰＲ的重合口令数为８×１０６，这
意味着深度学习模型具有一定模拟ＰＣＦＧ模型的
能力，而与Ｍａｒｋｏｖ模型的重合口令数更多，则表明
了它对Ｍａｒｋｏｖ模型的模拟能力更强．我们在其它
３个大规模真实口令集上（Ｒｏｃｋｙｏｕ、Ｙａｈｏｏ以及
Ｔｉａｎｙａ数据集）也进行了实验，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即相同猜测数下（１０７～１０８量级），将不同类型（不同
类型是指基本思想和生成口令方式具有显著差异，
如ＲＮＮ与ＰＣＦＧ）模型生成的猜测集组合，其破解
率通常高于单一模型的猜测结果．在研究组合模型
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Ｐａｒｉｓｈ等人［３６］也对不同模
型口令样本的组合进行了研究，但该项研究与本文
的切入角度不同．在文献［３６］中，作者发现，恒等猜
测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Ｇｕｅｓｓｅｒ，即直接将已有的口令数据
集去重，再按频率进行排列）的猜测效果经常高于一
些最新的口令猜测方法，因而作者以恒等猜测者为
基线模型，尝试将不同模型生成的口令集与其组合，
探究组合攻击的猜测效率与猜测效果．本节以不同
模型生成口令样本的特性不同为切入点，基于大规
模真实口令数据的实验结果，首次证实了在相同猜
测数下，将不同类型模型生成的猜测集组合，其破解
率通常高于单一模型的猜测结果．根据本节得到的
结论，在进行组合时，应优先考虑将口令生成方式不
同的模型所产生的猜测集进行组合，这在一定程度
上能提高口令猜测效率．

本节与文献［３６］都没有测试这几种组合在不同
大小猜测集下的破解率．这是由于不同模型对于生
成口令概率的定义有差别，因而难以根据概率对猜
测集进行排列，从而得到一定大小的合理猜测集．另
外，ＲＮＮ模型［３１］与ＬＳＴＭ模型［２３］在生成口令时，
耗时较长．具体来说，在ＣＰＵ为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ｉ７９７００Ｆ，
ＧＰＵ为ＮＶＩＤＡＧｅＦｏｒｃｅＲＴＸ２０７０ＳＵＰＥＲ的环
境下，生成５×１０７个猜测，需要７２ｈ左右．因此，本
文不再对这两个模型在１０８量级猜测数下进行相关
实验．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尝试继续改进此类模型的
生成算法，提升口令生成效率，以探究它们在更大猜
测数下的口令破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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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基于犌犃犖的口令猜测模型
５１　模型架构

基于生成式对抗网络（ＧＡＮ）的口令猜测模
型［２５］学习整个字符串的分布，它由生成式模型Ｇ和
判别式模型Ｄ组成．Ｇ接受一个随机噪音向量作为
输入，根据它所学习到的分布，将噪音向量转换为一
个口令样本．在训练完成后，只需要不断为Ｇ提供
噪音向量，即可产生口令样本，直到口令样本集达到
所需大小．

该模型的超参数包括：
批尺寸：每次优化中，通过网络的训练数据数目；
序列长度：输入序列的最大长度；
Ｇ的神经元数目：Ｇ的每层网络神经元的数目；
Ｇ的神经网络层数：Ｇ的网络层数；
Ｄ的神经元数目：Ｄ的每层网络神经元的数目；
Ｄ的神经网络层数：Ｄ的网络层数；
Ｇ的神经网络层数：Ｇ的网络层数；
Ｄ／Ｇ训练次数比：每训练一次Ｇ，训练Ｄ的次数．
具体参数如表６所示．

表６　犌犃犖模型超参数
超参数 数值

批尺寸 ６４
序列长度 ２０
Ｇ的神经元数目 １２８
Ｄ的神经元数目 １２８
Ｄ的神经网络层数 ５
Ｇ的神经网络层数 ５
Ｄ／Ｇ训练次数比 １０

训练阶段，在每一轮迭代过程中，交替训练１
次生成式模型Ｇ和犽次判别式模型Ｄ，其中犽是超
参数，即Ｄ／Ｇ训练次数比．训练Ｇ时，其输入狕是
一个随机噪音向量，输出Ｇ（狕；犵）是一个概率向
量，该概率向量将直接作为Ｄ的输入．Ｄ的输出是
Ｄ（Ｇ（狕；犵）；犱），它是一个［０，１］范围内的标量，表
示Ｄ的输入来自真实数据的概率．如果Ｄ的输出为
１，则表示Ｄ的输入来自真实数据．在优化Ｇ的时
候，目标是使Ｇ的输出尽可能逼真，即期望目标函
数Ｌｏｓｓ（Ｇ）＝－Ｄ（Ｇ（狕；犵）；犱）尽可能的小．

训练Ｄ时，Ｄ的一个输入是Ｇ（狕；犵），另一个输
入是来自真实数据的样本狓ｒｅａｌ．在优化Ｄ的时候，
目标是使Ｄ的判断尽可能准确，即期望目标函数
Ｌｏｓｓ（Ｄ）＝Ｄ（Ｇ（狕；犵）；犱）－Ｄ（狓ｒｅａｌ；犱）尽可能小．

由于传统的ＧＡＮ训练起来比较困难，Ｍａｒｔｉｎ等
人［３２］提出ＷＧＡＮ，将判别式模型Ｄ的参数限制在一
个范围内．Ｇｕｌｒａｊａｎｉ等人［２７］在这个基础上提出
ＷＧＡＮＧＰ，使用另一种方法限制了Ｄ的参数．本文
的模型就是基于ＷＧＡＮＧＰ的，如图９所示，这里不
再对其网络结构进行介绍．

图９　ＧＡＮ模型

５２　样本生成
训练完成后，可以得到一个生成式模型Ｇ和一

个判别式模型Ｄ．其中Ｇ可以从噪音向量出发模拟生
成一个口令，Ｄ可以判别一个字符串是否为真实的口
令．在样本生成时，只需要利用Ｇ，输入一定数量的噪
音向量，就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口令样本．然而ＧＡＮ
模型在生成样本时存在两个问题：

（１）ＧＡＮ模型输出口令的长度是固定的，而我们
期望生成的口令长度是变长的；

（２）对于不同的输入，ＧＡＮ模型的输出有可能是
相同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文通过对输出进行剪切来解
决．在数据预处理的过程中，在每个口令后添加了若
干终结符以保证定长的输入．例如，对于口令“Ｈｅｌｌｏ”
来说，假设模型设置的序列长度为１０，则在训练
前将其补全为“Ｈｅｌｌｏ⊥⊥⊥⊥⊥”．在生成的口令
中，假设生成了两个口令，分别为“１２３４５６⊥⊥⊥⊥”
和“１２３４５６７⊥⊥⊥”，则将口令中出现的第一个终
结符之后的字符串剪切掉，即变为“１２３４５６”和
“１２３４５６７”，从而使得定长的输出序列变为变长的
口令．

对于第二个问题，通过生成尽可能多的口令，再
做去重处理，以得到不包含重复口令的样本集．
５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首先探究不同网络层数对于ＧＡＮ模型破解率
的影响．在ＰａｓｓＧＡＮ［２２］的网络结构中，Ｇ和Ｄ都是
包含５层残差块的卷积神经网络．在本文的实验中，
将残差块的层数分别设置为５层、６层及７层，观察
该参数对模型破解率的影响．对于每种网络结构，分
别生成了１０８个口令，具体结果如表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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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网络层数对犌犃犖模型破解率的影响（犆犛犇犖数据集）
网络层数 测试集 猜测集 独立口令 破解率／％
５层 ６．４×１０５ １×１０８ ６９７８８６８７ ２６３１
６层 ６．４×１０５ １×１０８ ６９６９７６８０ ２６．２３
７层 ６．４×１０５ １×１０８ ６６６６２８０９ ２５．３３

从表７可以看出，在生成同样大小猜测集的情
况下，随着网络层数的增加，ＧＡＮ模型破解率逐渐
下降，同时，模型生成独立口令的能力也逐渐下降．
另外，同４．５节中几种口令破解模型（ＰＣＦＧ模型，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ＲＮＮ模型，ＬＳＴＭ模型，ＰＲ模型，ＰＬ
模型等）相比，在相同猜测数时，ＧＡＮ模型的破解率
是最低的．

图１０为不同网络层数在不同猜测数下的破解
率比较图，本文采用５层网络结构的ＧＡＮ模型尝
试生成更多的口令，探究其在较大猜测数下的破解
率，具体结果如表８所示．

图１０　不同网络层数ＧＡＮ模型破解率比较

表８　犌犃犖模型的破解率（犆犛犇犖数据集）
测试集 猜测集 独立口令 破解率／％
６．４×１０５ １×１０８ ６９７８８６８７ ２６．３１
６．４×１０５ ２×１０８ １３２９２３０３８ ２８．１６
６．４×１０５ ３×１０８ １９２９８３０４２ ２９．３１
６．４×１０５ ４×１０８ ２５０９６９５９４ ３０．１８
６．４×１０５ ５×１０８ ３０７３８８１６６ ３０．８４
６．４×１０５ ６×１０８ ３６２５１３８４９ ３１４１

图１１为破解率的变化趋势（猜测集中包含重复
口令），可以看出随着猜测数的增长，ＧＡＮ模型的破
解率具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增长率逐渐变缓．按照这
个趋势，即使猜测数很大，破解率也很难达到４０％．
这表明ＧＡＮ模型在口令破解上具有一定效果，但
不如传统方法和基于ＲＮＮ的模型．

对于ＧＡＮ模型表现不佳的问题，本文做了以
下分析：

（１）ＧＡＮ模型不同于概率模型，它无法给出生

图１１　ＧＡＮ模型的破解率

成口令的概率，也就无法将猜测集按照概率大小进
行排列．一般认为，以较大概率生成的口令更容易命
中测试集，所以在猜测数较小时，如果采用按照概率
降序排列的猜测集，效果要更好．

（２）ＧＡＮ模型大多用于图像生成．对于图像生
成，其结果并不需要非常精细，一些偏差并不会明显
影响最终的结果．但是在口令破解上，如果存在偏
差，其生成的口令就无法和测试集匹配．

在开展本研究的同时，我们注意到Ｐａｓｑｕｉｎｉ等
人［３７］对ＰａｓｓＧＡＮ进行了改进．在文献［３７］中，作者
通过对口令字符独热编码时加入噪声，再将添加噪
声后的字符分布归一化的方式来改善ＧＡＮ在训练
时的模式坍塌问题［３８］，使得ＧＡＮ在大猜测数下
（１０１０量级）的破解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但该研究仍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ＧＡＮ模型存在的上述两个局
限性．

总之，将ＧＡＮ模型直接应用在口令猜测领域，
其破解效果在目前仍劣于ＰＣＦＧ、Ｍａｒｋｏｖ、ＲＮＮ等
基线模型，在未来我们将尝试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６　结束语
本文分别重现了ＲＮＮ模型［３１］、ＬＳＴＭ模

型［２３］、ＰＬ模型［３０］和ＧＡＮ模型［２５］，提出了ＰＲ模型
和ＰＲ＋模型．其中ＰＲ模型破解率要高于传统的
ＰＣＦＧ模型［１２］（１０７量级猜测数）和Ｍａｒｋｏｖ模型［５］

（１０６量级猜测数）．同时，本文还探究了不同模型进行
组合之后的破解率，在相同猜测数下，组合不同类型
模型的破解率通常高于单一模型．在ＧＡＮ模型破解
率的探究实验中，本文首先研究了网络层数对破解率
的影响，发现层数较深时，破解率会略有降低；然后，
基于ＧＡＮ模型生成了大规模的口令猜测，在猜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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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为３．６×１０８时（独立口令数量），ＧＡＮ模型在
ＣＳＤＮ测试集上的破解率仅为３１．４１％．在未来的工
作中，有以下几点可以改进或者进行进一步探索：

（１）对于基于ＲＮＮ的口令破解模型，可以尝试
不同的训练方法和口令生成算法．当前设计的算法
与Ｍａｒｋｏｖ模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转变思路或许
可以取得更好的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２）ＧＡＮ模型破解口令的效率问题有待进一
步改善．从实验中可以看出，ＧＡＮ模型在口令破解
上具有很大的潜力，但和传统方法及ＲＮＮ模型相
比，在猜测数较小时，会有明显的劣势．

（３）ＧＡＮ的提出虽然仅有几年时间，但是已经
有了非常多的变种，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尝试使用不
同的ＧＡＮ结构来进行模型设计和实验，如采用文
献［２８２９］中的结构，将Ｇ和Ｄ的组成单元替换为
ＲＮＮ单元及其变种，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添加卷积
层以更好地捕获口令的局部特征．

（４）在ＰＲ和ＰＲ＋模型中口令的划分上，目前
口令的分段方式是依据ＰＣＦＧ规则，这种方式略显
粗糙．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用户的个
人信息在不断泄露，因而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融入个
人信息，对口令的分段进一步细化．比如数字段可以
划分出生日和手机号码，而生日内部又可以进一步
划分为年月日，字母段可以划分出完整的姓名和姓
名的首字母等．也可采用文献［１９］中的方式，将个人
信息以类型为标准进行划分，再利用ＰＲ或ＰＲ＋模
型进行定向口令猜测．对于长度较长且包含个人信
息的口令，尝试在ＴｒａｎｓＰＣＦＧ框架［１５］的基础上，再
对个人信息进行划分．

本文的实验结果与分析充分说明了将深度学习
应用在口令破解上是可行的，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１］ＭａｒｋＫ，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ＰａｕｌＪＳ．Ｔｈｅ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ａｓｓｐｈｒａｓｅｓ
ｆｏｒ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ｉｅｌｄ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７，６５（１）：１７２８

［２］ＢｏｎｎｅａｕＪ．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ｇｕ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ａｎａｎｏｎｙｍｉｚｅｄ
ｃｏｒｐｕｓｏｆ７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ｃ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ＳＡ，
２０１２：５３８５５２

［３］ＤａｓＡ，ＢｏｎｎｅａｕＪ，Ｃａｅｓａｒ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ｔａｎｇｌｅｄＷｅｂｏｆ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ｒｅｕｓ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ＵＳＡ，２０１４：２３２６

［４］Ｄｅｌｌ’ＡｍｉｃｏＭ，ＭｉｃｈｉａｒｄｉＰ，ＲｏｕｄｉｅｒＹ．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ｐｅＴｏｗｎ，
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０：１９

［５］ＭａＪ，ＹａｎｇＷ，ＬｕｏＭ，ｅｔａｌ．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ｍｏｄｅｌ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ｃｙ．Ｏａｋｌａｎｄ，ＵＳＡ，２０１４：６８９７０４

［６］ＴｒｏｙＨ．Ｈｅｒｅ’ｓＷｈｙ［ＩｎｓｅｒｔＴｈｉｎｇ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ｔａ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Ｋｉｌｌｅ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ｒｏｙｈｕｎｔ．ｃｏｍ／ｈｅｒｅｓｗｈｙ
ｉｎｓｅｒｔｔｈｉｎｇ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ｔａ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ｋｉｌｌｅｒ／２０１８，１１，５

［７］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Ｒ，ＡｔｈａｙｌｅＡ，ＡｋｈａｗｅＤ，ｅｔａｌ．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ｔＹＰＯＳａｎｄｈｏｗｔｏｃｏｒｒｅｃｔｔｈｅｍｓｅｃｕｒｅｌ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２０１６ＩＥＥＥ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ｃｙ．Ｏａｋｌａｎｄ，
ＵＳＡ，２０１６：７９９８１８

［８］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Ｄ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Ｙｉ．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５３（１０）：２１７３２１８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平，汪定，黄欣沂．口令安全研究进展．计算机研究与发
展，２０１６，５３（１０）：２１７３２１８８）

［９］ＨａｓｈＣａｔ．ｈｔｔｐｓ：／／ｈａｓｈｃａｔ．ｎｅｔ／２０２０，７，２９
［１０］ＪｏｈｎｔｈｅＲｉｐｐ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ｐｅｎｗａｌｌ．ｃｏｍ／ｊｏｈｎ／２０１９，

５，１４
［１１］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Ａ，ＳｈｍａｔｉｋｏｖＶ．Ｆａｓｔ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ｔｔａｃｋｓｏｎ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ｕｓ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１２ｔｈＡＣＭ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ＵＳＡ，２００５：３６４３７２

［１２］ＷｅｉｒＭ，ＡｇｇａｒｗａｌＳ，ＤｅＭｅｄｅｉｒｏｓＢ，ｅｔａｌ．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ｅｘｔｆｒｅｅｇｒａｍｍａｒ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３０ｔｈＩＥＥＥ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ｃｙ．Ｏａｋｌａｎｄ，
ＵＳＡ，２００９：９１１０５

［１３］ＤüｒｍｕｔｈＭ，ＡｎｇｅｌｓｔｏｒｆＦ，ＣａｓｔｅｌｌｕｃｃｉａＣ，ｅｔａｌ．ＯＭＥＮ：
Ｆａｓｔｅｒ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ｇｕｅｓｓ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ａｎｏｒｄｅｒｅｄＭａｒｋｏｖ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ｏｒ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ｉｌａｎ，Ｉｔａｌｙ，２０１５：１１９１３２

［１４］ＨｏｕｓｈｍａｎｄＳ，ＡｇｇａｒｗａｌＳ，ＦｌｏｏｄＲ．ＮｅｘｔｇｅｎＰＣＦＧ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１５，１０（８）：１７７６１７９１

［１５］ＨａｎＷｅｉＬｉ，ＸｕＭ，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Ｊｉｅ，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ＣＦ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ａｍｍａｒｓｆｒｏｍｓｈｏｒｔ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ｔｏｇｕｅｓｓ
ｌｏｎｇ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２１，１６：４５１４６５

［１６］ＺｈａｎｇＭｅｎｇＬｉ，ＺｈａｎｇＱｉＨｕｉ，ＬｉｕＷｅｎＦｅｎ，ｅｔａｌ．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ａｔｔａｃ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ｔｒｉｎｇ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９，
４２（４）：９１３９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章梦礼，张启慧，刘文芬等．一种基于结构划分及字符串重
组的口令攻击方法．计算机学报，２０１９，４２（４）：９１３９２８）

［１７］ＷａｎｇＤ，ＷａｎｇＰ．Ｔｈ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ｎｅｗ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ｄｉｎｇ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ｒｏｌｅ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ｇａｇａｉｎｓｔｏｎｌｉｎｅｇｕｅｓｓ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２０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５：４５６４７７

［１８］ＬｉＹ，ＷａｎｇＨ，ＳｕｎＫ．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ｓｅｎ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ｉｔ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９

２３５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２１年



［１９］ＷａｎｇＤ，ＺｈａｎｇＺ，ＷａｎｇＰ，ｅｔａｌ．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ｏｎｌｉｎｅ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ｇｕ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ｕｎｄ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ｔｈｒｅａ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６
ＡＣＭＳＩＧＳＡ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１６：１２４２１２５４

［２０］ＷａｎｇＤ，ＷａｎｇＰ．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Ｚｉｐｆ’ｓｌａｗｉｎ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Ｈｅｒａｋｌｉｏｎ，Ｇｒｅｅｃｅ，２０１６：
１１１１３１

［２１］ＷａｎｇＤ，ＣｈｅｎｇＨ，ＷａｎｇＰ，ｅｔａｌ．Ｚｉｐｆ’ｓｌａｗｉｎ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２７７６２７９１

［２２］ＭｅｌｉｃｈｅｒＷ，ＵｒＢ，ＳｅｇｒｅｔｉＳＭ，ｅｔａｌ．Ｆａｓｔ，ｌｅａｎ，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ｇｕｅｓ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ｓｉｎｇ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５ｔｈＵＳＥＮＩＸ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Ａｕｓｔｉｎ，ＵＳＡ，２０１６：１７５１９１

［２３］ＸｕＬ，ＧｅＣ，ＱｉｕＷ，ｅｔａｌ．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ｇｕｅｓｓ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
ＬＳＴＭ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ＳＥ）ａｎｄ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ａｎｄ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ＥＵＣ）．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７８５７８８

［２４］ＺｈｏｕＨｕａｎ，ＬｉｕＱｉＸｕ，Ｃｕｉ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ｇｕｅｓｓ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１８，３（５）：２５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环，刘奇旭，崔翔等．基于神经网络的定向口令猜测研
究．信息安全学报，２０１８，３（５）：２５３７）

［２５］ＨｉｔａｊＢ，ＧａｓｔｉＰ，ＡｔｅｎｉｅｓｅＧ，ｅｔａｌ．ＰａｓｓＧＡＮ：Ａ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ｇｕｅｓｓ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Ｂｏｇｏｔ，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２０１９：２１７２３７

［２６］ＧｏｏｄｆｅｌｌｏｗＩ，ＰｏｕｇｅｔＡｂａｄｉｅＪ，ＭｉｒｚａＭ，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ｎｅｔ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Ｎｅｕ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７．Ｍｏｎｔｒéａｌ，Ｃａｎａｄａ，
２０１４：２６７２２６８０

［２７］ＧｕｌｒａｊａｎｉＩ，ＡｈｍｅｄＦ，ＡｒｊｏｖｓｋｙＭ，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ＷａｓｓｅｒｓｔｅｉｎＧＡＮ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ＬｏｎｇＢｅａｃｈ，ＵＳＡ，
２０１７：５７６７５７７７

［２８］ＲａｊｅｓｗａｒＳ，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Ｓ，ＤｕｔｉｌＦ，ｅｔａｌ．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ｈｔｔｐｓ：／／ａｒｘｉｖ．ｏｒｇ／ａｂｓ／
１７０５．１０９２９／２０１７，５，３１

［２９］ＬｉｕＧｏｎｇＳｈｅｎ，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Ｋａｎｇ，ＬｕｏＹｕＴａｏ，ｅｔａｌ．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ｒｅａｌ
ｐｌａｉｎ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８，３９（Ｚ２）：
２１７２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功申，王靖康，罗宇韬等．基于海量真实口令的挖掘分析
及口令生成．通信学报，２０１８，３９（Ｚ２）：２１７２２６）

［３０］ＬｉｕＹ，ＸｉａＺ，ＹｉＰ，ｅｔａｌ．ＧＥＮＰａｓ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ｇｕｅｓｓ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ＣＦＧ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ＣＣ）．Ｍｉｓｓｏｕｒｉ，ＵＳＡ，２０１８：１６

［３１］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Ｍ，ＰａｌｉｗａｌＫ．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１９９７，４５（１１）：
２６７３２６８１

［３２］ＭａｒｔｉｎＡ，ＳｏｕｍｉｔｈＣ，ＬéｏｎＢ．Ｗａｓｓｅｒｓｔｅ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ｙｄｎｅ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７：
２１４２２３

［３３］ＨｏｃｈｒｅｉｔｅｒＳ，ＳｃｈｍｉｄｈｕｂｅｒＪ．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
Ｎｅｕｒ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７，９（８）：１７３５１７８０

［３４］ＧｕｏＹ，ＺｈａｎｇＺ．ＬＰＳＥ：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ｍｅｔｅｒ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１８，
７３：５０７５１８

［３５］ＭａｔｔｅｏＤ，ＭａｕｒｉｚｉｏＦ．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ａｓｔ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２２ｎｄＡＣＭ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ｅｎｖｅｒ，ＵＳＡ，２０１５：１５８１６９

［３６］ＰａｒｉｓｈＺ，ＣｕｓｈｉｎｇＣ，ＡｇｇａｒｗａｌＳ，ｅｔａｌ．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ｇｕｅｓｓ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ａ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Ａｎｉｎｄｅｐ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
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２００８．０７９８６，２０２０

［３７］ＰａｓｑｕｉｎｉＤ，ＧａｎｇｗａｌＡ，ＡｔｅｎｉｅｓｅＧ，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ｇｕｅｓｓｉｎｇｖｉ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４２ｎｄＩＥＥＥ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ｃｙ．
Ｏａｋｌａｎｄ，ＵＳＡ，２０２１：２６５２８２

［３８］ＡｎｄｒｅｗＢ，ＪｅｆｆＤ，ＫａｒｅｎＳ．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ＧＡ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ｆｏｒ
ｈｉｇｈｆｉｄｅｌ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
１８０９．１１０９６，２０１８

犠犃犖犌犇犻狀犵，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ｆｏｃｕｓｏｎ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ｃｒｙｐｔ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犣犗犝犢狌狀犓犪犻，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ｆｏｃｕｓｏｎ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犜犃犗犢犻，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ｆｏｃｕｓｏｎ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犠犃犖犌犅犻狀，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ｆｏｃｕｓｏｎ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３３５１８期 汪　定等：基于循环神经网络和生成式对抗网络的口令猜测模型研究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ｗ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ｕｃｈａｓ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ａｎｄｂｉｇｄａｔａ，
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ｒｅａｔｓｔｏ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ａ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ｗｉｌｌｓｔｉｌｌｂ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ｅｓｅｅａｂｌｅｆｕｔｕｒｅ．Ｓｏ，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ａｎｄ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ｇｕｅｓｓｉｎｇｉｓｅｘａｃｔｌｙａｇｏｏｄｅｎｔｒｙｐｏｉｎｔ．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
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ａ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ｗａｙ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ｇｕ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ｇｕｅｓ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ｔｈｅＰＲ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ｂｅｓｔｇｕｅｓｓ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ｕｅｓｓｉｎｇ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ｔｈｅｇｕｅｓｓ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ｏｎｌａｒｇ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ｅ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ｔｈｅＰＲ＋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ｎｗ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ｈａ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ｏｗ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ｔｈｅ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Ａ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ｉｓｍｏｄｅｌ．

Ｏｕ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ｈａｓｄｅｖｏｔｅｄａｌｏｔｏｆｅｆｆｏｒｔｓｉｎ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ｕｓｅｒ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Ｗｅｈａｖ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６０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ａｔｐｒｅｓｔｉｇｉｏｕｓｖｅｎｕ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ｏ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ｌｉｋｅＡＣＭＣＣＳ，
ＵＳＥＮＩＸ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ＤＳＳ，ＤＳＮ，ＥＳＯＲＩＣＳａｎｄｔｏ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ｌｉｋｅＩＥＥＥＴＤＳＣ，ＩＥＥＥＴＩＦＳ，ＡＣＭＴＣＰＳ，ｅｔｃ．Ｏｕｒｗｏｒｋ
ｗ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ｒｉｚ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ｗａｒ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Ｐｒｉｚ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Ａｗａｒｄ，Ｔｉａｎｊｉｎ，２０２０．

４３５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２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