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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词汇是口令集的重要特征, 但是对其定量分析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本文首先提出了基于有
效频度的高频词汇 (热词) 发现方法, 较传统方法可以有效排除热词子串的干扰, 提升了热词发现的准确
性. 在我们开发的热词发现软件中, 使用了压缩字典树以提高热词发现的性能. 使用上述方法, 我们得到
了 CSDN 和 RockYou 两个口令集中的热词集合. 通过分析频度最高的 100 条热词, 我们发现了中国大
陆用户和西方国家用户在口令用词方面的区别. 与现有语料库的相关性分析, 也进一步证实了两者的显著
差异. 本文还提出通过余弦相似度方法来定量衡量两个口令集合在热词方面的差异. 对多个口令集合的分
析表明, 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区分不同地域的口令集合. 本文所做的研究工作定量地描述了口令集用词特征,
对于构造具有针对性的语料库和提升口令猜测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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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bulary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a password set.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vocabulary
has not received suﬃcient attention. This paper ﬁrst presents a method to discovery for high-frequency
words (hot words) based on eﬀective frequency, which can eﬀectively eliminate the interference of
short words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iscovery. In our hot word discovery software, a compressed
trie tree was used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hot word discovery. Using the above method, hot
words are collected from two password sets, such as CSDN and RockYou. By analyzing the top
100 words in these sets, we found the diﬀerent vocabulary characteristics in passwords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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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users and Western country users.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with the existing corpuses further
conﬁrms the signiﬁcant diﬀerence between the two password sets. This paper also presents a method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the vocabulary diﬀerence between two password sets by the cosine similarity.
Analysis of multiple password sets shows that this method can eﬀectively distinguish password sets from
diﬀerent regions.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describ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bulary in password se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ﬁcance for constructing a target corpus and improving the eﬃciency of password
guessing.
Key words: password; trie tree; cosine similarity

1

研究现状与背景

口令是当前最为广泛应用的身份验证方法之一, 对信息安全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口令研究者发现通
过研究真实口令的内在规律能有效地减少口令破解时的猜测次数, 口令生成规律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
下 4 点:
(1) 绝大多数的口令都会关联到具体事物 [1–4] , 包括姓名、单词、键盘组合 [5] 、各式日期 [6] 、短语
简写 [7] 等等.
(2) 口令的用词和结构存在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3, 8] , 例如中国地区的口令会出现更多的拼音、音译数
字组合、键盘组合等.
(3) 一个用户可能会在不同信息系统中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口令 [1, 2, 9, 10] .
(4) 只有经过充分训练, 用户才能记得住随机的长口令, 复杂的口令用户难以设计且容易忘记 [4, 11] .
这些研究表明大部分的口令具有很强的规律性, 而这些规律往往又和用户的语言、文化等特征相联
系. 基于概率的上下文无关文法 (probabilistic context free grammar, PCFG) [12, 13] 口令猜测方法是一
种典型的针对口令内在词汇和结构特点的口令猜测攻击方法. 其基本思路是从训练口令集合中发现口令
的常见结构, 其中结构的终端元素 (terminal) 是字母、数字或特殊符号构成的固定长度字符串. 根据每种
特定结构在真实口令集合中出现的频度, 确定其概率值. 使用语料进行填充终端元素, 从而形成猜测的口
令集. 在此基础上, 很多研究者 [12, 14, 15] 对此方法进行了改进, 主要是根据训练口令集合的实际特征增加
新的语料库 (例如键盘顺序组合, 名字, 拼音等).
国外学者利用带语义特性的基于 PCFG 的口令猜测方法已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14] , 其中语料库的设
计对基于 PCFG 的口令猜测方法非常重要. 不能正确反映用户用词习惯的语料库, 会让本来很有规律的
口令识别为难以理解的语法结构. 而恰当的语料库则能把口令识别为最优的语法结构, 正确反映出用户设
计口令的最初思路, 从而有效提高破解效果 [12] .
语料库的构造对提升口令破解效率非常重要, 但是一直以来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 目前, 构建语料
库的方法大多直接使用已有的词汇库, 例如 Veras [15] 使用了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 (COCA)、来自美国社
会保障局的名字库、来自 Geoname 的地名库、来自 Outpost9 的姓氏库、英语的国家名和月份名等构成
热词库. 更为精细的方法是针对性地发现地域人群构造口令的词汇特点, 例如 Han [16] 通过对多个大陆中
文网站泄露的口令进行观察, 发现这些口令中存在大量的中文拼音、中国短语 (成语、古诗、中国地名)
等. 将汉语拼音语料和相应的规则加入后, 对大陆地区用户口令的破解率能提高 48%.
然而, 通过人工观察、定性推测的方法识别口令中常见的词语难以全面地发现口令中的常见词汇. 而
本文则是通过相应算法自动从大量真实口令中发现常见词汇, 可以获取全面的、定量的真实口令词汇频度
信息, 从而发现新的热词, 弥补已有语料库的不足. 例如, 我们从 CSDN 中发现 “1314”(一生一世) 是其第
二高频的热词, 类似还有 “7758258”(亲亲我吧爱我吧)、“7758521”(亲亲我吧我爱你)、“3344”(生生世世)
等等, 以及 “31415926”(圆周率)、“112358”(斐波拉契数列) 等特殊数字序列库, 在 RockYou 口令库中发
现 “4ever”(forever)、“4life”(forlife) 等英文符号化组合的热词. 以软件发现热词, 并给出提示, 扩展同一
类型的热词可以有效提升语料库质量, 提升口令猜测效率.
在口令常见词汇的分析方面, Veras [15] 提到了以出现频度高的字符串序列为热词, 然而这种方法会导
致很多热词 “碎片” 被认为是热词, 最终还需要人工去筛选出真正的热词. 我们引入有效热词的概念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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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大幅度减少了热词 “碎片” 问题, 能更加准确地筛选出热词, 免去大量的后续处理工作.
与此同时, 由于不同区域的用户受到语言和文化的影响, 设计口令时使用的词汇也会有很大差异, 这
是口令研究者普遍认同的观点. 然而每个地区使用的词汇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前人并没有提出过定量的衡
量方法. 我们对热词使用的频度进行统计, 并以基于余弦相似度的方法进行区域性分类, 根据分类结果可
以准确地描述不同口令集合在使用词汇方面的差异性. 实验表明, 同一地域口令热词使用频度的相似度明
显高于不同地域的相似度, 证明了这种定量评估方法的有效性.
本文的后续章节中, 第 2 节介绍了热词发现的原理和核心算法; 第 3 节分析了 CSDN 和 RockYou 口
令库所发现的热词, 揭示了中国大陆地区用户和西方国家用户口令热词的主要特点, 并使用余弦相似度方
法分析了不同口令库之间的热词相似读; 第 4 节总结了本文的工作.

2
2.1

热词的发现
基础原理

用户为了方便记忆, 设置口令时往往会使用熟悉的事物. 为了增加口令的长度, 一条口令中又会包含
多个词汇. 发现热词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自动将口令分词, 由于口令的组成成分之间没有空格等明显的分词
标识, 而且口令中的大量词汇可能不在已有语料库中, 无法直接使用已有自然语言分词方法.
我们的热词发现方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将统计口令集合中每个子串的出现频度; 第二阶段将根
据每个子串之间的包含关系和出现的频度, 发现有效热词; 第三阶段是统计有效热词的频度.
之所以引入有效热词的概念, 是因为单纯依赖字符串的出现频度往往会错误地将热词中的子串当作热
词. 例如 “love” 是口令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热词, 但是其子串 “lov” 的频度一定会高于 “love” 的频度. 因
此, 如果仅仅以字符串的频度作为热词发现的依据, 将会错误地将 “lov” 这样的子串认为是热词. 为了有
效地减少这些子串对热词发现的干扰, 我们首先引入潜在热词和有效热词的概念.
定义 1 字符串 U 在口令集合 P 中出现的频度记为 f (U ), 如果 f (U ) 大于潜在热词的门限 T1 , 则称
U 为潜在热词.
定义 2 潜在热词 U 的父串集合为 {U1 , U2 , · · · , Un }, 则 U 的有效频度定义为 F (U ) = f (U ) −
F (U1 ) − F (U2 ) − · · · –F (Un ). 如果 U 的父串集合中没有潜在热词, 则 F (U ) = f (U ).
定义 3 潜在热词 U 的有效频度为 F (U ), 如果 F (U ) 大于有效热词门限 T2 , 则称 U 为有效热词.
门限 T1 ,T2 需根据不同口令库变化, 一般 T1 大于 T2 , 口令库的口令数量越多门限的取值越高. 而门
限取值越高, 能发现的热词数量越少.
在 RockYou 口令集合中, 字符串 “brothe”, “brother”, “brothers”, “mybrother” 的出现频度分别
为 1149, 1127, 422 和 86. 很明显, 子串的出现频度都高于其父串. 在设置 T1 和 T2 分别为 200
和 50 时, 字符串 “mybrother” 的频度低于潜在热词门限, 所以不是潜在热词. 字符串 “brothers” 的
频度为 422, 且其父串中没有潜在热词, 所以它的有效频度为 422, 高于有效热词门限, 是一个有效
热词. 字符串 “brother” 的频度为 1127, 父串 “brothers” 为潜在热词, 有效频度为 F (“brother”) =
f (“brother”) − F (“brothers”) = 705, 高于有效热词门限, 所以也是一个有效热词. 而 “brothe” 的频度为
1149, 有效频度为 F (“brothe”) = f (“brothe”) − F (“brother”) − F (“brothers”) = 22, 低于有效频热词门
限, 所以 “brothe” 不是一个有效热词.
由此可以看出, 字符串 U 的有效频度是指 U 不作为其他有效热词的子串而出现的次数, 利用这种方
法可以有效地排除热词子串对真正热词带来的干扰. 下述两节将分别讨论从大规模口令集合中统计字符
串的出现频度和计算有效频度的实现方法.
2.2

基于字典树的口令子串频度统计

由于真实口令库的口令数量一般都是数百万至数千万条, 而一条长度为 n 的口令就会有 (n(n+1))
个
2
子串, 直接统计所有口令子串在真实口令库中出现的频度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工作. 本文采用字典树算法解
决上述问题. 对于长度为 n 的口令所有子串的频度, 把该口令的 n 个后缀插入到字典树中, 就可以通过字
典树上的不同节点来得到所有子串的频度. 建树时, 遍历后缀子串的所有起始位置, 同时子串的所有结束
位置可在字典树的节点上截取, 所以利用后缀字典树的方法能有效统计口令中所有子串的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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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要统计两条口令 “ABC” 和 “AAA” 中所有子串的频度, 将它们的所有后缀 (“ABC”, “BC”,
“C”, “AAA”, “AA”, “A”) 构建为如图1所示的字典树, 其中 () 里面的数字代表该节点被后缀经过的次数,
可以看出 “A” 出现 4 次, “AA” 出现 2 次, 其他都只出现 1 次. 由于数据量庞大, 本文将采用了优化方
法 [17] 建树, 可减少大量节点, 加快建树速度, 如算法1所示, 其中每个节点包含当前节点子串 str 和出现
的次数 times 等信息. 例如现要插入的序列为 “abcd”, 若字典树中存在路径 “abcd”, 仅仅执行算法1中的
第 23 步; 若字典树中存在路径 “abcdef”, 为 9–12 步的情况; 若字典树中存在路径 “ab”, 为 13–16 步的情
况; 若字典树中存在路径 “abef”, 为 17–22 步的情况; 若不存在以 “a” 为开始的路径, 为 6–8 步的情况.
2.3 热词有效频度的计算
2.1节中, 字符串 U 的有效频度定义为 F (U ) = f (U ) − F (U1 ) − F (U2 ) − · · · − F (Un ) , 其 中
U1 , U2 , · · · , Un 为 U 的父串; 若 U 没有父串则 F (U ) = f (U ). 若直接按照这公式计算 U 的有效频度, 需
要先求出 U 的父串集合, 计算复杂度较高.
为了减少计算量, 本文将在字典树的基础上计算有效频度: 算法1建立的字典树上, 对每条口令寻找尽
可能长的潜在热词, 并让最长的潜在热词的有效频度加 1, 而忽略其他较短的潜在热词. 例如, 口令中如果
包含 “brothers”, 则对 “brothers” 的有效频度加 1, 而不会修改 “brother” 或者 “brothe” 等热词子串的
有效频度. 在算法2的第 4 步中首先找到最长的一个有效热词 s, 然后从原始口令除去 s 后, 再将口令的其
他部分重新进行匹配.
在大多数情况下, 最长热词匹配方法可以发现口令中最主要的有效热词. 但是在少数情况下, 由于最
长匹配的原因可能会导致热词匹配出现一些偏差. 例如, 口令 “zhanguo”(战国的拼音), 正确分词应为
“zhan”、“guo”, 但应用最长匹配的分词结果为 “zhang”、“u”、“o”. 在训练大量真实口令的情况下, 最长
匹配产生的少量偏差并不会影响到热词发现的总体结果. 虽然在这个口令中未能发现热词 “zhan”, 但是
在大量真实口令的情况下也仍能被 “zhantai”, “zhanshi” 等其他口令中可以发现.
算法 1 生成压缩字典树 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Input: 真实口令集合 P
Output: 字典树 T
T = ∅;
for p = c1 · · · cm , p ∈ P do
for j = 1; j < m do
q = cj · · · cm ;
在 T 中对比 q, 得到从根节点到节点 X 的路径 cj · · · cn d1 · · · dk , 且 cn+1 ̸= d1 ;
if 不存在这样的节点X then
从根节点建立一个子节点 X;X.str = ci · · · cm ; X.times = 0;
end
if m = n 且 d1 · · · dk 不为空 then
产生 X 的一个子节点 Y ;Y .str = d1 · · · dk ; Y .times = X.times;
X.str = cj · · · cn ;
end
if n < m 且 cj · · · cn 不为空且 d1 · · · dk 为空 then
产生 X 的一个子节点 Y ; Y .str = cn+1 · · · cm ; Y .times = 1;
X.str = cj · · · cn ;

12
13
14
15

end
if n < m 且cj · · · cn 不为空且 d1 · · · dk 不为空 then
产生 X 的两个子节点 Y 和 Z;
Y .str = d1 · · · dk ; Y .times = X.times;
Z.str = cn+1 · · · cm ; Z.times = 1;
X.str = cj · · · cn ;

16
17
18
19
20
21

end
从根节点到 X 路径上所有节点的 times 字段加 1;

22
23

end

24
25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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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2 计算子串有效频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Input: 真实口令集合 P
算法 1 产生的字典树 T
Output: 热词表 S 及其对应的有效频度值 F (s), s ∈ S
S = ∅;
while P 不为空 do
从 P 中取出一个字符串 p = c1 · · · cm ;
寻找 p 的最长字串 s = ci · · · cj , 满足 s 的长度大于等于 3 且 s 在 T 中的频度大于 T1 且 ci · · · cj+1 的频
度不大于 T1 ;
if s ̸= ∅ then
S = S ∪ {s};
F (s) = F (s) + 1;
if s 在 p 的两端 then
将 p 中去除 s 后的子串加入 P ;
end
if s 在 p 的中间 then
将 p 中 s 左端的子串和右端子串分别加入 P ;
end
end

14
15

end

基于算法1和2, 我们设计并实现了相关软件. 该软件的输入数据为口令库, 输出数据为热词信息的文
件, 包含了热词、出现频度、出现频率、有效频度、有效率 (= 有效频度/出现频度) 等信息. 在上述参数
的配置下, 在双路 6 核 CPU 平台上运行 895 秒后, 从去重后的 RockYou 口令库 (包含 14 318 194 条口
令) 发现了 1134 130 个热词.

图 1 字典树示例图
Figure 1 Example of trie tree

3
3.1

针对真实口令集合的热词分析
RockYou 和 CSDN 的热词特征

我们应用第 2 节所述的热词发现算法, 分别对欧美地区的 RockYou 口令集合和中国大陆地区的
CSDN 口令集合 (超过 600 万条口令) 进行热词发现, 得到了欧美地区和中国大陆地区的口令中高频出现
的热词, 主要分类如表1所示, 直接体现了不同地区用户的词汇使用习惯.
从表1中可以看到, CSDN 的热词中有大量的数字串, 除了 1234、0000、0123、1111、8888、123123、
987654321、123456789、666888、123321、8888888 等简单数字串外, 还有三类有特色的数字串: (1) 网
络的数字化俗语 [18] , 例如 1314 (一生一世)、7758258 (亲亲我吧爱我吧)、7758521 (亲亲我吧我爱你)、
3344 (生生世世)、1314520 (一生一世我爱你)、5211314 (我爱你一生一世)、5201314 (我爱你一生一世)
等热词, 可以看出中国地区的用户有使用中文音译数字串设计口令的习惯; (2) 数字九宫格键盘上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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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SDN 和 RockYou 的典型热词分类
Table 1 Classiﬁcation of hot words in CSDN and RockYou
统计来源

类别

举例

年份

1997、2008、2012

各种时间格式
公共热词

键盘组合

[13]

[5]

数字九宫格组合

CSDN 中具有中国区域特点的热词

RockYou 中具有欧美区域特点的热词

201391、20141223、980901
qwert、!@#$%ˆ&、!qw#e$r

[5]

753951、951753、159357

邮箱

@qq.com、@aol.com、@126.com

特殊数字序列

31415926、1234、112358

中文音译数字

1314、7758258、7758521

汉语拼音

wang、yang、chen

粤语拼音

young、kwong、shuen

声母组合

cyx、zxy、ldh

汉语拼音组合

woaini、haha、kuaile

英文名

john、paul、james

英文单词

love、girl、baby

西方神话人物

amor、angel、jesus

英文单词组合

iloveyou、westsidestory、
thejazzsinger

英文符号化组合

4eva、4ever、4life

法语 (及其他西方国家语言)

yudin、zajac、schreier

律性数字组合, 例如 753951 (两条对角线)、951753 (两条对角线)、159357 (两条对角线)、456852 (横
中线、竖中线)、159753 (对角线)、789456 (上面两条横线) 等; (3) 数学常数, 例如 3141592 (圆周率:
3.1415926)、112358 (斐波拉契数列: 1、1、2、3、5、8、· · · ) 等. CSDN 的热词中还出现了大量汉语拼
音, 具体分为四类: (1) 标准汉语拼音, 例如 wang、yang、chen、long、feng 等; (2) 粤语汉语拼音, 例如
kwong、shuen、khaw、chek 等; (3) 汉语拼音短语, woaini、haha、kuaile、tiancai、baobei 等; (4) 声
母组合, 例如 cyx、zxy、ldh、gfc、lm 等.
与 CSDN 相比, RockYou 的口令大量使用了各种印欧语系的词汇, 主要包括: (1) 人名, 例如 john、
alex、ryan、jose、luis 等; (2) 常用英文单词, 如 love、girl、baby、cute 等; (3) 宗教词汇 amor、angel、
jesus 等. 此外还发现了法语 (yudin、zajac、schreier、mariotti、gundecha), 西班牙语 (teamo、gracias、
zuzar) 等其他西方国家的语言. 用户还会使用著名句子的首字母缩写 [7] , 或将特定单词符号化表示, 如
for 变成 4, dollar 变成 $, 来加大口令的难度. 我们也发现了 RockYou 中有大量英文与短语符号化组合,
例如 4eva (forever)、4ever (forever)、4life (for life)、4lyf (for life) 等.
当然, 有些热词是 CSDN 和 RockYou 所共有的, 例如 1989、1997、2007、2008、2012 等年份
都是 CSDN 和 RockYou 使用频度最高的热词. 各种格式的时间 (例如 19980923、971201、9938、
890124、2011918 等), 邮箱后缀 (@qq.com、@aol.com、@126.com、@sina.com、@hotmail.com 等) 也
都是 CSDN 和 RockYou 中高频出现的热词.
从真实口令对发现的热词进行分类, 并以这些分类为指引方向, 再收集和分析同类的词语, 扩充相应
的语料库, 可以有效增加相应的口令覆盖率.
3.2

热词与语料库的关联分析

我们准备了多种语义的语料库, 并将这些语料库的词汇和口令集发现的热词进行关联分析. 表2和表3
给出了一些效果较好的语料库在 CSDN 和 RockYou 中的使用率、覆盖率和标准差等参数. 其中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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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令集合中使用到的热词数/特定语料库的词汇数, 以衡量语料库中的词汇使用情况; 覆盖率 = 出现此
语料库词汇的口令数/测试集口令总数, 以统计该语料库对真实口令的覆盖效果; 标准差针对同一个语料
库的所有词汇的使用频度计算, 以评估其均匀度.
表 2 CSDN 中使用率较高的语料库
Table 2 Corpuses with high usage in CSDN
语料库

词汇数

使用率 (%)

覆盖率 (%)

标准差

时间

157 512

26.4

20.6

4.95E-14

拼音组合

157 641

12.4

10.7

5.20E-14

高频英语词汇

13 959

18.0

3.2

1.26E-13

中文短语

1518

32.5

0.8

1.66E-13

拼音

310

47.1

0.8

5.32E-13

年份

91

98.9

0.5

5.92E-13

表 3 RockYou 中使用率较高的语料库
Table 3 Corpuses with high usage in RockYou
语料库

词汇数

使用率 (%)

覆盖率 (%)

标准差

时间

157 512

27.8

7.0

1.61E-14

高频英语词汇

13 959

63.6

6.2

6.91E-14

英文名

16 946

51.8

5.1

5.73E-14

法语

13 779

22.3

0.9

2.86E-14

年份

91

98.9

0.4

4.85E-13

从上表可以看出, 无论在 CSDN 还是在 RockYou 中, 时间相关语料库的使用率都是最高的. 年份的
语料库尽管只有 91 个词汇, 在 CSDN 和 RockYou 的使用率都高达 98.9%, 是效率最高的语料库.
在 CSDN 口令库中, 拼音和拼音组合的语料库使用率明显较 RockYou 高, 具有中文特色的音译数字
组合、特定键盘组合、有数学含义的数字组合也较 RockYou 频度较高. 而英文单词、英文名、法语的热
词库则在 RockYou 的使用频度更高. 这应该是由于中国用户英文水平不如欧美用户, 只能使用熟悉的拼
音、数字串或者特定键盘组合构造口令. 相比之下, 欧美地区的用户更喜欢使用他们熟悉的英文名、英文
单词等来设计口令.
3.3

热词频度地域特征分析

我们统计热词使用的频度后, 使用余弦相似度方法对不同地域口令的热词频度进行相似度比较, 得到
了一种定量对比不同口令集合热词相似性的方法. 具体方法是以发现的每一个热词作为一个维度, 以热词
的有效频度作为该维度的特征值. 由于不同库之间存在大量不相同的热词, 本文选择每个口令集中有效频
度最高的 2 万个热词进行比较, 以减少维度数量. 对于两个不同的测试口令集, 用于余弦相似度计算的热
词集合是两者热词集合的并集, 缺失热词的特征值将设为 0. 具体计算方法如式1所示, 其中 ci 和 ri 分别
是每个热词在两个口令集合中的有效频度.
cos θ = √

c1 r1 + · · · + cn rn
√
c21 + · · · + c2n r12 + · · · + rn2

(1)

表4给出了中国大陆地区口令集合 (CSDN, 178、17173、duduniu 和 Tianya) 以及欧美地区口令集
合 (RockYou, Gmail, Yahoo 和 phpbb) 的热词有效频度的余弦相似度. 两个口令库热词有效频度的相似
度越接近 1 表示两者越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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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口令集合间热词有效频度的余弦相似度
Table 4 Cosine similarity of hot words eﬀective frequency between diﬀerent password sets

CSDN
178
17173
duduniu
Tianya
RockYou
Gmail
Yahoo
phpbb

CSDN

178

17173

duduniu

Tianya

RockYou

Gmail

Yahoo

phpbb

1

0.86

0.886

0.885

0.89

0.332

0.34

0.258

0.266

1

0.932

0.909

0.884

0.275

0.243

0.154

0.161

1

0.954

0.905

0.279

0.27

0.176

0.187

1

0.891

0.294

0.276

0.186

0.196

1

0.323

0.316

0.221

0.226

1

0.785

0.733

0.665

1

0.825

0.794

1

0.772
1

五个中国大陆地区口令集相互之间的余弦相似度在 0.85 以上. 其中 178、17173、duduniu 三者间的
相似度都高达 0.9 以上, 但与 CSDN 的相似度都较低. 这可能是因为前三个口令集都来自游戏网站, 而
CSDN 来自程序员集中的网站, 不同类型用户使用的口令特征有所不同.
四个国外网站口令集的余弦相似度普遍都在 0.7 以上, 只有 RockYou 与 phpbb 的余弦相似度为
0.665, 可能是由于 phpbb 集合仅有 18 万条口令, 无法完全体现其区域性导致.
中国口令与欧美口令库的余弦相似度都在 0.35 以下, 体现出口令区域性的显著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口令词汇的相似度非常高, 相比之下欧美地区口令库之间的相似度相对较低, 这可能是由于这些欧美
地区的口令集合包含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不同语言类型用户, 具有更为复杂的语言和文化背景. 中
国用户设计口令时采用的词汇过分依赖于数字组合 (包括时间, 中文音译数字等), 熟悉的字母组合也往往
是数量有限的汉语拼音, 这使得中国大陆用户设计口令的语料内容较少, 从而导致不同口令集合的词汇相
似度很高. 相反, 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方国家用户熟悉大量由字母构成的词汇, 在设计口令时会有更充足的
语料, 使得它们的口令词汇更加多样化.
热词相似度分析的另一个重要用途是估计口令集的所属地域. 通过统计未知地域口令集的热词及其
使用频度, 并和已知区域口令库的热词使用频度进行余弦相似性比较. 如果具有较高的相似度, 可以认为
该口令集合与已知口令库所在地域基本相同.

4

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口令中词汇的发现和分析问题. 首先提出了有效频度的概念和压缩字典树的实现方
法, 从大量真实口令中提取常见词汇 (热词). 通过对 CSDN 和 Rockyou 两个不同地域真实口令集合的热
词分析, 揭示了它们的词汇使用特点. 最后利用余弦相似度方法定量地比较不同地域口令集合词汇的有效
频度差异, 可以有效地区分出不同地域口令集合的词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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