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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多信息源的实时入侵检测方法研究 

专    业：系统工程 

博 士 生：王伟 

指导教师：管晓宏教授，彭勤科教授 

摘  要  

入侵检测系统（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IDS）是对计算机或计算机网络

系统中的攻击行为进行检测的智能系统，是网络安全深层防卫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当前大部分入侵检测方法普遍存在如下几个关键问题：（1）缺乏审计数

据特征选择的理论和方法；（2）没有海量审计数据的实时快速处理能力，检测

的实时性不高；（3）不能应用在多源的审计数据中；（4）不能全面检测入侵，

检测精度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本文致力于解决入侵检测中普遍存在的以上几个关键问题，其中的主要工

作和贡献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针对高效入侵检测中审计数据特征的选择问题，本文通过使用隐马尔

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HMM）和自组织映射（Self Organizing Maps，
SOM）这两种方法，利用系统调用数据建立程序的正常行为模型并实现入侵检

测。HMM 方法考虑的是数据的转移特性，而 SOM 方法则使用数据的频率特性。

实验结果表明：与审计数据的转移特性相比，频率特性更有利于实时的入侵检

测。虽然考虑频率特性得到的检测效果没有转移特性的好，但是也能满足检测

要求。文中的结论为入侵检测中数据特征的选择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 
（2）针对当前大部分入侵检测方法没有海量审计数据的实时快速处理能

力，本文利用非负矩阵分解（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NMF）方法建

立正常的程序行为和用户行为模型，并实现了实时的入侵检测。该方法对系统

调用数据按照进程进行分组，对命令序列数据以一定的长度进行分组。统计每

组数据中每个元素出现的频率。将频率组成一个列向量代表对应的该组数据。

通过 NMF 对代表原始数据的向量进行降维处理。 后用一个数值表示每组数据

的特征，并以此作为度量检测入侵。实验结果表明，基于 NMF 的入侵检测方法

简单，检测效果好，具有高维海量数据的快速处理能力，非常适用于实时的入

侵检测。 

                                                        
  本文的研究工作受到国家杰出青年基金(69700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0243001)以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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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当前大部分入侵检测方法不能应用在多种信息源中以及实时性较

差等问题，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PCA）方法建

立正常的程序行为、用户行为和网络行为模型，并实现了实时的入侵检测。本

文采用与 NMF 类似的数据预处理方法，并使用 PCA 对高维海量的数据进行降

维，在低维空间中进行入侵检测。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简单，计算

量小，具有多源海量数据的实时快速处理能力，检测效果也明显优于其他方法，

是一种可应用于多信息源的高效实时的入侵检测新方法。 
（4）为了全面检测入侵，有效提高检测精度和入侵检测的实时性，本文提

出了一种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系统模型。该模型按照黑客入侵对系统影

响的一般顺序，从网络行为、用户行为和系统行为 3 个层次，使用相应方法对

这 3 层涉及到的 6 种数据源进行异常检测，并通过信息融合技术融合不同检测

器的检测结果。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一种系统安全风险评估方法，并由此制定

了一套简单高效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策略。作为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 Linux 系统下开发了基于 NMF 和基于 PCA 的入侵检

测系统。初步的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提出的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模型能

够全面有效地检测系统异常行为，并且可以自适应地动态调整系统安全与系统

性能之间的平衡，具有检测精度高、系统资源消耗小的优点。实验结果也表明，

基于 NMF 和 PCA 的实时入侵检测系统运行平稳，有较好的实时性和较高的检

测精度。具有较高的实用性。 
 

关键词：入侵检测，异常检测，计算机网络安全，深度防卫，隐马尔可夫模型，

自组织映射，非负矩阵分解，主成分分析，实时  
 
论文类型：应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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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DS) is an intelligent system for detecting hostile 
attacks against computer network systems. There are several unresolved key issues in 
most current intrusion detection methods: (1) lack of the basis and references for 
choosing suitable features of audit events for effective intrusion detection; (2) lack of 
the ability of high speed processing of massive audit data streams for real-time 
anomaly intrusion detection; (3) lack of the extensibility based on multiple data 
sources; (4) lack of the ability of detecting intrusions across-the-board and of 
inadequateness of detection accuracy. 

This thesis is to aim at resolving these key issues and the work and 
contribution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o aim at choosing suitable features of audit data for effective intrusion 
detection, this thsis presents two methods, for profiling normal program behaviors 
based on system call data, namely, the Hidden Markov Models (HMM) method and 
the Self Organizing Maps (SOM) method. The HMM method utilizes the transition 
property of events while SOM method relies on the frequency property of events. 
Testing results show that using the transition property of events can produce a good 
detection performance only at high computational expense. Considering the 
frequency property of events, on the other hand, is suitable for real-time intrusion 
detection with low computational overhead. Moreover,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requency property of events can also achieve adequate detection performance 
although it is not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transition property of events.  

(2) To aim at processing of large amounts of audit data for real-time intrusion 
detection, this thesis presents a novel 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NMF) 
based method with low overhead and high efficiency. In this new method, system 
call data and command data are used as information sources. The computed 
frequencies of individual system calls generated by a process and individual 
commands embedded in a block are transformed into data column vectors as data 
input. NMF is employed to reduce the high dimensional data vectors and a very 
simple classifier is then used in low dimensions for intrusion detection. Test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is promising in terms of detection accuracy, 
computation expense and implementation for real-time intrusion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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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 aim at establishing a extensible real-time intrusion detection model with 
high detection accuracy, this thesis presents a real-time anomaly intrusion detection 
model suitable for high speed processing of massive data streams from multiple data 
sources. It can serve as a general framework that practical IDS’s can be implemented 
in various environments. A novel anomaly detection method is developed based on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 In this method, a multi-layered anomaly 
detection model is used to monitor multiple computer network behaviors. The 
frequencies of individual system calls generated by one process and individual 
commands embedded in one command block as well as features extracted from one 
network connection are transformed into a data column vector as data input. Our 
method is applied to reduce the high dimensional data vectors and thus the detection 
is handled in a lower dimension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system resources. 
Testing results show that our method is promising in terms of detection accuracy and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and thus amenable for real-time intrusion detection.  

(4) To aim at detecting intrusions across-the-board and at improving detection 
accuracy, this thesis presents a novel model of defense-in-depth and self-adaptive 
host-based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n this model, the behaviors in a computer 
system are monitored according to the impact of the attacks and divided into three 
layers including network connections, user behaviors and system behaviors. Various 
methods are then applied to process the data streams from 6 data sources obtained in 
the three layers for intrusion detection. The monitoring decision on intrusion is made 
by combining the six individual inferences based on information fusion technique. 
Based on the risk assessment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n efficient adaptive 
policy is drawn as well for IDS to reduce the expense of system resources. The 
model is test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s 
effective to detect intrusions and to balance system security and performance 
adaptively and dynamically. The model is promising as well in terms of detection 
accuracy, system resource requir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in practice.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proposed model, an Extensible Real-time Anomaly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ERAIDS) based on NMF and PCA method is developed. 
ERAIDS is also test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achieves good detection accuracy 
with excellent real-time performance.  

 
Key Words: Intrusion detection, anomaly detection, computer network Security, 
defense-in-depth, Hidden Markov Models (HMM), Self Organizing Maps (SOM), 
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NMF),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 
real-time 
 
Dissertation Category: Application 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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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今天我在这里撰写博士论文，一切都是无纸化操作，这比我 1997 年大学毕

业时使用稿纸撰写本科论文要容易的得多。这一切都归功于计算机，它的日益

普及为我们打开了方便之门。九十年代中期只能在各种媒体上听到的“信息高

速公路”，如今已经走入了寻常人家。信息时代悄悄的来临了，于是一切都默默

的发生了变化。当前，随着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的快速发展，

基于 TCP/IP 序列协议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电力、交通、能源一样已经发展成

为现代信息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影响着现代信息生活的方方

面面。从网络游戏到移动 QQ，从电子邮局到信息浏览，从网上购物到视频点播，

从网络求职到电子政务，从网上银行到军事内网，从电子文献到网络查询……
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通信、军事、科技、能源、

交通、金融、化工和政府部门等关键领域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与计算机网

络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对计算机网络系统的严重依赖使得我们必须确

保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安全。否则，不仅会打乱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大量人

力、物力资源的损失，竞争优势的丧失，公司商业机密信息或研究技术文档的

被窃，甚至会丢失国家机密，进而危及国家安全。 
  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相对应，黑客攻击也是如影随形。近年来，

黑客攻击的频度、传播速度、受害面和破坏程度都在不断加大。各种新病毒和

新的攻击方式也层出不穷，给网络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 
在攻击频度方面，根据 CERT/CC 的统计[1]，与网络安全相关事件的数量呈

逐年急剧上升的势头（如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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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CERT/CC 历年安全事件统计报告 

 
在受害面方面，各国的通信、能源、交通、金融、化工、军事、科技和政

府等关键领域的信息化程度在逐年提高，他们已经与互联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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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各种黑客攻击、蠕虫以及恶意代码，通过互联网对全球各领域内的

计算机网络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例如从 2000 年 2 月开始，大规模的分布式拒

绝服务攻击（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s, DDoS）大行其道。在当年的 2 月 7
日到 11 日这短短几天内，黑客连续攻击了包括著名的 Yahoo、Buy.com、eBay、
Amazon、CNN 等在内的许多知名网站，致使有的站点停止服务长达几个小时甚

至几十个小时之久。国内的新浪等门户站点也遭到了攻击。这次的攻击浪潮经

媒体报道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以至于美国总统都不得不亲自过问。接下来

的几年中网络安全相关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2001 年爆发了“红色代码（Red 
Code Worm）[2]”和“尼姆达(W32.Nimda.A@mm)[3]”等蠕虫病毒，2002 年全球

的根域名服务器遭到大规模 DDOS 攻击，尤其是 2003 年爆发了 SQL 杀手

(Worm.SQL.Slammer)[4]，冲击波(W32.Blaster.Worm)[5]及其变种等蠕虫病毒，这

期间还频繁发生了网页篡改和黑客竞赛等多起波及全球的大规模安全事件，在

世界范围内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和损失[6]。其中，SQL 杀手蠕虫使韩国 90％
的互联网面临瘫痪，而冲击波病毒则让世界范围内至少 2000 多万台电脑受到感

染，仅我国就感染 600 多万台，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6]。2004 年 11 月，“证券

大盗”木马病毒（Trojan/PSW.Soufan）被截获。该木马可以盗取包括南方证券、

国泰君安等多家证券交易系统的交易账户和密码，被盗号的股民账户存在被人

恶意操纵的可能[7]。此外，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日益广泛、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

网络上存在的安全漏洞也越来越多，用来进行攻击的黑客工具也层出不穷。同

时，互联网上各种黑客交流网站众多，为黑客攻击工具的快速传播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很多攻击工具界面友好，功能强大，使得攻击者不需要掌握太多的计

算机技能就能展开攻击。造成的结果使得攻击数量大幅增长，攻击种类呈多样

化发展，预防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网络安全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美国在“911”之后

成立了美国本土安全部和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委员会，其重要的使命就是防

范网络恐怖攻击。国防部成立了信息战联席指挥中心，联合参谋部信息战局、

信息系统安全中心，还在海陆空三军建立了信息战部队。日本、俄罗斯等国也

成立了相应的部门主管信息安全。我国成立了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

调中心[8]，对网络攻击进行防范和紧急响应。此外，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

全管理办公室（国信安办）也及时成立，行使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的职能。 
本文就是在网络安全威胁急剧增长的大背景下，在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60243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0243001)和国家 863 计划（2001AA140213，
2003AA142060）的资助下完成的。本文主要研究“集成化网络安全防卫系统”

课题中的重要技术――多信息源的实时入侵检测及其相关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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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计算机安全防卫与入侵检测系统 

1.1.1 安全的概念及常见的安全防卫技术 

通常，计算机安全主要是指如何保护计算资源和存储在计算机系统中的重要

信息。计算机的安全措施必须能够保护计算机使其免受入侵攻击，它一般具有

如下几个主要特性[9,10]： 
 机密性（Confidentiality）：要求只有合法的授权用户才能够对机密的或

受限的数据进行存取或操作。 
 完整性 （Integrity）：要求保持系统中数据的正确性和一致性。也就是

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保护数据不受破坏或篡改。 
 可用性 （Availability）：计算机资源和系统中的数据信息在合法用户需

要使用时，必须是可用的。即对授权用户，系统应尽量避免系统资源被

耗尽或服务被拒绝的情况出现。 
 有责任性 （Accountability）：当计算机中的泄密现象被检测出来之后，

计算机的安全系统必须能够保持足够的信息以追踪和识别入侵攻击者。 
 正确性 （Correctness）：系统要尽量减少由于对审计事件的不正确分类

所引起的误报 （False Alarms） 现象，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如果

误报率太高，就不仅使得系统的可用性降低，而且还会使合法用户对系

统失去信心。 
 上述计算机安全的各种特性取决于计算机系统安全策略的需求，这些安全策

略用来定义或描述系统的不同用户和软件模块的行为，并明确指出哪些行为是

允许的，哪些又是被禁止的。它们首先由系统的安全负责人给出详细规范的安

全性要求，然后以某种形式加以实现。但是这些安全性规范及其实现却不能保

证没有错误。 
一般认为，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黑客攻击、计算机病毒 

（Virus）、网络蠕虫 （Worm） 和拒绝服务攻击 （Deny-Of-Service, DOS） 等
四个方面。这些攻击根据攻击形式可分为如下几种：利用系统缺陷或后门攻击；

利用防火墙的安全隐患；内部用户的窃密、泄密和破坏；利用网络监督和系统

安全评估手段的缺乏；口令攻击；拒绝服务攻击；病毒攻击、蠕虫攻击等等。

近年来内部攻击愈演愈烈[11]，人们也开始有针对性的重点防范来自内部的攻击。 
为了 大限度的保护计算机与网络系统。针对不同的攻击形式，也涌现了一

些常用的计算机安全防卫技术。从广义上讲，计算机安全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主机安全技术、身份认证技术、访问控制技术、密码技术、防火墙技

术、安全审计技术、安全管理技术、系统漏洞检测技术和黑客跟踪技术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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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控制技术。访问控制主要有两种类型：网络访问控制和系统访问控

制。网络访问控制限制外部对主机网络服务的访问或系统内部用户对外

部的访问，通常由防火墙实现。系统访问控制为不同用户赋予不同的主

机资源访问权限。例如 UNIX 的文件系统。 
 杀毒软件。杀毒软件通过已知病毒的特征来检测并按照既定的方案清除

病毒。病毒软件是 常用的一种计算机安全防卫措施，用户需要经常更

新病毒库。 
 防火墙技术。防火墙是一种重要的安全技术，其特征是通过在网络边界

上建立相应的网络通信监控系统，达到保障网络安全的目的。 
 加密传输技术。加密就是为了安全的目的对传输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

数据加密技术可以分为三类，即对称型加密、不对称型加密和不可逆加

密。加密传输技术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网络安全技术，它能够防止重要信

息在网络上被拦截和窃取。IPsec （IP 安全体系结构）和虚拟专用网 
（VPN） 是近几年来加密传输方面广为采用的技术。 

 识别和验证。认证（Authentication）是确定某人或某事是否名副其实或

有效的过程。用户身份认证是保护主机系统的一道重要安全防线。 
 入侵检测。入侵检测是网络安全防卫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

实现复杂的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从目标信息系统和网络资源中采集信

息，分析来自网络外部和内部的入侵企图，并实时地对攻击做出反应。 
 漏洞扫描技术。漏洞扫描是自动检测远程或本地主机安全脆弱点的技

术。它查询 TCP/IP 端口，并记录目标的响应，收集关于某些特定项目

的信息并分析其中的缺陷。漏洞扫描对于发现系统安全漏洞，提高

Internet 上服务程序的安全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黑客跟踪技术。黑客跟踪是指用特殊的工具和技术来发现、保存和分析

计算机系统中黑客留下的蛛丝马迹的整套工具和技术。通过对得到的黑

客行为信息进行分析，发现黑客的活动特征。常见的蜜罐 （Honeypot）
和蜜网（Honeynet）即通过引诱黑客进行攻击，进而实现对黑客的跟踪。 

1.1.2 入侵检测与入侵检测系统 

实践经验使人们意识到：现有的各种计算机网络安全防卫机制都有自己的局

限性。例如，防火墙[13]能够通过过滤和访问控制阻止一些对系统的非法访问，

但是不能抵御某些特定的入侵攻击，尤其是在防火墙系统存在配置上的错误、

没有定义或没有明确定义系统安全策略时，都会危及到整个系统的安全。另外，

防火墙主要是在网络数据流的关键路径上，通过访问控制来实现系统内部与外

部的隔离，因此，针对恶意的移动代码（病毒、木马、缓冲区溢出等）攻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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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来自内部的攻击等，防火墙将无能为力。可以看出，网络系统安全不能只依

靠单一的安全防御技术和防御机制。只有通过在对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和各种网

络安全技术和工具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系统安全策略，设立多道安全防

线，集成各种可靠的安全机制建立完善的多层安全防御体系，才能够有效地抵

御来自系统内、外的入侵攻击，达到全面维护网络系统安全的目标。 
针对计算机与网络系统的安全问题，出现了很多有效的反入侵技术。Halme

等人对通用的反入侵攻击技术（先发制人、预防、威慑、检测、诱骗以及对抗

等）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它们在系统资源保护中所处的位置，如图 1-2 所示[14]。 

 
入侵检测（Intrusion Detection）是近二十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动态的监

控、预防或抵御系统入侵行为的安全机制。主要通过监控网络、系统的状态、

行为以及系统使用情况，来检测系统用户的越权使用以及系统外部的入侵者利

用系统安全缺陷对系统进行入侵的企图。与传统的预防性安全机制相比，入侵

检测具有智能监控、实时探测、动态响应、易于配置等特点。由于入侵检测分

析的数据源仅是记录系统活动轨迹的审计数据，这使其几乎适用于所有的计算

机系统[9]。入侵检测技术的引入，使得网络、系统的安全性得到进一步地提高。 
显然，入侵检测是对传统计算机安全机制的一种补充，是网络安全多层防

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开发应用增大了网络与系统安全的保护纵深，

成为目前动态安全工具的主要研究和开发的方向[10,15]。许多研发机构和主要的

安全厂商都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开发，有的已经推出了相应的产品。 
  入侵检测的目标就是通过检查系统的审计数据或网络数据包信息来检测

系统中违背安全策略或危及系统安全的行为或活动，从而保护信息系统的资源

不受拒绝服务攻击，防止系统数据的泄漏、篡改和破坏[10]。入侵检测技术的研

究，涉及到计算机、计算机网络（或通信网络）以及信息科学，包括人工智能、

模式识别、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神经网络等多个领域的知识。 
  入侵检测系统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DS）通过分析安全相关数据

系 统

资源 

陷阱或假目标 
诱骗 
技术 

入侵 
对抗 

入侵 
检测 

内部威慑 
(警告信息) 

外部预防 
(防火墙等) 

外 部 威

慑 ( 法

律 、 法

规) 

内部预防 
(存取控制等) 

系统内部 
先发制人 

可能的入侵企图 

图 1-2 各种反入侵攻击技术及其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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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检测入侵活动的系统。一般来说，入侵检测系统在功能结构上基本一致，均

由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以及用户界面等几个功能模块组成，它们只是在数据的

分析方法、数据的采集途径以及数据类型等方面有所不同。一般来说，用来检

测攻击的信息包括[16]： 
 系统、用户、程序、网络正常或异常的行为。 
 标识可疑事件的字符串，包括关于已知攻击和入侵的特征签名等。 
 激活针对各种系统异常情况以及攻击行为采取响应所需的信息。 

这些信息以安全的方式提供给用户的 IDS，有些信息还要定期地升级。 
    一个集成化网络安全防卫系统框架如图 1-3 所示。图中，基于主机和基于

网络的 IDS 分别检测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的入侵与攻击。网络流分析则通过网

络流量检测蠕虫、DDoS 等攻击行为。可以看出，入侵检测系统与交换机、防

火墙、路由器等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网络安全防卫系统。 

Internet

路由器

防火墙

基于网络的
IDS

交换机

基于主机的
IDS主机主机

主机主机
基于主机的

IDS
控制中心

交换机

控制决策检测

子网 A

子网 B

子网 C

路由器

路由器

防火墙

基于网络

的 IDS

基于网络的
IDS

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

协调

主机

主机

网络流分析

防火墙

 
图 1-3 入侵检测与集成化网络安全防卫系统示意图 

1.2 入侵检测技术分类 

入侵检测技术一般有两种分类方法。一种方法是通过建模方式进行分类，

另一种是通过被保护的对象进行分类。另外，也可以根据响应方式、审计数据

源的位置、审计数据的分析特性几个方面来分类[17]。 
 根据建模方式进行划分 

入侵检测技术根据建模方式可划分为异常检测（Anomaly Detection） 
和误用检测（Misuse Detection，也称为滥用检测）。异常检测通常也被称

为基于行为的入侵检测（Behavior Based Intrusion Detection）。它建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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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正常行为模型，以是否显著偏移正常模型为依据检测入侵。误用检

测通常也被称为基于知识的入侵检测（Knowledge Based Intrusion 
Detection）。它根据已知入侵攻击的信息（知识、模式等）来检测系统中

的入侵和攻击。 
 根据被保护的对象进行划分 

入侵检测技术根据被保护的对象可以划分为基于主机的

（Host-Based） 入侵检测和基于网络的（Network-Based）入侵检测。 
 根据响应方式进行划分 

根据检测系统对入侵攻击的响应方式可分为主动的 IDS 和被动的

IDS。主动的 IDS 在成功的检测入侵之后，可自动对目标系统中的漏洞

采取修补、强制可疑用户（可能的入侵者）退出系统或关闭相关服务等

对策和响应措施。而被动的 IDS 在检测出对系统入侵攻击后只是产生报

警信息通知系统安全管理员，至于之后的处理工作则由系统管理员完成。 
 根据审计数据源的位置进行划分 

入侵检测技术按照审计数据源的位置可分为：主机日志文件、网络

数据包、应用程序的日志文件、IDS 报警事件等。 
 根据审计数据的分析特性进行划分 

根据审计数据的分析特性可以分为基于事件转移特性的入侵检测、

基于事件频率特性以及基于事件相关特性的入侵检测等。 
IDS 的分类情况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入侵检测系统分类情况汇总表 

分 类 依 据 IDS 类别 备   注 

建模方式 
异常检测 基于行为的 IDS 

误用检测（也称为滥用检测） 基于入侵知识的 IDS 

被保护的对象 
基于主机的入侵检测 主机环境适用 
基于网络的入侵检测 网络环境适用 

响应方式 
主动的 IDS 

对检测到的入侵进行主动响

应、处理。 
被动的 IDS 对检测到的入侵仅进行报警 

审计数据源的位置 

主机日志文件 

数据源的位置 
网络数据包 

应用程序的日志文件 
IDS 报警事件 

审计数据的特性 

基于事件的转移特性 
数据处理时考虑具体的数据

特性 
基于事件频率特性 

基于事件的相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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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入侵检测的发展与历程 

计算机安全实际上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早期就有人开始研究，但是他们的研

究成果一度被忽略[18]。直到 1980 年 4 月 James P. Anderson 为美国空军做的一份

技术报告才被公认为是入侵检测的开山之作。这份题为《Computer Security 
Threat Monitoring and Surveillance》（计算机安全威胁监控与监视)）的技术报告
[19]第一次详细阐述了计算机系统中入侵检测的概念。他提出了一种对计算机系

统风险和威胁的分类方法，并将威胁分为外部渗透、内部渗透和不法行为三种，

还提出了利用审计跟踪数据监视入侵活动的思想。 
1984 年到 1986 年期间，乔治敦大学的 Dorothy Denning 和 SRI/CSL（SRI

公司计算机科学实验室）的 Peter Neumann 研究出了一个实时的 IDS 原型系统，

取名为 IDES（Intrusion Detection Expert System，入侵检测专家系统）[20]，并基

于此系统提出一个经典的入侵检测模型[21]。该模型假定计算机系统中的用户能

够产生正常行为，如果用户行为显著偏离该模型就标明为异常[22]。该模型将入

侵检测器总结为具有六个主要部件的基于规则的模式匹配系统，这个六个部件

分别是 Subject （主体）、Object（客体）、Audit records（审计记录）、Profile（特

征轮廓）、Anomaly records（异常记录）、Activity rules（规则文件），这种模型

与具体系统和具体输入无关，独立于特定的系统平台、应用环境、系统弱点以

及入侵类型，为构建 IDS 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框架。 
1988 年，莫里斯蠕虫（Morris worm）[23]的爆发使得互联网在 5 天之内无

法使用，这次事件使计算机安全一时之间成为了万人瞩目的焦点。同年，Teresa 
Lunt 等人根据 Denning 提出的入侵检测模型开发了入侵检测专家系统（IDES）

[24]。这套系统用来检测单机上的入侵企图。后来改进的版本在 1995 年推出，

名为下一代入侵检测专家系统（Next-generation Intrusion Detection Expert System, 
NIDES）[25]。 

同年，为了帮助美国空军安全办公室检测美国空军基地中大型主机系统的

入侵行为，Haystack 系统被成功的开发出来了[26]。为了检测美国国家计算机安

全中心的大型主机的入侵活动，另外一个早期的 IDS――MIDAS（Multics 
Intrusion Detection and Alerting System）[27]，也被成功的开发出来了。该系统主

要是受到了 Denning 和 Neumann 的启发而开发完成的，它主要用作误用检测。  
1990 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 L. T. Heberlein 等人成功的开发出 NSM[28]，

现在被称为网络入侵检测器。该系统第一次直接将网络数据流作为审计数据源，

因而可以在不将审计数据转换成统一格式的情况下监控主机。从此之后，基于

网络的 IDS 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此处的 IDES 是 1985 年 IDES 的更新版（文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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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网络异常入侵检测与报告系统 NADIR（Network Anomaly Detection 
and Intrusion Reporter）[29]和分布式入侵检测系统 DIDS（Distributed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30]的概念被引入到入侵检测中。它们从多个主机中收集审计

数据检测一批主机中的入侵行为。 
1994 年，为了提高入侵检测的可扩展性、可维护性、有效性和容错性，Mark 

Crosbie 和 Gene Spafford 提出了使用自治代理（Autonomous Agent）的概念[31]。

1996 年，GrIDS 系统[32]的开发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当前大部分 IDS 存在可扩展

性差的问题。该系统能够检测大规模的自动攻击，跨越了多种管理的范围。1998
年，Ross Anderson 和 Abida Khattak 将信息获取技术引入到入侵检测中[33]。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IDS 的研发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并在智

能化和分布式两个方向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在 IDES 和 NIDES 开发经验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 EMERALD 系统[34]，UC Santa Barbara 开发的 NetSTAT[35]等等。

目前，SRI/CSL、普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哥伦比亚大学、新墨西哥大学等研究机构在 IDS 及其相关领域中的研究代表了

当今的 高水平[36]。 
在实用的商业系统方面，IDS 更是层出不穷。从国际范围上看，IDS 的优秀

代表有 ISS 公司的 RealSecure 系统[37]，它也是 成功的商用 IDS 之一。另外还

包括 NFR 公司的 NFR[38]、CISCO 公司的 NetRanger[39]，NA 公司的 CyberCop 入
侵检测组件（包括 CyberCop scanner，CyberCop monitor，CyberCop sting 等等）
[40]，以及优秀的开放源码入侵检测器 Snort[41]等。 

近年来，国内也涌现了一批商用的 IDS。其中包括有信利公司的系统网际

巡警――NP-IDS1100[42]，科友科技公司的网络安全监控器――NISDetector [43]，

安络科技公司的网络 IDS――NetSentry[44]，启明星辰公司天阗入侵检测与管理

系统套件[45]，安氏互联网安全系统 (中国) 有限公司的领信 IDS[46]。中联绿盟信

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冰之眼”网络 IDS[47]等等。 

1.2.2 入侵检测的性能评价指标 

虽然入侵检测及其相关技术无论在商用系统还是技术研究方面都已经有了

很大进展，但关于入侵检测的性能评价及相关评测工具、标准以及测试环境等

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很缺乏[48]。Porras[49]和 Debar[17]等人提出了几个性能评价指

标。Lee 的博士论文中[50]又加上了两条。一般说来，IDS 有如下的性能评价指标。  
 准确性（Accuracy）：指 IDS 能正确地检测出所有的系统入侵活动。当

IDS 检测不准确时，它就可能把系统中的合法活动当作入侵行为并标识

为异常，产生了误报。这是一个误报指标，通常可用误报率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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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事件总数

常的正常事件数量所有被错误的判断为异
误报率 =        (1-1) 

 完备性（Completeness）：指 IDS 能够检测出所有攻击行为的能力。如果

存在一个攻击行为无法被 IDS 检测出来，那么该 IDS 就不具有检测完备

性。由于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很难得到关于攻击行为以及对系统特权滥

用行为的所有知识，所以关于 IDS 的检测完备性的评估要相对困难得

多。完备性是一个漏报指标，通常可由漏报率来衡量： 

异常事件总数

的异常事件数量所有没有被判断为异常
漏报率 =         (1-2) 

 处理性能（Performance）：指 IDS 处理系统审计数据的速度。显然，当

入侵检测系统的处理性能较差时，它就不可能实现实时的入侵检测。 
 实时性（Real Time）：实时性要求 IDS 必须尽快地分析数据并传递分析

结果，使得系统安全管理人员能够在入侵攻击尚未造成更大危害以前就

能够做出反应，阻止攻击者颠覆网络甚至 IDS 的企图。与上面的处理性

能因素相比，实时性的要求更高。它不仅要求 IDS 的处理速度要尽可能

地快，而且还要求传递、反应检测结果信息的时间也要尽可能的少。 
 容错性（Fault Tolerance）：IDS 必须能够抵御对它自身的攻击，特别是

DOS 攻击。由于大多数的 IDS 运行在极易遭受攻击的操作系统和硬件

平台上，这就使得系统的容错性变得特别重要，在 IDS 的设计时必须要

认真考虑这一点。 
 资源消耗（System Resources）：一个有效的 IDS 必须能够在保证有效性

的前提下减少资源的耗用。毕竟更多的时候系统的可用性与系统安全相

比显得更为重要。 
 可扩展性（Extensibility）：一个优秀的 IDS 必须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入

侵检测的某个模块必须与具体的环境无关。例如，在网络环境下能够正

常运行的模块也必须能够在其它环境下（例如主机环境中）运行。 
 自适应性（Adaptability）：一个有效的 IDS 必须能够检测未知的攻击，

而且能够很容易增加新的检测模块♣。 

1.3 入侵检测的相关研究工作 

异常检测能够检测未知的攻击，因此，近年来异常入侵检测成为了研究的

热点。目前，已经有很多方法成功的应用于异常检测中，例如统计分析、机器

学习、神经网络、数据挖掘等等。入侵检测的相关研究工作有很多分类方法，

                                                        
♣ 这里对自适应性的理解来自文献[50]。另外一种自适应入侵检测的理解是异常入侵检测系

统必须能够动态更新正常行为，并借此提高检测率，降低误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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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按照审计数据源的不同进行分类。对异常检测系统来说，可以从计算机或

网络的各个不同层面对系统行为进行建模并检测入侵，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

是如何选择用户行为、系统行为或网络行为模式的特征，以便根据这些特征更

好更准确地区分出入侵行为与正常行为。目前，入侵检测的数据源主要包括有

审计事件、命令序列、系统调用、网络数据包、击键特性、文件系统访问等等[51]。

与这些数据源相关的入侵检测方法综述如下。 
 审计事件与命令序列 

在早期的入侵检测研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监测系统日志来建立系统和用

户的正常行为模型[25, 26, 52]。这些日志记录的信息包括有：CPU 时间、登陆时刻，

登陆持续时间、访问的文件名称等等。近年来，命令序列成为基于主机入侵检

测的一种常用的数据源。例如，Schonlau 等人收集了大量的命令序列，通过命

令序列建立用户的正常行为模型以检测内部的伪装攻击[53]。在他们的实验中，6
种方法：Bayes one-step Markov, Hybrid multi-step Markov, IPAM, Uniqueness, 
Sequence-Match 和 Compression 都成功的应用到内部伪装攻击的检测中[54]。

Maxion 等人使用 Naïve Bayes 分类算法检测内部攻击[55]。Oka 等人使用 Eigen 
Co-occurrence Matrix 方法得到了更为精确的用户行为模型[56]♀。Lane 等人提出

了一种分析用户历史命令的算法建立用户正常的行为模型以检测入侵[57]。Yeung
等人利用隐马尔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s, HMM）对用户行为进行建模
[58]。作者利用主成分分析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用户行为模型检测入侵，也得到了

较好的检测结果[51,59]。 
 系统调用 

近年来，很多异常检测方法通过系统调用数据建立程序的正常行为模型来

检测入侵。在 Unix/Linux 及其兼容操作系统中，系统调用是用户空间与内核空

间中资源调用的接口。单个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多个进程，一个进程

产生的系统调用被归为一个“执行迹”（trace）。通过分析“执行迹”产生的系

统调用，就有可能发现程序的异常运行状态，进而判断出该系统是否受到攻击。

相对于其它数据源来说，系统调用的种类非常有限（内核为 2.7.10 的 Linux 系

统其系统调用不足 221 种，常用的不过 80 多种）。此外，黑客入侵也不可避免

的会在系统内核层的系统调用中留下入侵的痕迹[60]。因此，基于系统调用的入

侵检测建模方法简单而且高效，近年来已经成为异常检测中主机行为建模的主

要研究对象。 
1996 年，Forrest 等人首次提出以进程正常运行时产生的一定长度的系统调

用短序列为研究对象来刻画进程正常的运行状态[61]。Lee 等人继 Forrest 的工

                                                        
♀ 该文的数学方法与作者提出的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入侵检测方法非常接近（见本文的第四

章）。但他们的工作是基于一种比较新颖的数据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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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应用 Ripper 软件包，从系统调用序列中挖掘正常和异常的模式，以规则的

形式来描述系统的运行状态，建立了一个简洁有效的系统正常模型 [ 62 ]。

Warrender 等人则应用了 HMM 算法对系统调用的隐含状态进行建模，也取得了

较好的检测结果[63]。HMM 作为一种重要的入侵检测方法，也在系统调用的程

序行为建模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58, 64, 65, 66]。Wespi 等人扩展了 Forrest 等人的思

想，使用了变长短序列的方法对系统调用进行建模[67]。 Asaka 等人使用了优化

分类面的方法检测系统入侵[68]。Liao和Hu分别采用 近邻（K-Nearest Neighbor）
和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对程序行为进行建模[60,69]。我们

的研究小组也分别利用规划识别[70]、粗糙集理论[71]等方法检测程序的异常行为，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它方法，例如一步马尔可夫模型（First-order Markov Chain 
Models）[72]，高阶马尔可夫模型（High-order Markov Models）[73], 幂加权移动

平均（Exponentially Weighted Moving Average(EWMA)）[74], 决策树（Decision 
tree）[75], Chi-Square 距离[76], 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s）[77] 和软计算（soft 
computing）[78]等方法也成功的应用于基于系统调用的程序异常行为检测中。近

来年，国内同行也分别应用了相对 Hamming 距离[79]，支持向量机[80]，特征树[81]

等方法通过系统调用序列对主机的程序行为进行建模，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网络数据包 

网络入侵检测通过监测和分析网络连接记录来识别入侵，这些记录中包含

的信息有网络协议、网络服务、源端口、源 IP 地址、目标端口、目标 IP 地址、

连接时间等几十种。目前，已经有一些方法应用在网络入侵检测系统中。例如，

Lee 等人使用 Ripper 软件建立了一个通用的误用检测模型[82, 83]；Giorgio 等人利

用多层神经网络的融合模型检测网络入侵[84]；Eleazar 等人使用支持向量机等方

法检测网络的异常行为[85]；Lazarevic 等人使用包括无监督的支持向量机在内的

4 种方法检测网络入侵行为[86]。此外，自组织特征映射[87, 88]、神经网络[89]、遗

传聚类[90]等方法也都在网络入侵检测中得到了应用。国内同行分别应用了遗传

算法[91]，无监督聚类[92]等方法通过建立正常的网络行为模型进行入侵检测，也

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击键特性 

击键特性是用户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击键特性建立用户的正常行为

模型，也可以检测出系统入侵，特别是内部的攻击行为。80 年代初，Gaines 等
人对七个秘书的击键行为进行研究，第一次提出了用击键时间识别用户的可能

性[93]。随后，Leggett 等人把连续统计理论应用于击键特性的识别中，得到正常

用户的误报率为 0.17%，漏报率为 13.3%[94]。1994 年，Napier 等人改进了 Leggett
的算法，将误报率和漏报率之和降低到 3.8%[95]。后来，一些神经网络方法也被

应用到击键特性的识别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检测效果。我们的研究小组使用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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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贝叶斯统计方法，实现了基于实时击键序列的入侵检测系统[96, 97]。 
 文件系统访问 

通过文件系统的访问也可以检测出异常行为。这主要是通过对文件系统的

完整性校验来使管理员具有监控文件系统增加、删除、修改的能力，能够防范

入侵者、授权用户的越权访问以及病毒代码引起的系统可执行文件的变化等行

为。这方面检测算法不多，一般都是基于误用的检测策略。在目前已知的文件

校验系统中，Tripwire[98]和 Samhain[99]的功能比较强大。Tripwire 系统使用加密

校验敏感的系统数据来检测文件的变化，包括未被授权的软件安装，成功入侵

之后安装的后门等。这种技术对系统的修复非常有用。Samhain 也是一个在

UNIX/Linux 环境下运行的文件完整性校验系统，与 Tripwire 不同的是，它的源

代码是开放的，而且具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能力和灵活性。 

1.4 当前入侵检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入侵检测从开始研究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同时也还有很多

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总结出当前的入侵检测系统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检测效果较差 

入侵检测效果即准确性和完备性。当前的异常入侵检测系统普遍存在漏报

较多，而误报又高居不下的境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IDS 的声誉。 
 数据的处理性能不高 

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应用所涉及到的数据越来越多，数

据量也越来越大，它们往往都是海量高维的数据。例如，UNM 在收集 Sendmail
守护进程产生的系统调用实验中，仅 112 条邮件信息就产生了超过 150 万条的

系统调用[61]。我们在实际系统中收集 Ftp 的系统调用时，30 分钟左右的时间就

收集到了超过 100 万条的系统调用数据。而 1998 年 DARPA 在进行 IDS 评测实

验时，仅 7 个星期就获得了超过 5 百万条的连接信息，每条连接都由多达 41 个

不同的属性组成，形成了一个高维海量的数据集[100]。因此，一个有效的入侵检

测方法必须具有高维海量数据的实时快速处理能力，使得攻击在还未给系统造

成损失之前就能够被实时地检测出来并采取积极的防卫措施来保障系统安全。

但是，目前大部分入侵检测方法处理高维海量数据的能力不强。这些方法一般

都假设数据量较小或者数据的低维较低。例如文献[70]中只用了几条或几十条系

统调用序列作为测试数据，文献[84]，[90]，[92]中也仅使用了几百条或者上千

条的网络连接数据进行测试。而有些检测方法则假定审计数据维数较低，在低

维数据的条件下进行检测，例如文献[87]中只用了每个网络连接包含的 41 个属

性中的 6 个，文献[91]只使用了 5 个属性。显然，这些简化与实际的入侵检测环

境不相符合。可以看出，大部分异常入侵检测系统没有高维海量数据的快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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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造成的结果就是不能及时的保护系统使其不受侵害。 
 实时性不好 

数据的处理性能不高使得入侵检测的实时性不好。一个关键的网络系统往

往会产生大量的审计数据，一旦数据处理性能不高，就会使得入侵检测的实时

性不好。例如，在使用大量数据的情况下，HMM 方法在正常模型训练的过程

中需要耗时约 2 个月[63]，这显然不能满足实时入侵检测的需要。 
 耗用资源大 

很多 IDS 在处理海量数据的过程中耗用了大量的系统资源，给系统本身带

来了沉重的负担，背离了 IDS 的初衷。 
 可扩展性和自适应性不好 

目前很多的入侵检测方法可扩展性不好，它们往往是一个特别的方法应用

于一种特定的数据源[82]。例如 Forrest 的 TIDE 方法对系统调用数据有效，但是

它却很难应用于网络数据。对于一个多层次深度防卫的 IDS 来说，如果因为需

要处理多源的审计数据而额外增加新的检测算法，无疑会增加系统负载，降低

入侵检测的实时性。同样，自适应性不好使得 IDS 不能有效的更新新的检测模

块，同样会给系统带来新的负担。 

1.5 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 

    针对入侵检测中普遍存在的以上问题，本文致力于解决多源海量审计数据

的实时快速处理，实现可应用于多信息源的高效实时的异常入侵检测。该实时

入侵检测方法在保证具有良好检测效果的同时，还必须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自适应性，以及耗用资源小、数据处理性能高的优点。本文的研究成果应用于

国家 863 项目“集成化网络安全防卫系统”。 
    我们从如下 4 个方面入手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1）选择合适的数据特性以实现高效实时的入侵检测。一般来说，审计数

据中包含的 重要的两种数据特性分别为转移特性和频率特性。我们使用 HMM
考虑数据的转移特性，使用 SOM 考虑数据的频率特性分别对系统调用数据进行

入侵检测。实验结果作为实时入侵检测中审计数据特征选择的重要依据。 
（2）使用有效的数据预处理方法。该方法一改过去逐一考察审计数据中每

个元素的特性，而分别以某种特定的方法对原始审计进行分组（例如，系统调

用数据将每个进程作为一组，命令序列按照固定长度进行分组，网络数据将每

个连接作为一组等等)。以每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每组数据中每个元素出

现的频率或者属性，并将其转变成一个向量。入侵检测问题就转化为判断一个

向量是否正常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式识别问题，因此就可以借用许多经典的模式

识别方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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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问题（1）中的结论，利用数据中的频率特性进行特征提取。入

侵检测时，采用非负矩阵分解和主成分分析设计一种简单的检测算法，以提高

实时性，降低系统资源消耗。同时，基于文中提出的数据预处理方法以及入侵

检测算法，构建一个可应用于多数据源的入侵检测模型。 
    （4）在基于本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用不同方法分别对来自多监测器的

信息源进行异常检测，并通过信息融合技术融合不同检测器的检测结果得到合

理的入侵判定。 后在此基础上通过系统安全风险评估方法制定一种简单高效

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策略。借此全面检测系统异常行为，并且动态调整系统安全

与系统性能之间的平衡。同时，我们也开发了基于 NMF 和基于 PCA 的具有可

扩展能力的实时异常入侵检测原型系统，为实用化作出初步的努力。 

1.6 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与章节安排 

本文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 
（1）通过大量实验总结了适合高效实时入侵检测的审计数据特性。 

 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基于 HMM 的程序行为异常检测新方法。该方法

利用 HMM 考察系统调用的转移特性，建立程序的正常行为模型检

测入侵。与其它几种经典的入侵检测方法相比，实验结果表明文中

的方法检测精度有很大提高。 
 提出了一种基于 SOM 的程序行为异常检测新方法。该方法利用

SOM 考虑系统调用的频率特性来检测程序的异常行为。实验结果

表明 SOM 方法不仅具有很好的实时性，而且也有较高的检测精度。 
 基于 HMM 和 SOM 的入侵检测实验结果表明，利用审计数据的转

移特性可以提高入侵检测效果，但是，数据处理的性能不高，耗用

资源大，不利于实时的入侵检测。与之相反，频率特性有利于实现

高效实时的入侵检测，同时也能保证较好的检测精度。这个结论可

以作为入侵检测中审计数据特征选择的重要参考。 
（2）创新性的提出了一种可应用于多信息源的数据预处理方法。这也为审

计数据的特征提取提供了一种新方式。 
对海量高维的系统审计数据按照一定的方案进行分组，化整体为部分，考

虑审计数据的频率特性或者其属性，将每组高维的数据转换成一个向量形成数

据输入。海量数据就以这种方式得到了精简，入侵检测问题也转化为判断某个

输入向量是否异常的问题。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将复杂的入侵检测问题转化为一

个简单的模式识别问题，问题得到了简化。同时，几乎所有的审计数据都可以

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分组，因此可以保证入侵检测的自适应性和扩展性。 
（3）提出了基于 NMF 和基于 PCA 的实时入侵检测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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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将 NMF 和 PCA 引入到入侵检测领域中。 
 实验结果表明，基于 NMF 和 PCA 的入侵检测方法在保证具有较高

检测精度的同时，入侵检测的实时性和处理性能都有大幅提高。 
（4）创造性的将数据预处理之后形成的高维向量进行分解，提高入侵检测

的数据处理能力，降低系统资源的消耗。 
 将高维的数据向量进行分解，在形成的低维空间中进行入侵检测，

海量审计数据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精简，提高了入侵检测的数据处

理能力，同时使得存储空间大幅减小，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系统

资源的消耗。 
（5）创造性的设计了几种简单的分类器，提高了入侵检测的实时性。 
结合数据预处理特性以及 NMF 和 PCA 方法本身的特性，我们 后用一个

数值准确的将每组数据的异常度反应出来，非常直观明了。无需额外的分类器

即可实现入侵检测，降低了入侵检测的难度，同时也保证了实时性。 
（6）为了全面检测黑客入侵，有效提高检测效果并减小系统消耗，提出并

初步实现了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系统。 
 该模型按照黑客入侵对系统影响的一般顺序，从网络连接、用户行

为与系统行为三个层次、使用不同方法对这三层涉及到的网络数据

包、键盘输入、命令序列、审计日志、文件系统与系统调用进行异

常检测，通过信息融合技术融合不同检测器的检测结果得到合理的

入侵判定。 
 利用本文提出的系统安全风险评估方法制定了一种简单高效的自

适应入侵检测策略。初步的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深度防卫的

自适应入侵检测系统能够全面有效地检测系统异常行为，并且可以

自适应地动态调整系统安全与系统性能之间的平衡，具有检测精度

高、系统资源消耗小的优点。 
 作为深度防卫的自适应 IDS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Linux 系统下开发

了能够实际运行的基于NMF和基于PCA的具有可扩展能力的实时

异常入侵检测原型系统。 
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主要阐述选题背景，讨论了目前入侵检测系统的发展趋势和热点问

题，入侵检测的性能评价指标和相关工作，特别是入侵检测面临的主要问题。

表明本文的初衷，主要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成果。 
第二章通过大量的实验证明并总结了审计数据特性对入侵检测性能的影

响。提出了改进的 HMM 和基于 SOM 的程序异常行为检测方法。通过 HMM 和

SOM 分别分析系统调用的转移特性和频率特性实现入侵检测。本章的结论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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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实时入侵检测方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参考依据。 
第三章提出了基于 NMF 的实时入侵检测方法，实现了高维海量数据的实时

快速处理。首先阐述了 NMF 的基本理论。重点阐明具有创新思想的数据预处理

以及数据降维等步骤。接着利用 NMF 分别使用系统调用和命令序列对程序行为

和用户行为进行建模。 后通过大量的实验证明了该模型在具有较好检测效果

的同时，还具有较高的实时性和数据处理能力。 
第四章提出了基于 PCA 的可应用于多信息源的实时入侵检测方法。利用

PCA 方法分别使用系统调用、命令序列和网络数据建立正常的程序行为、用户

行为和网络行为模型。通过大量的实验充分证明了该方法除了具有检测效果好、

实时性高、占用系统小、数据处理强的优点之外，还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和自

适应性。 
第五章提出了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系统。首先提出了深度防卫的思

想，从主机 6 种数据源对系统进行全面监控。通过威胁评估方案自适应的调整

入侵检测策略，可以保证在具有良好检测效果的同时，减小系统的负载。此外，

介绍了在 Linux 系统上开发的基于 NMF 和 PCA 的可扩展的实时入侵检测原型

系统。 
第六章对全文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全文的结构与层次如图 1-4 所示。 

 

 
图 1-4 全文的结构与层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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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入侵检测中审计数据特性的选择 

当前的入侵检测方法一般都是考虑计算机与网络系统中审计数据的 6 种特

性，这些特性可归为 3 类：时长特性、转移特性和频率特性[75] 。一般来说，事

件的转移特性☼能够较好的刻画数据中时间序列的特征，因此对提高入侵检测精

度较为有利[58]。事件的频率特性考察的是数据分布，没有考虑数据中的时间序

列特性[58]，一般用在时间序列特性不明显的数据中。目前，很多方法都已经成

功地使用事件的转移特性与频率特性进行入侵检测，并取得了一定的检测效果。 
考察事件转移特性的入侵检测方法一般都使用滑动窗口对审计数据划分短

序列。例如，文献[59, 61-71]都使用系统调用短序列建立正常的程序行为模型并

检测入侵。短序列中的系统调用都有固定的位置信息，利用这种信息可以建立

正常行为模型。此外，入侵检测中考察事件的转移特性还包括一步转移马尔可

夫模型[72]、高阶马尔可夫模型[73]等等。1999 年，Warrender 等人首次应用隐马

尔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s, HMM）考虑系统调用的状态转移特性，对

正常系统调用进行建模并以此检测程序的异常行为，取得了一定的检测效果[63]。 
入侵检测中也有不少方法考虑的是事件的频率特性。例如，Yeung 等人和

Lee 等人使用信息理论度量（Information-theoretic measures）进行入侵检测[58,15] 。
Liao 等人和 Hu 等人考虑事件的频率特性分别使用 近邻分类器（K-Nearest 
Neighbor, K-NN）[60]和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69]建立程

序的正常行为模型并检测入侵。 
对异常入侵检测来说，如何选择正常行为模式的特征以便根据这些特征更

好的区分正常和异常是一个难点。对实时入侵检测而言，除了要保证较为理想

的检测精度之外，计算量也必须减小到 低。本文使用系统调用数据，采用改

进的 HMM 考察事件的转移特性，利用自组织映射（Self Organizing Maps, SOM）

考察事件的频率特性，分别对正常的程序行为进行建模并检测入侵。通过这两

种方法我们试图研究审计事件中两种主要的数据特性对入侵检测性能的影响，

并以此作为高效实时入侵检测中数据特性选择的参考与依据，为构建一个检测

效果好、实时性高的入侵检测系统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的参考。 

                                                        
 近，部分研究人员也将审计事件的相关特性应用于入侵检测中[56]。但是事件相关特性

的数据预处理也有很多种方式。 
☼有些研究人员将审计数据的转移特性称为“动态模型（Dynamic model）”或“时间序列分

析”[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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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实验数据描述 

2.1.1 系统调用数据的产生与格式 

在 Unix/Linux 及其兼容操作系统中，系统调用是用户空间与内核空间中资

源调用的接口。在系统中真正被所有进程都使用的内核通信方式是系统调用，

例如当进程请求内核服务时，使用的就是系统调用。一般情况下，进程不能够

存取系统内核，它不能存取内核使用的内存段，也不能调用内核函数，CPU 的

硬件结构保证了这一点，只有系统调用是一个例外。进程使用寄存器中适当的

值跳转到内核中事先定义好的代码中执行（当然，这些代码是只读的）。在 Intel
结构的计算机中，这是由中断 0x80 实现的。进程可以跳转到的内核中的位置叫

做 system_call。在此位置检查系统调用号，它将告诉内核进程请求的服务是什

么。然后，它再查找系统调用表 sys_call_table，找到希望调用的内核函数的地

址，并调用此函数， 后返回[101]。 
一个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多个进程，一个进程会产生一条长度不

等的系统调用序列。系统调用可以通过内核打补丁或者系统中的应用程序（比

如 Strace）截取得到。系统调用发生在用户进程（例如，emacs）通过特殊函数

（例如，open）请求内核提供服务的时候。在这里，用户进程被暂时挂起，内

核检验用户请求，尝试执行，并把结果反馈给用户进程。接着，用户进程重新

启动。系统调用负责保护对内核所管理的系统资源的访问，它主要分为几个大

类：处理 I/O 请求、进程管理、时间以及内存管理等。进程的行为可以用它发

出的系统调用序列来描述，对应于正常进程和入侵进程的系统调用序列的统计

特性或调用顺序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我们就可以利用某程序的系统调用序

列和正常系统调用序列之间的统计特性或调用顺序的差别来确定该运行程序是

否正常。 
  系统调用数据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进程号（Process ID, PID），进程

号不是一个固定的值，它由系统随机分配，只是临时代表某一个进程，此进程

执行完之后它也就失去意义，当再次执行此进程时，代表它的进程号会是另外

一个值；第二部分是代表系统调用（system call）数据。在实际截取到的系统调

用数据中，每个系统调用一个阿拉伯数字代表。例如，数字“4”代表系统调用

“write”，数据“5”代表系统调用“open”等等。系统调用数据格式如表 2-1
所示。 

表 2-1  系统调用格式 

进程号 270 270 270 270 270 271 271 271 271 271 271 

系统调用 11 112 1 5 5 19 105 104 104 106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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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实验数据集 

为了充分评估实验结果，在实验中我们使用两组实验数据。为了比较实验

结果，第一组数据我们使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UNM）

采集到的 CERT Sendmail 进程在正常运行时产生的系统调用数据和多条入侵进

程产生的数据作为实验数据源。CERT Sendmail 数据共包含两组，我们使用其

中较小的一组，数据名为 Sendmail.int.gz。Sendmail 数据中共有 19,526 条系统

调用，总计 147 条进程。异常数据是通过使用 syslogd 攻击采集得到的，其中包

括 syslog-local1，syslog-local2，syslog-remote1，和 syslog-remote2。这 4 个攻击

产 生 了 共 计 23 个 进 程 。 Sendmail 实 验 数 据 可 以 在 网 站

http://www.cs.unm.edu/~immsec/data-sets.htm 上下载得到，更多的数据描述也可

以参考该网站。 
为了评估所提方法在实际系统中的表现，我们在西安交通大学网络化系统

与信息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Networked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CNSIS）的实验室中收集了真实环境下的 Live FTP 系统调用数据并对文中的两

种方法进行了测试。这些数据是在一台内核为2.4.7-10的Linux系统上收集到的，

总共持续了约 2 周的时间。正常数据是在各种正常状态下不同的合法用户在访

问 FTP 服务器时采集得到的。在采集异常数据时，我们使用 Linux 系统中存在

的 Wu-FTPD 漏洞[102]对系统进行攻击。这个漏洞允许远程黑客在受害主机中执

行任意命令并 终取得用户的根权限。在实验中，我们收集了 95 个正常进程和

3 个攻击进程。由 FTP 服务产生的系统调用中，每个 FTP 连接产生一个进程。

而每次成功的攻击则产生 3 个进程。 
实验中用到的数据描述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实验数据描述♥ 

数据描述 数据名称 系统调用个数 进程数 

Sendmail 

正常 Sendmail 19,526 147 

异常 

Syslog-local-1 1516 6 
Syslog-local-2 1574 6 

Syslog-remote-1 1861 7 
Syslog-remote-2 1553 4 

Live FTP 
正常 Live FTP normal 1,167,878 95 

异常 Live FTP abnormal 1682 3 

                                                        
♥ 此处加做了实验，因此本章 HMM 实验以及实验结果与作者已经发表的文章[66]中的实验

及结果有些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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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考虑事件转移特性的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的入侵检测 

2.2.1 隐马尔可夫模型 

2.2.1.1 隐马尔可夫模型的基本概念 

马尔可夫模型中的每个状态都与一个观察（物理）事件相对应，但如果处

理的信号是时变的，这种模型就太受限制，以至于对许多感兴趣的问题都不适

用。因此一种有效的解决此类问题的模型——隐马尔可夫模型被提出了。 
隐马尔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 HMM）是由马尔可夫过程扩充而

来的一种随机模型，它的基本理论是由数学家 Baum 及其同事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后期和 70 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在 70 年代应用于语音处理，而在 80 年代逐

渐广泛应用于文本处理等各个领域中[103]。 
HMM 是一个双重随机过程，即一个双重的内含不可见（隐藏）的从属随

机过程的随机过程，此不可见从属随机过程只能通过另一套产生观察序列的随

机过程观察到。 
HMM 作为一个双重随机过程，可以看作由以下两个部分组成[103]： 
 马氏链：一个观测不到的有限状态链，用来描述状态的转移，在模型中

用转移概率 ija 描述。 

 一般随机过程：描述状态与观察序列之间的关系，是与状态链相关的可

观测到的随机变量，也称为观测链。在模型中用输出概率 )(kbj 描述。 

可以看出，状态之间的转移是间接地通过观察序列来描述的。因此，HMM
的精髓就在于：观察可测，状态隐含。 
    HMM 要描述的随机事件要满足这样一些假设条件： 

一个随机事件，有一个观察值序列： },,,{ 21 TOOOO L= ，该事件隐含着一

个状态序列： },,,{ 21 TqqqQ L= 。 

假设 1：马尔可夫假设（状态构成一阶马尔可夫链） 
               )|(),,|( 111 −− = iiii qqPqqqP K                      (2-1) 

假设 2：不动性假设（状态与具体时间无关） 
           )|()|( 11 jjii qqPqqP ++ = ，对任意 iq , jq 成立             (2-2) 

假设 3：输出独立性假设（输出仅与当前状态有关） 

              ∏
=

=
T

t
ttTT qOPqqOOP

1
11 )|(),,|,,( KK                 (2-3) 

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这里首先定义观测序列长为T的整个观察期间的

输出（观察）序列为 },,,,,{ 21 Tt OOOOO LL= ，某t时刻所输出观测值为 tO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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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序列为 },,,,,{ 21 Tt qqqqQ LL= ，某t时刻所处状态为 tq 。 那么HMM中涉及到

的5个参数可描述如下： 
（1）模型中的节点个数：N，也就是状态个数，定义状态的有限集合：

},,,{ 21 NSSSS K= 。 

（2）观测值的个数：M。定义观察值有限集合： },,,{ M21 vvvV ……= 。 

（3）初始状态分布： }{ iππ = ，其中 

)( 1 ii SqP ==π                          (2-4) 

即为开始时处于 iS 状态的概率，满足约束条件 

⎪⎩

⎪
⎨

⎧

≤≤=

≥

∑
=

)1(1

0

1
Ni

N

i
i

i

π

π
                       (2-5) 

（4）状态转移概率： }{ ijaA =   ，其中 

)|( 1 itjtij SqSqPa === +                     (2-6) 

即为在t时刻处于状态 iS 而在t＋1时刻处于状态 jS 的概率，也就是从状态 iS

转移到状态 jS 的概率。如果 0=ija ，则说明从 iS 到 jS 不能实现直接转移。状态

转移概率满足约束条件： 

⎪
⎩

⎪
⎨

⎧

≤≤=

≤≤≥

∑
=

)1(1

),1(0

1
Nia

Njia
N

j
ij

ij

                        (2-7) 

（5）输出概率： )}({ kbB j= ，其中 

 )|()( jtktj SqvOPkb ===                      (2-8) 

即为在t时刻处于状态 jS 并输出观察值 kv 的概率。满足约束条件： 

⎪
⎩

⎪
⎨

⎧

≤≤=

≤≤≤≤≥

∑
=

)1(1)(

)1,1(0)(

1
Njkb

MkNikb
M

k
j

j

                  (2-9) 

当观察符号 kv 是离散符号时，输出概率 )(kbj 是离散的概率值，这时的 HMM

称为离散的隐马尔可夫模型（DHMM），记为 λ= (A, B, π )。当观察符号 kv 取为

连续矢量时，这时的 HMM 称为连续的隐马尔可夫模型（CHMM）。 
在入侵检测实验中，我们处理的对象是系统调用。系统调用是离散的数据，

因此这里选取 DHMM 作为系统模型。 
一个HMM可以由它的参数表示为λ= (A, B, π )。矩阵形式的A, B, π是HMM

一组所有的参数。为了更直观了解HMM结构，如图 2-1所示为一个简单的HMM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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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一个简单的 HMM 示例 

 
图中的状态数 N＝3，观测值数 M＝3，状态转移概率 }{ ijaA = 中只有 12a ，

23a ， 32a 不为 0，输出概率 )}({ kbB j= 中 )(1 ab ， )(2 tb ， )(3 gb =1，初始概率分布

π = {1, 0, 0}。 
HMM 模型从提出到现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主要包括：语音识别，

音字转换，词性标注，组块分析，基因分析，入侵检测以及任何与线性序列相

关的现象。其中，HMM 成功地应用于语音识别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实践

证明，在相同领域中的应用，HMM 的性能更好。这也是本文选择 HMM 作为

考察入侵检测中审计数据转移特性的一个主要原因。 

2.2.1.2 隐马尔可夫模型的三个基本问题 

在 HMM 的实际应用中有如下三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103]： 
（1）评估问题：对于给定模型，求产生某个给定观察值序列的概率 )|( λOP 。

我们也可以将这个问题看成是衡量给定模型和此观察值序列之间的匹配情况，

这样有利于解决实际的应用问题。例如，可以通过解决这个问题来找到与观察

值序列 佳匹配的模型； 
（2）解码问题：对于给定模型和观察值序列，求可能性 大的状态序列。

也可以理解为，求一个 佳路径，沿着此路径输出给定观察值序列的概率 大。

由于不可能求得与给定观察序列完全正确对应的状态序列，所以只能在所有可

能的状态序列中选取一个可能性 大的路径； 
（3）学习问题：对于给定的一个观察值序列，调整参数 λ，使得观察值出

现的概率 )|( λOP 大。也就是用给定的观察值序列去训练 HMM，优化模型参

数。当应用 HMM 到实际问题中时，训练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必须选

择一组 佳的参数来符合训练数据，也就是建立模拟实际问题的 好模型。 

2.2.2 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的正常程序行为建模 

2.2.2.1 相关工作 

在 1999 IEEE Symposium on Security and Privacy 会议上，Warrender 等人首

次提出将 HMM 应用于基于系统调用的入侵检测中[63]。从这之后 HMM 在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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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1999 年，Lane 在基于命令序列的 HMM 建模中

取得了较好的检测效果[104]。2002 年 Qiao 等人提出用 HMM 对系统调用序列进

行建模[64]。2003 年 Cho 提出用 HMM 对关键的系统调用序列进行建模[65]。2003
年 Yeung 用 HMM 对系统调用和命令序列进行建模，也取得了较好的检测效果
[58]。国内方面，谭小斌利用改进了的 HMM 检测基于系统调用的程序异常行为
[105]，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综合比较以上几种方法，我们可以将它们归结为以下三种思想。 
第一种思想是解决 HMM 三个基本问题中的评估问题，也就是计算给定测

试序列的输出概率。通过界定输出概率的域值，高于这一域值的测试序列为正

常行为，反之，低于这一域值的为异常行为。在实验中，一般都是通过正常数

据训练 HMM 模型，然后求出给定测试数据在基于正常模型基础之上的输出概

率，根据输出概率的大小来判断被测数据是否正常。那么现在就牵涉到一个问

题：隐含状态数应该取多少？根据实际的经验，一般来说隐含状态数取作训练

数据中出现的观察序列的种类数为 佳[63]。由于系统调用种类较多，使得隐含

状态数目也变得很多，造成的结果就是计算量变大。基于这种思想的方法较多，

例如文献[58,63,65,104]。与此对应，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只使用“正常”和“异

常”两个隐含状态建立 HMM 模型[105]。 
第二种思想是解决 HMM 三个基本问题中的解码问题。具体做法是，通过

解决解码问题，分别求得给定训练序列和测试序列的状态转移序列，然后借用

TIDE 方法划分状态序列的短序列[61]，分别建立正常数据的序列库和测试数据的

序列库，再将测试数据库中的短序列与正常数据库中的短序列进行比较，标示

不匹配的短序列， 后计算不匹配率。如果不匹配率超过某一域值，就认为此

测试序列为异常，否则为正常[64]。 
第三种思想是同时计算转移概率和输出概率。这种方法是 Warrender 首次应

用 HMM 检测入侵行为时提出来的[63]。具体做法是每次从一个系统调用的执行

迹（trace）中读取一个系统调用。根据建立的 HMM 正常行为模型计算每个系

统调用可能的 大转移概率和输出概率。如果该系统调用的 大转移概率和输

出概率小于某个阈值，则将这个系统调用标定为不匹配。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与

执行迹的长度无关，因此 Warrender 等人认为更适用于在线检测。 
上面这几种入侵检测方法几乎囊括了 HMM 解决实际问题的所有途径。大

部分方法都是通过求系统调用短序列的输出概率来检测入侵。在这些方法中，

他们仅仅计算某个短序列的输出概率，而根据某一个短序列的输出概率来判断

整个序列是否正常。例如，Yeung 等人在检测某个进程是否正常时，通过检测

某个进程的前面 N 个系统调用短序列，只要前面一个短序列的输出概率低于给

定阈值，就判断包含该短序列的进程为异常。本文同样以某个进程中的系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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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短序列作为研究对象，在建立好的正常 HMM 模型的基础上仅计算它的输出

概率。如果某个短序列的输出概率小于某个给定阈值，则判断该短序列为“不

匹配”。如果“不匹配”的短序列数占进程中所有短序列数的比重超过另外一个

阈值，就判断该测试数据为异常。 
我们认为本文中的这种改进算法更合理。因为某一个短序列的输出概率较

低并不能判断整个执行迹为异常。在某个待测的进程中，如果出现了在训练数

据中未曾出现的系统调用，那么包含这个未曾出现的系统调用的短序列其输出

概率就为零，其它的方法都会直接报警。这就使得训练数据的样本集足够大才

能保证具有较高的检测精度。本文只是将输出概率比较小的短序列作为一个“不

匹配”，只有在“不匹配”的比例较大时才判断该测试进程为异常。因此，我们

改进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检测精度。 

2.2.2.2 计算观察序列在给定模型下的输出概率 

本文使用系统调用序列作为研究对象，建立正常的程序行为模型。实际上

就是由程序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系统调用序列确定HMM的参数

）（ πλ ,, BA= 。也就是解决HMM三个基本问题中的学习问题。将HMM应用到实

际问题中时，学习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必须选择一组 佳的参数来符

合训练数据，也就是建立模拟实际问题的 佳模型。本文使用标准的

Baum-Welch (BW) 运算法则来实现参数估计，解决HMM中的学习问题。通过

不断地重估参数，调整状态转移概率和输出概率，直到 )|( λOP 局部 大。 

要建立正常程序行为的HMM模型，即解决HMM在建模中的学习问题，那

么首先就需要计算观察系统调用序列在给定模型下的输出概率，即定义和解决

评估问题。建立HMM首先需要确定状态数N。在入侵检测实验中，实验结果表

明如果状态数等于训练数据中系统调用类型的个数将会获得较好的检测效果
[63]。因此，在基于HMM的异常检测时，状态数的选取与实验用到的具体数据集

有关。 
给定观察的系统调用序列 },,,{ 21 TOOOO L= ，和给定的HMM 模型

）（ πλ ,, BA= ，要计算 )|( λOP ， 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列举每个可能的长为T 的

状态序列。我们考虑一个这样的状态序列 },,,{ 21 TqqqQ L= ，模型 ）（ πλ ,, BA= 产

生它的概率为： 

TTaaaQP )1(23121)|( −⋅⋅⋅⋅= Kπλ                    （2-10） 

此状态序列对应的观察序列的输出概率为： 

)()()(),|(),|( 2211
1

TTtt

T

t
ObObObqOPQOP ⋅⋅⋅=∏=

=
Kλλ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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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O和Q的联合分布概率，也就是在模型 ）（ πλ ,, BA= 下，两者同时发生的

概率为： 
)|(),|()|,( λλλ QPQOPQOP =                 （2-12） 

将所有与给定观察序列O对应的可能状态序列Q的 )|,( λQOP 求和，就可

以得到要求的 )|( λOP ： 

  )|,()|( λλ QOPOP
allQ
∑= )|(),|( λλ QPQOP

allQ
∑=  

      )()()( )1(2212111
21

TTTT
qqq

ObaObaOb
T

−∑= L
L

π            （2-13）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列举所有可能的状态是不可行的，而且这种方法的计

算量太大，要进行 TNT )12( − 次乘运算， 1−TN 次加运算，时间复杂度为

)2( TTNO 。所以一般都采用下面介绍的“向前-向后”递推方法来计算

)|( λOP [103]。 

采用“向前-向后”方法计算 )|( λOP ，首先定义前向变量 )(itα 表示给定

HMM模型参数λ，部分观察序列{ }tOOO L21 在t时刻处于状态 iS 的概率：  

           )|,()( 1 λα ittt SqOOPi == L                 （2-14） 

由 )(itα 计算 )|( λOP 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初始化 
)( 11 Obi iiπα =）（      Ni ≤≤1                （2-15） 

第二步：迭代计算 

)()()( 1
1

1 +
=

+ ⎥
⎦

⎤
⎢
⎣

⎡
= ∑ tj

N

i
ijtt Obaij αα    11 −≤≤ Tt ， Nj ≤≤1     （2-16） 

第三步：终止计算 

∑
=

=
N

i
T iOP

1
)()|( αλ                     （2-17） 

迭代计算是前向变量计算的核心，如图2-2所示，为了求得 )(1 it＋α ，要考虑

所有可能在t＋1时刻转移到 jS 的t时刻所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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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j

a2j

aNj

s1

s2

sN

sj

t t+1
)(itα )(1 it+α

 
                           图 2-2 前向变量迭代计算图 
 

由后向概率公式也可以计算 )|( λOP ，定义后向变量 )(itβ 表示给定 HMM

模型的参数 λ ，观察序列在 t 时刻处于状态 iS ，系统输出部分观察序列

{ }Ttt OOO L21 ++ 的概率： )|,()( 21 λβ itTttt SqOOOPi == ++ L ，类似于前向变量 )(itα

的计算方法，后向变量 )(itβ 也有类似的递推公式可计算：  

第一步： 初始化 
    1)( =iTβ , Ni ≤≤1                      （2-18） 

第二步：迭代计算 

   ∑
=

++=
N

j
ttjijt jObai

1
11 )()()( ββ , 1,,2,1 L−−= TTt , Ni ≤≤1    （2-19） 

为了求得 )(itβ ，要考虑在t时刻处于状态 iS ，而在t+1时刻所有可能转移到

的状态，比较前向变量的迭代计算可以很明显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与不同之处。 
前向变量公式和后向变量公式巧妙地将整个观察序列对 HMM 模型的输出

概率分成两个部分观察序列的输出概率的乘积，它们各自都有相应的递推公式，

可以大大简化计算，而且 )(itα 和 )(itβ 计算的时间复杂度都为 )( 2TNO 。经过分

析，可以得到下面的输出概率计算公式： 

∑∑
==

==
N

i
T

N

i
tt iiiOP

11
)()()()|( αβαλ , 11 −≤≤ Tt         （2-20） 

∑∑
= =

++=
N

i

N

j
ttjijt jObaiOP

1 1
11 )()()()|( βαλ , 11 −≤≤ Tt       （2-21） 

这两个公式也称为全概率公式。在实际执行算法时，前向变量 )(itα 和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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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itβ 的计算中大量的值都是小于 1 的（一般都是明显小于 1）。因此，几

个观察值之后， )(itα 和 )(itβ 的值就会趋近于 0，而且，浮点算法精确度也要提

高。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有两种解决的方法，一种是缩放数值比例，另一种是用

对概率取对数，计算 )|(log λOP 来代替 )|( λOP 。后一种方法更为通常采用。 

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前向变量算法计算 )|( λOP ，而后向变量算法则应用

在解决训练问题中。 

2.2.2.3 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的正常程序行为建模 

    建立正常程序行为模型，就是选择一个好的方法来调整模型参数

）（ πλ ,, BA= ，使得给定的系统调用观察序列的输出概率 大。可以看出，这是

HMM 中的学习问题，是 HMM 三个基本问题中 难解决的，但也是一个非常

关键的问题，因为所建立的模型与事件的相符程度将会直接影响到检测效果。

HMM 的参数估计是用 大似然估计（Maximum-Likelihood Estimation, ML）中

标准的 Baum-Welch（简称 BW） 运算法则来实现的。通过不断地重估参数调

整转移概率和输出概率直到输出概率 )|( λOP 局部 大。 

 在用 BW 算法训练 HMM 时，还需要定义如下两个变量。 
),( jitξ ：定义为在t时刻处于 iS 状态，在t+1时刻处于 jS 的概率，这个概率

是在给定模型λ和观测序列O的情况下。 
),( jitξ 可以通过下式计算得到 

),|,(),( 1 λξ OSqSqPji jtitt === + =
)|(

)|,,( 1

λ
λ

OP
OSqSqP jtit == +  

            
)|(

)()()( 11

λ
βα

OP
jObai ttjijt ++=

∑∑
= =

++

++= N

i

N

j
ttjijt

ttjijt

jObai

jObai

1 1
11

11

)()()(

)()()(

βα

βα
      （2-22） 

图2-3对 ),( jitξ 的计算进行了说明。从图中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出 ),( jitξ 与前

向变量 )(itα 和后向变量 )(itβ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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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Sj

t-1 t

)(itα

t+1

)(1 jt+β

t+2

)( 1+tjij Oba

 
图2-3 ),( jitξ 计算图示 

 
)(itγ 是在t时刻处于 iS 状态的概率，同样是在给定模型λ和观测序列O的情

况之下。  

),|()( λγ OSqPi itt ==
)|(
)()(

λ
βα

OP
ii tt=

∑
=

= N

i
tt

tt

ii

ii

1
)()(

)()(

βα

βα
        （2-23） 

)(itγ 和 ),( jitξ 之间的关系为   

 ∑
=

=
N

j
tt jii

1
),()( ξγ                       （2-24） 

而且 )(itγ 满足 

1)(
1

=∑
=

N

i
t iγ                         （2-25） 

从以上 ),( jitξ 和 )(itγ 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 

期望次数转移到状态从状态 ji

T

t
t SSji =∑

−

=

1

1

),(ξ                （2-26） 

转移的期望次数从状态 i

T

t
t Si =∑

−

=

1

1
)(γ                       （2-27） 

的期望次数处于状态 i

T

t
t Si =∑

=1
)(γ                         （2-28） 

利用上面三个公式就可以给出 HMM 参数重估的方法，一个新的重估模型

),,( πλ BA= 可以使用下面的等式来得到: 

iπ =在(t=1)时刻处于状态 iS 的期望次数= )(1 iγ , Ni ≤≤1       （2-29） 

ija =
转移的期望次数从状态

的期望次数转移到状态从状态

i

ji

S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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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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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

ji

γ

ξ
       Ni ≤≤1 , Nj ≤≤1        （2-30） 

   )(kb j =
的期望次数处于状态

的期望次数并且观测值为处于状态

j

kj

S
vS

  

＝ 
∑

∑

=

==
T

t
t

T

vOtst
t

j

j
kt

1

..,1

)(

)(

γ

γ

          Nj ≤≤1 , Mk ≤≤1     （2-31） 

同时，在每一次重估进行的过程中，以上三个HMM参数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
1

=∑
=

N

i
iπ                             （2-32） 

1
1

=∑
=

N

j
ija     Ni ≤≤1                        （2-33） 

1)(
1

=∑
=

M

k
j kb    Nj ≤≤1                       （2-34） 

随机给定初始模型 ）（ πλ ,, BA= ，利用训练的系统调用序列 O 通过式（2-29，

2-30，2-31）计算重估后的模型 ）（ πλ ,, BA= 。可以得知λ将比λ更接近实际模型，

即 )|( λOP 大于 )|( λOP 。用λ代替λ，并重复进行上述重估过程，直到满足某

一限制条件为止，例如（ )|( λOP - )|( λOP ）的值小于某个给定阈值。可以看出，

重复进行重估计算，就可以提高训练序列 O 的输出概率，这个重估程序的 终

结果被称为 HMM 的 大似然估计。训练结束后，得到的 ）（ πλ ,, BA= 即为正常

程序行为的隐马尔可夫模型。 

2.2.3 入侵检测 

2.2.3.1 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异常检测方法的基本假设 

基于 HMM 的异常检测方法的基本假设是：由正常程序行为产生的系统调

用序列与异常程序行为产生的系统调用序列在数据的转移特性上存在明显差

别。也就是说，在基于训练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HMM 模型对正常系统调

用序列的输出概率比较大。与之相反，正常程序行为的 HMM 模型对异常程序

行为产生的系统调用序列的输出概率比较小。通过输出概率之间的差别就可以

判断出基于系统调用的程序行为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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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原始数据的预处理 

基于正常程序行为的 HMM 训练完成之后，在实验中，我们以每个进程作

为研究对象，检测某个进程是否正常。因此，给定一组系统调用数据，我们首

先按照进程对他们进行分组，将每个进程产生的系统调用作为一组进行检测。

在实际的检测中，我们首先对该某个进程产生的系统调用序列用长为 k 的滑动

窗口进行分割，滑动窗口每次向后移动一位，假设某个进程产生的系统调用序

列长为 L，则此短序列集包含 (L-k+1) 个长为 k 的短序列，于是可以得到系统

调用短序列集 }{ iX ( 11 +−≤≤ kLi )。 

入侵检测中，这种以固定长度对系统调用数据划分短序列的数据预处理方

法得到了非常普遍的应用。滑动窗口 k 的大小一般按照经验选取。 

2.2.3.3 入侵检测 

给定某个测试进程，我们首先按照数据预处理方法将该进程产生的系统调

用序列划分为短序列。对每个短序列 iX 按照公式（2-15，2-16，2-17）求输出

概率，为了更加明显突出输出概率之间的差别，我们取输出概率为 )|(log λiXP 。

将每个短序列的输出概率与一个给定的输出概率阈值 hε 进行比较，并将小于此

阈值的短序列标定为“不匹配”。然后，统计并求出此进程中“不匹配”的短序

列数与该进程中包含的总短序列数的比值，这里定义此比值为异常度 

               
数测试进程中总的短序列

“不匹配”短序列数
＝δ                 （2-35） 

将求得的测试进程的异常度再与另一个给定的异常度阈值 aδ 进行比较，如

果异常度大于该阈值，就认为产生此测试序列的进程可能为异常；否则认为是

正常。 

2.2.4 入侵检测的实验结果与分析 

2.2.4.1 实验结果 

在建立基于 HMM 的正常程序行为模型时，首先要选取模型中的状态数 N。
文中使用的 Sendmail 和 Live FTP 的训练数据中分别共有 53 和 45 种不同类型的

系统调用，因此，在对这两种程序进行建模时我们分别确定 HMM 中的状态数

为 53 和 45。 
在实验中，对 Sendmail 数据来说，我们随机选取 105 个正常进程用来训练，

剩下的 42 个正常进程以及 23 个异常进程用来测试。对于 Live FTP 数据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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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随机选取 5 个正常进程用来训练，省下 90 个正常进程和 3 个异常进程用来

测试。由于 Sendmail 数据中某些进程的系统调用序列长度只有 7，为了比较试

验结果，我们在实验中滑动窗口 k 分别取值为 3 和 6。 
Sendmail 和 Live FTP 数据中正常进程和异常进程的异常度的平均值如表

2-3 所示。为了便于观察，我们也分别作出了在滑动窗口为 3 和 6 的情况下这两

组数据的检测效果图，分别如图 2-4 和 2-5 所示。两组数据的漏报率与误报率分

别如表 2-4 和表 2-5 所示。 
 
表 2-3  Sendmail 和 Live FTP 系统调用数据正常进程与异常进程的平均异常度 

系统调用序列 δ  (%) 
k=3 k=6 

Sendmail 

syslog-remote-1 27.4143 40.0643 
syslog-remote-2 32.9825 48.1475 
syslog-local-1 28.2067 46.79 
syslog-local-2 28.7650 47.445 

正常 0.015 0 

Live FTP 
异常 11.42 16.25 
正常 0.1021 0.1978 

 

 
 

图 2-4 在滑动窗口为 6 的情况下，Sendmail 系统调用数据的实验结果。 
Y 轴表示异常度，X 轴表示系统调用进程。阴影部分表示异常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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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在滑动窗口为 6 的情况下，Live FTP 系统调用数据的实验结果。 
Y 轴表示异常度，X 轴表示系统调用进程。阴影部分表示异常进程。 

 
表 2-4  Sendmail 数据的漏报率与误报率 

滑动窗

口大小 
漏报 

（共有 23 个异常进程） 
误报 

（共有 42 个正常进程）

漏报率 
（%） 

误报率 
（%） 

3 0 1 0 2.4 
6 0 0 0 0 

 
表 2-5  Live FTP 数据的漏报率与误报率 

滑动窗

口大小 
漏报 

（共有 3 个异常进程） 
误报 

（共有 93 个正常进程）

漏报率 
（%） 

误报率 
（%） 

3 0 0 0 0 
6 0 0 0 0 

 
为了评估基于 HMM 的入侵检测方法的实时性，在实验中，我们也统计了

训练时间和检测时间。实验用到的计算机配置为 CUP Pentium IV 2.4GHz，
512MB DDR 内存，统计结果如表 2-6 所示。 

 
表 2-6  基于 HMM 的入侵检测方法的训练时间和检测时间 

数据集 用作训练的系

统调用数 
训练时间（秒） 用作检测的系统

调用数 
检测时间（秒） 

Sendmail 数据 13,885 1520.9 12,145 
23.2 (k=3) 
48 (k=6) 

Live FTP 数据 57,814 3005.8 1,113,428 
1420 (k=3) 
2841 (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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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系统调用的异常检测方法中，有两种比较经典的方法：Forrest 等人

使用的时间序列方法（time-delay embedding, TIDE）[61]和 Lee 等人使用的数据

挖掘方法[62]。在实际的检测中，与我们考虑每个进程作为研究对象不同的是，

这两种方法使用由某个程序产生的一条完整的系统调用序列作为研究对象。为

了比较基于 HMM 的入侵检测方法与这两种经典方法的实验结果。我们也做了

一组附加实验。在测试数据中，我们不按进程进行分类，而是将这些数据作为

一条完整的序列进行检测。实验中，我们将滑动窗口的大小分别取值为 3，6，7，
10，11。由于这两种经典的方法使用的都是 Sendmail 数据，因此实验中我们只

检测 Sendmail 这一组数据。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也给出了文献[61]和文献[62]
中 Forrest 和 Lee 得到的实验结果，如表 2-7 所示。 

 
表 2-7 不同大小的滑动窗口下 Sendmail 数据的实验结果与文献[61]和[62]结果的比较 Ω 

系统调用数据集 

δ （%） 
Forrest  Lee  基于 HMM 的入侵检测方法 

滑动窗口

大小 
滑动窗口

大小 
滑动窗口大小 

11 7 11 10 7 6 3 
syslog-remote-1 5.1 11.5 50.89 49.95 46.9 45.2 30.34 
syslog-remote-2 1.7 8.4 50.81 49.94 47.25 45.41 29.72 
syslog-local-1 4.0 6.1 47.61 46.58 43.25 41.36 25.43 
syslog-local-2 5.3 8.0 49.62 48.56 45.09 43.21 26.78 

Normal 0 0.6 0 0 0.55 0 0 

 

2.2.4.2 实验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从表 2-3，2-4，2-5，2-6 和 2-7 以及图 2-4 和 2-5 中，我们可以看出： 
（1）我们提出的基于 HMM 的入侵检测方法有很好的检测效果。无论是

Sendmail 数据还是 Live FTP 数据，异常进程的异常度比正常进程的异常度明显

要高得多。因此，使用 HMM 方法很容易就能准确地将程序的正常行为与异常

行为区分出来，具有很高的检测精度。 
（2）在滑动窗口大小相同，正常测试数据的异常度大体相当的情况下，使

用HMM方法得到的异常测试数据的异常度与 Forrest 和Lee这两种方法相比要

大得多。这就说明，与 Forrest 和 Lee 提出的这两种经典方法相比，文中的 HMM
方法可以更有效、更准确地检测出异常行为。 

 
                                                        
Ω 这里我们将实验数据做了一些调整，因此此处的实验结果与作者发表的文章[66]上的实

验结果有些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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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滑动窗口的大小对异常度也有影响，滑动窗口越大，正常测试数据与

异常测试数据异常度之间的差距就越大，但消耗时间也随之增加。因此，在实

际的系统中如何选择滑动窗口的大小还需要重点研究。 
（4）尽管 HMM 入侵检测方法具有较高的检测精度，但是，正常行为模型

的建立比较费时。例如，训练近 6 万条系统调用就需耗时约 50 分钟。正常行为

模型一旦建立好，检测效率相对较高。不过，如果需要检测大量的数据同样需

要较长的时间。例如，检测 110 多万条系统调用需耗时约 47 分钟。可以看出，

HMM 方法的实时性较差。 

2.3 使用事件频率特性的基于自组织映射的入侵检测 

2.3.1 自组织映射的简要介绍 

自组织映射（Self Organizing Maps，SOM） 早是由芬兰人 Kohonen 在 1981
年提出来的[106,107]，因此也被称为 Kohonen 网络。作为一种数据压缩与聚类算

法，SOM 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被广泛的应用在机器人视觉、机械控制、语音识

别、向量量化机等诸多的领域中[108]。 
SOM 是一个神经网络算法。网络上层为输出节点，按某种形式排成了一个

邻域结构。输出层一般是一个一维或二维排列的神经元。对每个神经元规定它

的邻域结构，即哪些节点在它的邻域内和它在哪些节点的领域内。输入节点处

于下方，若输入向量有 n 维，则输入端有 n 个节点，所有输入节点到输出节点

的神经元之间以权值向量进行连接。一个二维神经元网格的拓扑结构如图 2-6
所示[109]。 

输入

获胜神经元

权值向量

 
图 2-6  SOM 网络示意图 

 
网络的功能就是通过自组织方法用大量的样本训练数据来调整权值，使得

网络的输出能够反应出样本数据的分布情况[110]。 
SOM 的学习包括竞争过程和合作过程，具体的算法如下[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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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竞争过程：对每个输入样本来说，网络中的神经元计算他们各自的判

别函数值。这个判别函数为神经元之间的竞争提供依据，具有判别函数 优值

的特定神经元成为竞争的胜利者，即获胜神经元。 
令 n 为输入空间的维数。从输入空间中随机选择输入样本（向量）记为： 

T
nxxx ],,,[ 21 L=x                     （2-36） 

网络中每个神经元的权值向量维数和输入空间的维数相同。神经元 i 的权

值向量记为 
T

iniii www ],,,[ 21 L=w , li ,,2,1 L=           （2-37） 

其中，l 为网络中神经元的总数。 
通常，我们使用 x 与 iw 的欧几里德距离作为判别函数，距离 小则匹配

优，记为 c(x) 

i
i

targminc w)()x( −= x                  （2-38） 

（2）合作过程：不仅获胜神经元对样本进行学习，它邻近的神经元对样本

也进行了学习。获胜神经元位于合作神经元的拓扑邻域的中心。获胜神经元的

拓扑邻域由邻域函数 )(thci 决定： 

);()( trrhth icci −=  

这里 cr 和 ir 分别代表获胜神经元 c 和兴奋神经元 i 的位置。 

通常，冒泡邻域函数（Bubble neighborhood function）和高斯邻域函数

（Gaussian neighborhood function）在数据分析中使用得 为广泛。 
冒泡邻域函数定义如下： 

⎩
⎨
⎧ <−

=
 otherwise                 0

)(           )(
)(

tRrr t
th ic

ci
α

         （2-39） 

这里 )(tR 为邻域半径。 )(tα 为学习率。在 SOM 的学习过程中，邻域半径

和学习率随时间单调递减。 
高斯邻域函数定义如下： 

⎪⎩

⎪
⎨

⎧
<−

−
=

 otherwise                                       0

)(        )
)(2

(-  )()( 2

2

tRrr 
tR

rr
exptth ic

ic

ci
α     （2-40） 

在 SOM 的学习过程中，假定在时刻 t 神经元的权值向量为 )(twi ，在时刻 t+1

更新权值向量 )1( +twi 被定义为 

)]()()[()()1( twtxthtwtw iciii −+=+            （2-41） 

它被应用到网络中获胜神经元 i 的拓扑邻域中的所有神经元。式（2-41）具

有将获胜神经元 i 的权值向量 iw 向输入向量 x 移动的作用，由此达到学习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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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2.3.2 数据预处理 

为了便于与 HMM 方法的比较，我们同样使用系统调用数据建立正常的程

序行为并检测入侵。与过去大部分基于系统调用的入侵检测方法[58,61-68,70,71]不同

的是，我们不采用滑动窗口对系统调用划分短序列，而是以每个进程作为研究

对象，将每个进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检测。在数据预处理过程中，首先将每个

进程产生的系统调用抽取出来，统计每个进程中每个系统调用出现的频率，统

计的结果组成一个列向量。因此，每个进程就可以用一个向量表示出来，入侵

检测的问题也就转化为判断这些向量是否正常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下面举例说明数据预处理的具体方法。例如，CERT Sendmail 数据中编号

为 3939 的进程产生的系统调用数据如下。 
 

 
 
在 Sendmail 数据中，进程中的数字分别代表与其对应的系统调用类型。例

如，数字“105”表示系统调用“vtimes”，数字“5”表示“open”等等。我们

统计每个系统调用在 ID 号为 3939 的进程中出现的频率。例如，代表系统调用

“vtimes”的数字“105”出现的频率为 0.056，代表“open”的数字“5”出现

的频率为 0.153，代表系统调用“exit”的数字“1”没有出现，因此频率为 0。
我们将频率统计结果组成一个向量。Sendmail 数据中一共出现了 53 个不同类型

的系统调用，因此进程 3939 就可以用一个 53 维的向量表示出来。根据这种数

据预处理方式，所有的进程都可以用一个 53 维的向量表示出来，数据得到了初

步的精简。 
假定原始数据中包含有 m 个进程，在数据中存在 n 个不同类型的系统调用，

那么原始数据可以表示为一个 mn× 的矩阵 V，可记为 

[ ]m

nm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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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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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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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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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代表一组系统调用的数据矩阵可以用下面的例子表示出来 

PID 3939: 
105  104  104  106  105  104  104  106  105  104  104 106  5  4  5  5  0 
40  41 105  104  104   106  61   5  85 50  27  18  50   27   2   3   2   3 
3   2   3   3   2   3   3   2   3   3   2   3   3   2    3   2   3   12 
112   19   128   9   9   5   9   9   5  112  4  5  5  5  5  3  4  3  6  9
4  6  9  10  94  95  4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38 -

 

⎪
⎪
⎪

⎭

⎪⎪
⎪

⎬

⎫

⎪
⎪
⎪

⎩

⎪⎪
⎪

⎨

⎧

03.002.003.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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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118.0125.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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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MMMMM

L

L
进程 1 进程 2 进程 m

1

167

2

155

系统调用

种类 进程 m-1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每个进程都可以用矩阵中的一个列向量表示出来。 

2.3.3 基于自组织映射的入侵检测方法 

2.3.3.1 基于自组织映射的正常程序行为建模 

SOM 在学习之前，首先要确定神经元的个数以及 SOM 的维数。这两个参

数的选择目前还没有理论支持。按照经验[111]，我们选择神经元的个数约等于训

练样本个数的平方根；而 SOM 维数之比选择约等于基于训练数据的协方差矩阵

计算得到的两个 大特征值之比。这两个参数选择好之后，开始进入训练阶段。

在实验中，SOM 中的网格选择为六边形，邻域函数选择为冒泡函数。训练开始

时随机初始化 SOM 的权值向量，给定一个预先定义好的迭代次数 T 即可开始训

练。 
    训练结束之后，我们将每个获胜神经元和与之对应的训练向量放在一组。

对每个获胜神经元，计算它和与它对应的每个训练向量之间的距离。我们的基

本假设是，对每个神经元而言，这些距离服从正态分布并且小于它们的平均值

与标准差之和。如果将这些距离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记为 μ 和σ ，那么，

84.13％的训练样本与其对应的获胜神经元之间的距离将小于 )( σμ + 。基于这种

特性就可以建立起正常的程序行为模型。这里的 )( σμ + 是一个阈值，决定漏报

率和误报率。我们相信 )( σμ + 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阈值，并且可以将异常行为从

正常行为中区分出来。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也会调整阈值。 

2.3.3.2 入侵检测 

给定一个测试进程，我们通过数据预处理方法将其转换为一个向量，接着

计算它与每个神经元之间的距离。如果该测试进程的获胜神经元不属于训练样

本的获胜神经元集合，那么该测试进程马上就被判断为异常。反之，我们计算

测试进程与其获胜神经元之间的距离，如果这个距离小于该获胜神经元与其对

应的所有训练样本之间的距离的标准差与平均值之和，即 )( σμ + ，那么该测试

进程就被判断为正常，否则就被判断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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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行为模型的建立与入侵检测的流程图如下所示。 
 
建立正常的行为模型： 

随机定义权值向量： },,,,,{ 321 pkcW wwwwww KK=  

训练样本获胜神经元的权值向量: },,,{ qmlknormalW wwww K=  

这里 qp ≥  

For normali W∈w , do 

计 算 获 胜 神 经 元 与 其 对 应 的 训 练 样 本 之 间 的 距 离 

ijijid wvwv −=),( （这里的 jiv 是获胜神经元 iw 对应的训练样

本） 
计算距离的平均值 iμ 和标准差 iσ  

    入侵检测： 
For 测试进程 x , do 

         For Wi ∈w  do 

计算距离 iid wxwx −=),(  

End for 
),(min iix dd wx=  

),(minarg i
i

x dw wx=  

这里 xw 是测试进程 x 的获胜神经元对应的权值向量 

        If normalx Ww ∉ , then 

             x 为异常 
        Else if  
            )( xxxd σμ +≤  

             x 为正常 
       Else then 

             x 为异常 
     End for 

2.3.4 入侵检测实验结果与分析 

2.3.4.1 实验结果 

在实验中，我们使用了两组系统调用数据。对 Sendmail 数据来说，我们使

用与 HMM 实验中相同的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即训练数据为 105 个进程，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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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数据为 42 个正常进程以及 23 个攻击进程。根据 2.3.3.1 的分析结果，我们定

义 SOM 的维数为 101× 。训练过程中迭代 2000 次。对 Live FTP 数据来说，我

们随机选取 50 个正常进程进行训练，其他 45 个正常进程和 3 个攻击进程用来

测试。SOM 的维数定为 71× 。训练过程中迭代 1000 次。 
Sendmail 数据中，每个获胜神经元与其对应的训练样本之间的距离的平均

值μ、方差σ 以及阈值 )( σμ + 如表 2-8 所示。部分正常进程以及 syslog-local1

攻击进程的获胜神经元以及获胜神经元与这些进程之间的距离如表 2-9 和表

2-10 所示。 
 
表 2-8  Sendmail 数据中，每个获胜神经元与其对应的训练样本之间距离的平均值 μ , 

 标准差σ 和阈值 )( σμ + 。注意神经元 2，3，7，9 在训练过程中从来没有获胜过。 

 
表 2-9  Sendmail 数据中几个正常进程的获胜神经元以及进程与获胜神经元之间的距离 

正常进程 进程 1 进程 2 进程 3 进程 4 进程 5 进程 6 进程 7 进程 8 
距离 0.0198 2.2888×

10-16 
0.0355 0.001 0.0247 0.0020 0.0294 0.001 

获胜神经元 4 1 8 5 4 10 6 5 

 
表 2-10  Syslog-local 1 攻击进程的获胜神经元以及进程与获胜神经元之间的距离 

Syslog-local 1 
攻击进程 

进程 1 进程 2 进程 3 进程 4 进程 5 进程 6 

距离 / 0.1875 / 0.2703 0.2399 0.2333 
获胜神经元 2 8 7 8 8 8 

 
在实验中，我们同样计算了 Sendmail 数据的漏报率和误报率，结果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  Sendmail 数据的漏报率和误报率 

漏报数 
(共有 23 个异常进程 ) 

误报数 
(共有 42 个正常进程) 

漏报率 (%) 误报率 (%) 

0 3 0 7.1 

 
Live FTP 数据中，每个获胜神经元与其对应的训练样本之间距离的平均值

μ、方差σ 以及阈值 )( σμ + 如表 2-12 所示。部分正常进程以及异常进程的获胜

神经元以及获胜神经元与这些进程之间的距离如表 2-13 和表 2-14 所示。 

神经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μ  2.2888× 10-16 / / 0.0195 0.0011 0.0211 / 0.0481 / 0.0045 
σ  1.5007× 10-31 / / 0.0123 0.0004 0.0095 / 0.0287 / 0.0103 

)( σμ +  2.2888× 10-16 / / 0.0318 0.0015 0.0306 / 0.0768 / 0.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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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Live FTP 数据中，每个获胜神经元与其对应的训练样本之间距离的 
平均值 μ , 标准差σ 以及阈值 )( σμ + 。 

 
 
 
 
 
  
 

表 2-13  Live FTP 数据中几个正常进程与异常进程的获胜神经元以及 
进程与获胜神经元之间的距离 

Live FTP 数据 正常进程 攻击进程 
距离 0.0199 0.0282 0.0113 0.0397 0.0139 0.0874 0.0964 0.1934 

获胜神经元 1 3 2 5 3 4 7 7 

 
基于文中提出的入侵检测方法，我们计算了 Live FTP 数据的漏报率与误报

率，实验结果如表 2-14 所示。  
  

表 2-14  Live FTP 数据的漏报率与误报率 

漏报数 
(共有 3 个异常进程) 

误报数 
(共有 45 个正常进程) 

漏报率  
（%） 

误报率 
（%） 

0 0 0 0 

 
在实验中，我们也分别统计了 Sendmail 数据和 Live FTP 数据的训练时间和

检测时间，统计结果如表 2-15 所示。 
 

表 2-15 基于 SOM 入侵检测的 Sendmail 和 Live FTP 两种数据的训练时间和检测时间 

数据集 训练所用的系统

调用数 
迭代 
次数 T 

训练时间

(秒) 
检测所用的系统

调用数 
检测时间 

(秒) 
Sendmail 
数据 

13,885 
（105 个进程） 

2000 144 12,145 
（65 个进程） 

0.24 

Live FTP 
数据 

57,814 
（50 个进程） 

1000 33 1,113,428 
（48 个进程） 

7.06 

2.3.4.2 实验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从表 2-8 到表 2-15，可以看出： 
   （1）利用本文提出的 SOM 方法，使用获胜神经元与其对应的向量之间的距

离可以很容易区分出程序的正常与异常。正常进程与其获胜神经元之间的距离

总是要小于异常进程的距离。这就说明本文提出的基于 SOM 的入侵检测方法非

神经元 1 2 3 4 5 6 7 
μ  0.0205 0.0202 0.0363 0.0341 0.0532 0.0381 0.0319 
σ  0.0140 0.0107 0.0177 0.0072 0.0332 0.0054 0.0066 

)( σμ + 0.0345 0.0309 0.0540 0.0413 0.0864 0.0435 0.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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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效。对 Sendmail 数据来说，SOM 方法在仅有 3 个误报的前提下能够检测出

所有的攻击。而对 Live FTP 数据来说，文中的方法在没有误报的情况下能检测

出所有的攻击。 
   （2）本文提出的基于 SOM 的入侵检测方法具有很强的实时性。检测 100
多万条系统调用只需要 7 秒钟。训练过程也非常高效，训练近 6 万条系统调用

只需 33 秒。 
   （3）训练时间和测试时间与训练所用到的进程数和迭代次数有关。例如，

105个进程产生的 1万多条系统调用迭代 2000次所需的时间比训练 50个进程产

生的近 6 万条系统调用迭代 1000 次所用的时间要长近 5 倍。 

2.3.5 分析与讨论 

针对使用事件转移特性的HMM方法与使用事件频率特性的SOM方法在入

侵检测中的表现，我们分析如下。 
总体上而言，HMM 方法的检测精度要高于 SOM 方法。HMM 方法能够在

零误报的情况下检测出 Sendmail 数据和 Live FTP 数据中的所有攻击。SOM 方

法在零误报的前提下能够检测出Live FTP数据中的所有攻击。但与此同时，SOM
方法在全部检测出 Sendmail 数据中全部攻击的情况下却产生了 3 个误报。实验

结果表明使用事件的转移特性可以得到更好的检测效果。但使用事件的频率特

性也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检测精度。 
HMM 方法无论是在正常模型的建立还是在入侵检测过程中都需要大量的

时间，涉及到的计算量非常大。例如，训练约近 6 万条系统调用需要 50 多分钟，

而检测 100 多万条系统调用也需要 47 分钟。然而，在使用相同数据量的情况下，

SOM 方法只需要 33 秒的训练时间和 7 秒的检测时间。在实际的环境中，一个

关键的计算机系统会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审计数据。因此，海量审计数据的

实时快速处理能力成为入侵检测系统的一个重要指标。从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出，

事件的频率特性对实时的入侵检测非常有利。与之对应的是，事件的转移特性

实时性却比较差。 
当前，几乎所有考虑事件转移特性的入侵检测方法都使用滑动窗口

[58,61-68,70,71] 进行数据的预处理。但是，入侵检测的结果与滑动窗口大小的选择

息息相关。一般来说，随着滑动窗口的扩大，入侵检测精度会有所提高。与此

同时，入侵检测的计算量也会大幅提升。但是，滑动窗口大小的选择还缺乏理

论支持，如何合理的选择滑动窗口的大小目前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

提出的基于事件频率特性的入侵检测方法考虑的是系统调用的频率特性，以每

个进程作为研究对象，有效的避免了滑动窗口大小选择的问题。在实验中，通

过计算进程中包含的系统调用的频率，可以将每个进程用一个向量表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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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检测问题就可以转换为判断这些向量是否正常的问题，数据得到了精简，

问题也得到了极大的简化，非常有利于提高入侵检测的实时性。 

2.4 本章小结 

本章我们的目标是寻找适合入侵检测的审计事件特性。文中使用两种不同

的方法分别考虑审计数据中不同的事件特性进行入侵检测。其中，HMM 方法

考虑事件的转移特性而 SOM 方法考虑事件的频率特性分别对程序行为进行建

模。在实验中，我们使用两组数据来验证文中的方法。其中一组数据来自 UNM
的 Sendmail 仿真数据，另外一组数据是我们在 CNSIS 实验室采集到的真实环境

下的数据。 
大量的实验结果表明：考虑事件转移特性的 HMM 方法有较好的检测精度，

但是需要耗用大量的系统资源，所需的计算量非常大，对实时的入侵检测非常

不利。另一方面，考虑事件频率特性的 SOM 方法计算量非常小，非常适合于实

时的入侵检测。与此同时，使用 SOM 方法也能得到令人满意的检测精度。 
通过本章这两种不同方法的对比，我们发现事件频率特性对实时的入侵检

测非常有利，而且检测精度也能令人满意。这启示我们在实际的系统中，努力

探索效率更高、检测精度更好的基于审计数据频率特性的实时入侵检测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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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于非负矩阵分解的实时入侵检测 

一个优秀的入侵检测系统不仅需要较高的检测精度，而且还要有良好的实

时性。正如本文 1.4 节中所提到的，在实际的网络环境中，一个关键的主机系统

会产生大量的审计数据。例如，UNM 在收集 Sendmail 守护进程产生的系统调

用实验中，仅 112 条邮件信息就产生了超过 150 万条的系统调用[61]。在我们

CNSIS 实验室的一台主机系统中收集 FTP 系统调用时，仅 30 分钟就收集到了

超过 100 万条数据。因此，一个有效的入侵检测方法必须具有高维海量数据的

实时快速处理能力，使得攻击在还未给系统造成损失之前就能够被实时地检测

出来并通过积极的防卫措施来保障系统安全。但是，目前大部分入侵检测方法

处理高维海量数据的能力不强。这些方法一般都假设数据量较小或者数据的维

数较低。例如文献[70]中只用了几条或几十条系统调用序列作为测试数据，而文

献[60]和文献[69]则假设系统调用数据的维数较低。显然，这些简化与实际的入

侵检测环境不相符合。一旦使用大量的数据，入侵检测的实时性就会变得很差，

例如 Warrend 等人使用 HMM 方法使用大量的数据在正常模型训练的过程中需

要耗时约 2 个月[63]，在上一章中我们使用改进的 HMM 入侵检测方法在建立正

常的程序模型中仅使用了近 6万条的系统调用数据就花费了约 50分钟的训练时

间[112]，这显然不能满足实时入侵检测的需要。可以看出，大部分异常入侵检测

系统没有高维海量数据的快速处理能力，造成的结果就是不能及时的保护系统

使其不受侵害。 
本章致力于解决入侵检测中快速处理高维海量审计数据的问题。第二章使

用的 SOM 方法虽然也有一定的数据处理能力，但是计算量也比较大[113]。本章

提出了一种基于非负矩阵分解（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NMF）的实时

入侵检测新方法。基于第二章的研究结果，为了提高入侵检测的实时性，我们

不考虑事件的转移特性，而采用事件的频率特性对系统行为进行建模并检测入

侵。基于 NMF 的入侵检测方法使用系统调用数据建立程序行为模型，使用命令

序列建立用户行为模型分别检测程序的异常行为以及内部攻击行为。实验中，

统计每个进程或每组命令序列数据中系统调用和命令序列出现的频率，并将其

组成一个向量表示该进程或命令序列组。通过 NMF 对形成的高维向量进行分

解，在分解之后的低维空间中入侵检测，一方面可以有效的降低入侵检测算法

的复杂度，另一方面减小数据的存储空间，节约系统资源的消耗。实验中系统

调用数据采用 UNM 采集的 Sendmail 和 MIT lpr 数据以及我们 CNSIS 实验中采

集到的 Live FTP 系统调用数据，命令序列数据来自 AT&T Shannon 实验室的

UNIX 服务器。大量的实验结果表明，与其它几种经典的入侵检测方法进行比较，

文中的方法更为简洁，运算量小，检测效果好，适用于实时的入侵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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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基于非负矩阵分解的实时入侵检测方法 

3.1.1 非负矩阵分解相关理论 

NMF 是机器学习领域中一种高效的数据降维新方法， 早由 D.D.Lee 和

H.S.Seung 在 1999 年的《自然》杂志上提出[114]。它是一种特征提取与数据降维

的新方法。它与其他数据降维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所有的数据必须都是非负的。

对于数据的统计频率，显然满足元素非负的特性。目前，NMF 在人脸识别、文

本分类、颜色归类等领域中已经得到了成功的应用[115]。 
 给定一个 n 行 m 列的非负矩阵 V，我们可以将其分解成两个矩阵之积，分

别记为 W 与 H，使得 WHV ≈ ，即 

∑ =
=≈

r

a aiaii HWWHV
1

)( μμμ                  （3-1） 

分解之后的矩阵 W 与 H 的维数分别为 rn× 和 mr × 。为了达到降维的目的，

通常情况下，r 的选择要满足条件 nmrmn <+ )( 。 

如果用 v和h分别表示矩阵V与H中对应的列向量，由（3-1）式可得 hv W≈ 。

由此可见，原始矩阵 V 中的列向量 v 可以通过矩阵 W 以一定的权重 h 表示出来。

因此，矩阵 W 可以看作是基，其中的每一列代表基向量（Basis Vector），而矩

阵 H 中的每一列代表与矩阵 W 中基向量相对应的编码系数（Encoding 
Coefficients）[116]。给定的矩阵 V 可以看作是原始数据的特征，编码系数矩阵 H
则可以看作是基于基向量矩阵 W 所学习到的新特征。经过这样一个学习过程，

在保证了原始数据特征的基础上，数据就得到了大量的精简。 
为了找到一个 优的矩阵分解 W 与 H，使得 WHV ≈ ，可以使用如下的规

则进行迭代计算[116] 

μ

μ
μμ

a
T

a
T

aa W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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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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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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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aia WHH
VHWW

)(
)(

←                       （3-3） 

在计算过程中，随机选取非负的初始矩阵 W 与 H，定义适当的迭代运算次

数之后，按照公式（3-2）和（3-3）进行迭代计算即可得到 优的 W 和 H，使

得 WHV − 小。 

3.1.2 基于非负矩阵分解的实时入侵检测方法 

本文使用系统调用数据建立正常的程序行为模型，使用命令序列数据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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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用户行为模型，以是否显著偏离正常行为作为依据检测入侵。基于 NMF
的入侵检测方法主要由数据预处理、NMF 数据降维与特征提取以及分类决策等

3 个模块组成，如图 3-1 所示。 

系
统
审
计
数
据

数据分组
统计每组数据中每个
元素出现的频度,并作
为一列组成原始矩阵V

使用NMF对原始矩
阵V进行降维处理

与特征提取
分类决策

基于NMF的入侵检测系统

数据预处理

图 3-1 基于 NMF 的入侵检测方法示意图 

3.1.2.1 数据预处理 

与第二章中基于 SOM 的入侵检测方法类似，我们考察的是数据的频率特

性。在数据预处理中，我们首先将原始数据进行分组。例如，系统调用数据按

照进程进行分组，相同的进程归为一组；命令序列数据则按照一定的长度进行

分组。在检测的过程中，以每组数据（例如每个进程或者每组命令序列）作为

研究对象，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检测。在数据预处理过程中，首先统计每

组数据中每个元素（例如系统调用或命令序列）出现的频率，统计的结果形成

一个列向量。入侵检测的问题就转化为判断这些向量是否正常的问题。数据得

到了精简，问题也得到了简化。 
假定原始数据被分为 m 组，在数据中存在 n 个不同类型的元素，那么原始

数据可以表示为一个 mn× 的矩阵 V，可记为 

[ ]m

nmnn

m

m

mn

vvv

vvv
vvv

V vvv

21

22221

11211

L

L

LLL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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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
⎥
⎥

⎦

⎤

⎢
⎢
⎢
⎢

⎣

⎡

=×          （3-4） 

其中，V 中的每个列向量代表与其对应的每组数据中不同类型的元素出现

的频率。显然列向量 iv 中数值的加和为 1。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1
1

=∑
=

n

i
ijV  ， mj ,,2,1 L=                  （3-5） 

3.1.2.2 数据降维与正常行为建模 

给定 m 组数据进行训练，那么它们可以用向量 [ ]mvvv 21 L 或者矩阵

mnV × 表示出来。按照迭代公式（3-2）和（3-3）对矩阵 V 进行分解计算，得到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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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向量矩阵 W 和 mr × 的编码系数矩阵 H。H 中的每一列 h 可以看作是与其对

应的每组数据所保留的特征。在矩阵分解时，我们选择 nr << 。例如，在 UNM
所收集的 MIT lpr 系统调用数据中，每个进程可以用 41 维向量表示，如果选择

r=8 对数据矩阵进行分解，每个进程 后就可以用一个 8 维的向量表示。数据得

到了进一步的精简，便于实时的入侵检测。 
为了保证矩阵分解的收敛性，迭代公式（3-2），（3-3）的基本假设是在分解

过程中，H 中的每列元素之和与 V 中与其对应的每列元素之和相等，即 

∑∑
==

=
n

i
ij

r

i
ij VH

11
， mj ,,2,1 L=                   （3-6） 

结合（3-5）式，（3-6）式可以改写为 

1
1
∑
=

=
r

i
ijH ， mj ,,2,1 L=                    （3-7） 

从（3-7）式中可以看出，代表正常数据特征的 H 中的每列元素之和恒等于

1。也就是说，通过矩阵分解之后每组正常数据都可以用数值 1 来表示。基于这

种特性，正常的程序行为模型就建立起来了[117,118]。 

3.1.2.3 分类检测 

给定一组测试数据，根据 3.1.2.1 节中介绍的数据预处理方法统计该组数据

中每个元素的频率并形成一个测试向量 t。基于训练数据学习到的基向量矩阵

W，我们利用（3-2）式通过迭代计算得到测试向量 t 的编码系数 th 。如果待测

的这组数据为正常，那么它就会与训练数据中所包含的特征非常接近。也就是

说，如果 t 为正常，那么它的编码系数 th 中所有元素的加和应该等于 1。我们将

th 中的所有元素加起来得到 

∑
=

=
r

i
ti

hd
1

                          （3-8） 

比较 d 与 1 的大小就可以判断出测试数据 t 是否正常。于是，我们设计一

种非常简单的分类方法识别入侵的发生 
ε=−1d                          （3-9） 

将测试的一组数据 t 通过矩阵分解得到的新特征与训练数据所包含的特征

之差的绝对值作为入侵检测的异常度ε 。如果待测的一组数据的异常度ε 大于某

个阈值，则判断该组数据为异常，否则为正常。 
基于 NMF 的入侵检测流程图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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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基于 NMF 的入侵检测流程图 

3.2 入侵检测实验数据描述 

为了充分验证文中提出的方法，实验中我们使用两组不同类型的数据对文

中的方法进行测试。一组数据为系统调用，另外一组数据为命令序列。数据描

述分别如下。 

3.2.1 系统调用数据描述 

对系统调用数据，我们使用网络中的公开数据和在实验室中实时收集的真

实数据评估文中的方法。网络中的公开数据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大学（UNM）。

我们使用其中的 Sendmail 数据和 MIT lpr 数据。Sendmail 的正常数据中包含了

147个进程。异常数据中则包含了36个异常进程☆，其中包含了 syslog攻击（local1, 
local2, remote1, remote2）、sunsendmailcp（sscp）攻击和 forwarding loop（fwd）
异常状态。MIT lpr 数据中总共包含了 2703 个正常进程和 1001 个入侵进程。我

们使用前 600 个正常进程和前 300 个入侵进程作为实验数据。实验数据可以在

http://www.cs.unm.edu/~immsec 中下载得到。 
同样，为了验证文中的方法在实际系统中的表现，我们也在 CNSIS 实验室

里收集了真实环境下的 FTP 系统调用数据进行测试。正常数据是一些合法用户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收集到的数据，入侵数据是我们针对系统中存在的 Wu-FTP
漏洞进行攻击产生的数据♀[102]。 

                                                        
☆ 这里所使用的来自 UNM 的 Sendmail 系统调用数据中的攻击数据比第二章中的要多。 
♀ 为了充分验证文中的方法，这里在第二章数据的基础上大幅增加了 Live FTP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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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用到的系统调用数据描述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实验中所用到的系统调用数据描述 

数据集 系统调用数 系统调用的类型数 正常进程数 异常进程数 
UNM 的 Sendmail 数据 29,718 56 147 36 
UNM 的 MIT lpr 数据 842,279 41 600 300 
CNSIS 实验室的 Live 

FTP 数据 
5,699,277 58 549 6 

3.2.2 命令序列数据描述 

命令序列数据来自 AT&T Shannon 实验室的 UNIX 服务器。实验数据由用

户名及与此用户相对应的命令序列（不包含命令执行参数）组成。数据集包含

大约 70 个用户的数据，每个用户至少包含 15000 条连续的命令。随机选取其中

的 50 个用户、每个用户数据中前面的 15000 条命令作为实验数据。将每个用户

包含的这 15000 条命令分成 150 组，每一组包含 100 条命令。对组成实验数据

的 50 个用户来说，从每个用户数据的第 51 组命令开始，在另外 20 个用户的数

据中随机抽取一些命令组插入进来。这样一来，实验用到的 50 个用户的数据中，

都可能会掺杂一些其它用户的命令序列。数据插入完毕，每个用户可能会得到

超过 150 组的数据，而实验中只使用前面的 150 组。入侵检测的目标就是将这

些插入的“非法用户”的命令组检测出来，并以此作为用户帐号假冒等内部攻

击 的 依 据 。 原 始 数 据 的 下 载 及 用 户 命 令 组 的 掺 杂 方 法 详 见

http://www.schonlau.net/intrusion.html。 

3.2.3 入侵检测中程序行为与用户行为之间的关系 

建立程序的行为模型一般都是使用系统调用数据。系统调用数据种类非常

有限，例如，内核为 2.4.7-10 的 Redhat Linux 系统产生的系统调用种类只有 221
种。可以看出，相对而言，程序的行为比较单一，因此对程序行为特别是那些

特权的程序行为进行建模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简洁的模型。此外，黑客攻击一般

都能通过系统调用的异常行为表现出来，因此，通过观察系统调用有利于提高

检测率，及时发现黑客入侵。但是，系统调用来自系统的核心层，获取过程相

对较为复杂，而且数据在获取过程中耗用的资源较大，实用起来受到一些限制。

此外，基于程序行为的入侵检测系统不能直接检测出用户帐号假冒等系统内部

的攻击行为。 
用户行为模型的建立一般使用比较完整的审计事件。一直以来，用户行为

模型的建模吸引了很多研究人员，但是由于用户行为复杂多变，使得正常用户

行为模型的建立也变得非常困难。在 UNIX 系统环境下，用户执行的历史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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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在系统的用户层上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取，而且它们能够直接反应出用户的

行为模式，因此，使用命令序列可以较好的建立用户的正常行为模型。过去几

年中，接近一半的攻击来自系统内部，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119]。计算机犯罪与

安全调查组织按照经济损失的大小对计算机安全问题进行评估，结果发现，由

于内部人员使用了未经授权的用户帐号给公司带来的损失约占总损失的三分之

一 [120]。因此，一个优秀的入侵检测系统不仅要检测来自外部的攻击，而且还

要对内部攻击尤其是用户帐号的假冒行为进行足够的检测和防范。建立用户行

为就显得比较迫切了。 

3.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3.1 程序异常行为的检测结果与分析 

基于文中提出的 NMF 方法利用系统调用数据检测程序的异常行为，我们可

以得到理想的实验结果。在 r=8 时，随机选取 Sendmail 数据中的 47 条正常进程

进行训练，其它 136 条进程进行测试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如图 3-3 所示的检测

效果。同样，在 r=8 时，随即选取前 200 条正常进程用作训练，其它 700 条进

程用作测试的情况下，可得到 MIT lpr 的检测效果如图 3-4 所示。在图 3-3 和 3-4
中，每个点代表每个进程的异常度，其中，灰色背景的部分是异常测试数据。

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是 Sendmail 数据还是 MIT lpr 数据，异常进程的异常度

要明显高于正常进程。因此，NMF 方法可以很容易的检测出程序的异常行为。 
 

 
图 3-3  Sendmail 的异常检测效果图。横坐标表示测试进程，纵坐标表示异常度，所画的点 
为进程的异常度，其中包括有 Syslogd 的 4 种攻击以及 Fwd 攻击和 Sscp 攻击。图中灰色背

景的部分为异常数据。为了观察方便起见，对图中的纵坐标按比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放大。 



第三章  基于非负矩阵分解的实时入侵检测 

 - 51 -

 

 
 

图 3-4  MIT lpr 的异常检测效果图。横坐标表示测试进程，纵坐标表示异常度。图中灰色

背景部分为异常数据。为了观察方便起见，对图中的纵坐标按比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放大。 
 
为了评估降维参数 r 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在使用相同训练数据和测试

数据的情况下，改变 r 的大小得到 Sendmail 和 MIT lpr 数据的实验结果分别如

表 3-2 和表 3-3 所示。 
 

表 3-2  选择不同的降维参数 r 得到的 Sendmail 数据的漏报与误报结果 

r 
漏报数（共计 36 个

异常进程） 
误报数（共计 100 个正

常进程） 
漏报率 
（%） 

误报率 
（%） 

20 0 1 0 1 
15 0 1 0 1 
10 0 1 0 1 
8 0 1 0 1 
5 0 7 0 7 
4 0 30 0 30 
3 0 36 0 36 
2 0 33 0 33 
1 0 97 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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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选择不同的降维参数 r 得到的 MIT lpr 数据的漏报与误报结果 

r 
漏报数 (共计 300 条

异常进程) 
误报数 (共计 400 条正

常进程) 
漏报率 (%) 误报率(%) 

20 0 10 0 2.5 
10 0 10 0 2.5 
8 0 10 0 2.5 
5 0 10 0 2.5 
4 0 15 0 3.8 
3 0 33 0 8.3 
2 0 41 0 10.3 
1 0 79 0 19.8 

 
从表 3-2 和表 3-3 中可以看出，当 r 不小于 8 时，异常检测的效果非常稳定。

在没有任何漏报的情况下，Sendmail 数据的误报率只有 1％，MIT lpr 数据的误

报率也只有 2.5%，说明 NMF 方法有很好的检测效果。在实际的入侵检测中，

我们建议 r=8，一方面数据维数得到了大幅降低，另外也能保证有较好的检测精

度。 
NMF 方法对实际系统采集的数据同样有效。在实验中，我们随机选择 Live 

FTP 数据中的 35 条正常进程进行训练，其它 520 条数据进行测试。在 r=8 的情

况下检测效果如图 3-5 所示。 
 

 
 

图 3-5  实际系统中收集到的 Live FTP 的程序异常检测效果图。横坐标表示测试进程， 
纵坐标表示异常度。图中灰色背景的部分为异常数据。 

 
从图 3-5 中可以看出，在没有任何误报的情况下，6 条异常进程能够全部被

检测出来。可以看出，NMF 方法无论是在仿真数据还是系统中实际收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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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非常有效。 
异常 IDS 的检测过程一般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训练，第二步是检测。为了

评估基于 NMF 的异常检测方法的实时性，实验中我们在一台内存 512MB DDR，
CPU 为 2.4GHz 的计算机上分别统计了 NMF 方法在模型建立和入侵检测过程中

所耗用的 CPU 时间。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在相同的计算机上也分别统计了其它

两种经典入侵检测方法的训练时间和测试时间。第一种是第二章提出的基于

HMM 的入侵检测方法[59]，第二种则是 Forrest 提出的 TIDE 方法[61]。实验结果

如表 3-4 所示。 
 

表 3-4 文中方法与 HMM 和 TIDE 方法在模型建立与入侵检测过程中 
所耗用的 CPU 时间的比较

★ 

方法 参与训练的系统

调用数 
训练时间

（秒） 
参与检测的系统

调用数 
检测时间（秒） 

HMM 13,885 1520.9 12,145 48 
TIDE 159,642 33 682,637 356 
NMF 159,642 5 682,637 13 

 
从表 3-4 中可以看出，使用 NMF 方法训练 15 万多条系统调用仅需 5 秒。

TIDE 被认为是一种简单而又高效的实时入侵检测方法[63]，但是在训练相同的数

据时需要耗用 33 秒。而 HMM 方法仅训练 1 万多条系统调用就需要耗时近半个

小时。同样，在检测过程中，NMF 方法也具有绝对的优势。NMF 在检测 60 多

万条系统调用的过程中只需要 13 秒，而 TIDE 方法在训练相同数据量大小的系

统调用时则需要 356 秒。HMM 方法更为耗时，检测 1 万多条系统调用就需要

48 秒。可以看出，NMF 方法无论在正常模型的建立还是入侵检测过程中，都有

很强的实时性，适合于实时的入侵检测。 

3.3.2 用户异常行为的检测结果与分析 

3.3.2.1 实验结果 

在用户行为异常检测的实验中，我们使用了不同的降维参数 r 来评估实验

结果。实验结果表明检测效果非常稳定并且与 r 无关。这一点与使用系统调用

数据建立程序行为模型完全不同。通过深入研究，我们发现无论进程正常还是

异常，每个进程产生的系统调用数据差别都不大，这就使得检测的时候需要有

                                                        
★ 这里基于 HMM 的入侵检测所耗用的 CPU 时间与发表的文章[118,51]上的实验结果有些

出入，是因为它们分别是在不同的计算机上统计而来。本章的实验结果是 2005 年 2 月在一

台内存为 512MB DDR，CPU 为 2.4GHz 的计算机上统计得来。而期刊上的实验结果则是

2003 年 4 月在一台内存为 768 MB RAM，CPU 为 1.5GHz 的服务器上统计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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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信息量。因此选择较大的 r 可以保留进程中更多的信息，有利于区分正

常和异常。在前面已经提到，在实际的程序行为异常检测中，我们建议选择 r=8。
相反，每组命令序列之间的差别较大，因此，只需要在命令序列组中保留较少

的信息就可以满足入侵检测的需要。根据这个特点，在建立用户的行为模型时，

我们就可以选择 r=1。于是，原始的命令序列数据就可以得到 大程度的精简，

而且利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分类器就能实现检测，非常有利于实时的入侵检测。 
我们将插入的其它用户命令的数据组在图中用灰色阴影表示，即异常数据。

作出用户 4 的检测效果如图 3-6 所示。可以看出，用户 4 中有两组掺杂的异常

数据，使用文中的方法很容易就能检测出来。 
 

 
 

图 3-6  用户 4 的异常检测结果。横坐标表示测试数据中命令序列的分组编号， 
纵坐标表示的异常度，阴影部分代表的是异常数据。 

      
实验中测试了所有 50 个用户的命令序列数据，大部分用户的实验结果都非

常好。限于篇幅的原因，我们选择有代表性的 3 个用户：用户 5，用户 9 和用户

24，其对应的检测效果分别如图 3-7，图 3-8 和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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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用户 5 的异常检测结果。横坐标表示测试数据中命令序列的分组编号， 
纵坐标表示的异常度。 

 

 
 

图 3-8  用户 9 的异常检测结果。横坐标表示测试数据中命令序列的分组编号， 
纵坐标表示的异常度。阴影部分代表的是异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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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用户 24 的异常检测结果。横坐标表示测试数据中命令序列的分组编号， 
纵坐标表示的异常度。阴影部分代表的是异常数据。 

 
通过选定不同的阈值ε ，我们得到对应各阈值下入侵检测的误报率与漏报

率。实验结果如表 3-5 所示。表中的 后几行是我们选择不同的阈值ε 所计算得

到的实验结果，而前 6 行则是文献[54]中在同一阈值下使用其它 6 种不同方法所

得到的实验结果。 
表 3-5  7 种入侵检测方法实验结果的比较 

入侵检测方法 误报率（%） 漏报率（%） 
Compression 5.0 65.8 

Sequence-Match 3.7 63.2 
IPAM 2.7 58.9 

Hybrid multistep Markov 3.2 50.7 
Bayes one-step Markov 6.7 30.7 

Uniqueness 1.4 60.6 

NMF 

ε =0.2 3.9 38.9 
ε =0.3 2.7 47.6 
ε =0.35 2.4 54.1 
ε =0.4 1.9 57.5 

 
为了评估基于 NMF 的入侵检测方法的实时性，实验中我们还统计了 NMF

方法的训练时间和检测时间。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统计结果与文献[58]中
FC-HMM（Fully-Connected HMM）方法、LR-HMM（Left-to-Right HMM）方法

与 Cross Entropy 方法的实验结果列在一起，如表 3-6 所示。NMF 方法是在一台

内存为 512 MB DDR，处理器为 2.4GHz 的计算机上统计得到的，其它三种方法

则是在一台 UltraSPARC 的服务器上统计而来[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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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用户行为建模中 NMF 方法与其它方法的实时性比较 

方法 
训练所用的命

令数  
训练时间 
（秒）  

检测所用的命

令数 
检测时间 
（秒） 

FC-HMM 10,826 32,696 10,981 20 
LR-HMM 10,826 33,532 10,981 12 

Cross Entropy 10,826 0 10,981 14 
NMF 10,000 1 15,000 2 

3.3.2.2 实验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表 3-5 中列出的其它 6 种入侵检测方法所用的训练与测试数据集都与本文

相同，因此可以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我们从检测效果、计算量以及建模方法

复杂度三个方面进行综合比较。 
（1）从检测效果上看，前 4 种方法的检测效果明显不如文中的方法。

Compression 与 Sequence-Match 这两种方法分别从数据可逆特性与相似匹配度

这两个方面来考虑入侵检测问题。Compression 方法的原理是用户正常的行为数

据附加在历史的训练数据之后的合理性比异常行为数据要大。Sequence-Match
方法则计算用户 近使用的 10 个命令与用户行为模式之间的相似度，并且以两

条命令序列之间的匹配数量作为度量。这两种建模方法不能从整体上考虑每个

分块组，而是单一考察每个分块组中的每个命令（或命令短序列），使得用户行

为的建模复杂化。而我们的方法从整体上考虑问题，将 100 条命令作为一个整

体进行研究并直接判断命令组是否异常，因此建模方法更简单、计算量更小。 
IPAM 以及 Hybrid multistep Markov 这两种方法考虑的是用户命令的转移特

性，前者使用的是一步马尔可夫，而后者则使用高阶的马尔可夫。与 HMM 方

法类似，利用用户命令的转移特性计算量都会非常大，而且所有的命令也都需

要逐一考察，建模复杂，除了检测效果没有 NMF 好之外，建模方法上跟 NMF
相比也没有优势。 

（2）与 NMF 方法相比，Bayes one-step Markov 方法的误报率要好，但是

漏报率要差；Uniqueness 方法的漏报要好，但是误报率要差。Bayes one-step 
Markov 方法考虑的也是用户命令的一步转移特性，它的基本假设是用户命令的

一步转移概率与历史转移概率基本一致。这种方法要逐一计算每个命令的转移

概率，因此仍然需要较大的计算量。Uniqueness 方法从用户命令的使用频繁度

上进行考虑，考察的是很少使用（unpopular command）或极少（uniquely used 
command）使用的命令，并对这些命令进行建模。它的基本假设是：训练数据

中很少出现的命令或者用户很少使用的命令被认为是潜在的用户假冒行为。

Uniqueness 方法与本文考虑用户命令序列的频率特性有些类似，但是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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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预处理的时候对每个用户所有的命令都要进行考察并计算一个统计值，

统计值的计算比较复杂[54]。另外，如果用户命令的数据量很大，那么建模过程

中所需的计算量也会变得非常庞大，给实时的入侵检测带来困难。我们的方法

仅统计用户每个命令出现的频度，而且在异常检测时也将用户的每个命令组数

据作为一组整体考虑， 后用一个简单的数值就能表示出每个命令组是否异常，

在数据量很大的情况下，通过矩阵分解对原始数据形成的矩阵进行降维，数据

量的大小对计算量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在数据的处理过程中建模方法更为简

洁、计算量也会变得更小，更适合实时检测。 
结合图 3-6~3-9 以及原始实验数据，可以发现： 
（1）大部分用户的检测效果非常好。例如用户 5 没有掺杂异常数据，从它

的检测效果上看（如图 3-7），每组测试数据的异常度几乎都为 0，可见有很好

的检测效果。图 3-9 也表明 NMF 方法能够非常容易地将用户 24 中的非法命令

检测出来。 
（2）与大多数入侵检测方法一样，NMF 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误报。

我们发现用户 12，13，20，45 这 4 个用户只占用户总数的 8%，而它们带来的

误报却占总误报的约 40％，结合原始数据并考察异常检测结果，我们发现这 4
个用户的测试数据中出现了训练数据中一些不曾出现的命令，导致误报的发生。

漏报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例如，图 3-8 表明，用户 9 的检测结果中存在一定

范围内的漏报。通过对原始数据的观察，我们发现产生漏报的这几组命令序列

都曾经在训练数据中出现过。另外，用户 9，42，43 这 3 个用户仅占用户总数

的 3%却带来总漏报的约 40％。只有少数用户给入侵检测问题带来较为严重的

误报和漏报，说明用户命令序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对用户行为进行建模，

如果能带上命令序列的执行参数并将其作为用户行为的另外一个特征，效果可

能会更好。 
（3）NMF 方法是基于命令的频率特性，基于频率特性的入侵检测方法

大的特点就是计算量小，但是如果测试数据中的命令与训练样本中的命令非常

接近，则有可能出现漏报或误报发生的现象。在文献[54]中不少针对转移特性的

方法也表现不俗，因此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考虑用户命令的转移特性并与本文

考虑频率特性的 NMF 方法结合起来，以此提高入侵检测的准确率。另外，用户

的行为复杂多变，除了命令序列之外，也可以将用户的击键等特性结合起来对

用户行为进行建模，提高模型的精度。 
实时性方面，我们可以从表 3-6 中看出： 
无论是训练时间还是检测时间，NMF 比其它两种 HMM 方法都要少得多。

Cross Entropy 方法考虑的也是事件的频率特性，它的测试时间比 NMF 要长，但

是训练时间可以几乎不计。总体上来说，NMF 方法有很好的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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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本章小结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NMF 的入侵检测新方法。该方法考虑事件的频率特性

分别对正常的程序行为和用户行为进行建模，并以此检测程序异常行为以及内

部黑客攻击等用户异常行为。在程序行为的建模方面，我们使用 UNM 采集到

的 Sendmail 和 MIT lpr 系统调用数据以及在我们的 CNSIS 实验中收集到的 Live 
FTP 系统调用数据进行实验。在用户行为的建模方面，我们使用来自 AT&T 
Shannon实验室中UNIX服务器上的命令序列数据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表明NMF
方法不仅有很好的检测效果，而且实时性与其它几种经典方法相比也有较大幅

度的提高，是一种理想的实时入侵检测新方法。 
基于 NMF 的入侵检测方法主要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将海量的审计数据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分组，以每组数据（例如每

个进程或每组命令序列）作为研究对象检测是否异常。与当前已知的绝大多数

入侵检测方法以数据的短序列（例如系统调用短序列或者命令序列短序列）作

为研究对象相比[58,61-68,70,71]，一方面不会因为划分短序列而将每组数据中包含的

连续信息人为的进行了分割，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如何选择滑动窗口大小的问题。 
第二，考虑每组数据的频率特性将每组数据（例如每个进程或每组命令序

列）转换成向量形成数据输入。通过这种数据预处理方式，数据得到了精简。

我们由此将入侵检测问题转化为模式识别中判断某个向量为异常还是正常的问

题，问题得到了极大的简化。作为模式识别中的一个简单问题，可以找到很多

有效的解决办法。 
第三，将高维的向量进行分解，在形成的低维空间中进行入侵检测， 后

用一个数值准确的将每组数据的特征表示出来，非常直观明了，无需额外的分

类器就可以实现入侵检测，极大的降低了入侵检测算法的复杂度，提高入侵检

测的实时性。此外，NMF 方法由于极大的精简了数据，因此也具有占用存储空

间少的优点。 
尽管 NMF 方法有很好的检测效果，适用于实时的入侵检测。但是从 NMF

方法固有的特点来看，它必须要求每组原始数据的加和为一个定值。如果考虑

事件的频率特性，则统计频率之后每组元素的加和就为 1，满足 NMF 建立正常

行为模型的要求。但是，如果将 NMF 应用在某些无法或者很难统计事件频率特

性的数据中，则可能会有较大难度。这也促使我们寻找更有效的通用的实时入

侵检测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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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可应用于多数据源的实时

入侵检测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NMF的实时入侵检测方法。NMF方法有

很好的实时性和很高的检测精度，但是它在使用中还有一个限制：它要求每组

原始数据的加和必须为一个定值。这对某些无法或者很难统计事件频率特性的

数据而言，则可能会有较大难度，因此不能够应用在多源的审计数据中，使得

可扩展性较差。一个实用的入侵检测系统除了要有较高的检测精度和较好的实

时性之外，还必须具有可扩展能力，能应用在多源的审计数据中。 
如前所述，实际环境中一个受保护的关键网络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往往会产

生大量的审计事件和网络连接，它们形成一个高维的日志数据集，给实时的数

据处理带来困难。在短时间内除了会产生海量的审计事件（例如系统调用、日

志数据等等）之外，还会产生大量的网络流量。例如，1998年美国国防部高级

研究计划局（DARPA）[121]在进行IDS评测实验时，仅7个星期就获得了超过5百
万条的连接信息，每条连接都由多达41个不同的属性组成，组成了一个高维海

量的数据集。在实际的入侵检测环境中，一个有效的入侵检测方法除了要有较

好的检测效果之外，还必须具有高维海量审计数据的实时快速处理能力，以便

在黑客还未攻击成功之前就能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通过积极的防范措施 大

程度的捍卫网络安全。但是，目前很多检测方法都是在数据量比较小的情况下

进行测试，例如文献[122]，[92]中仅使用了几百条或者上千条的网络连接数据

进行测试。而有些检测方法则假定审计数据维数较低，在低维数据的条件下进

行检测（例如文献[87]中只用了41个属性中的6个）。显然，这些简化与实际的入

侵检测环境不相符合。一旦使用大量的数据进行入侵测试，很多方法又非常的

耗时，实时性不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实际应用。 
另一方面，目前很多的入侵检测方法不能应用在多数据源中，它们缺乏通

用性，可扩展能力很差。它们往往是一个特别的方法应用在一个特别的环境中
[15]。例如Forrest的TIDE方法对系统调用数据有效，但是它却很难应用在命令序

列数据或者网络数据中。如果将NMF方法应用在网络数据中也需要进行较为复

杂的数据预处理（首先要将每个网络连接的属性转换成能够使其加和为一个定

值的形式）。对于一个多层次防御的入侵检测系统来说，如果因为需要处理多源

的审计数据而额外增加新的检测算法，无疑会增加系统负载，降低入侵检测的

实时性。 
本章致力于实现具有可扩展能力的基于多信息源的实时入侵检测。我们提出

了一种基于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的实时入侵检测新

方法。在实验中，我们分别采用主机系统中的系统调用数据（来自 UNM 的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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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r 数据和我们 CNSIS 实验室采集到的 Live FTP 数据)、命令序列数据(来自

AT&T Shannon 实验室的 UNIX 服务器)以及网络系统中的网络连接数据

（DARPA 1998 年在进行 IDS 评估过程中所收集的网络数据），构建了一个通用

的基于主机和基于网络的入侵检测模型。该模型利用 PCA 能够降维的特性，将

高维海量的审计数据进行降维，在形成的低维特征子空间中进行入侵检测。实

验结果表明，文中的方法不仅极大地降低了检测算法的复杂度，提高了检测效

率，而且与其它方法相比，检测精度也有大幅提高，是一种可应用于多信息源

的高效实时的入侵检测新方法。 

4.1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入侵检测通用模型 

4.1.1 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PCA）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

数据压缩和分析技术，也称为 Karhunen-Loeve 变换。它的主要目标是用低维子

空间去表示高维数据，使得在误差平方和 小的意义下低维表示能够 好地描

述高维的原始数据[113]。 
假设一个数据集有 m 个变量，每个变量取 n 个样本，那么这个数据集就可

以用矩阵 mnX × 来表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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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其中， jix 表示第 i 个变量在第 j 个样本上的观察值； ix 代表第 i 个变量

的观测向量。定义一个均值向量 

∑
=

=
m

i
im 1

1 xμ                       （4-2） 

每个变量与均值变量的差为 
μxΦ −= ii , mi ≤≤1                   （4-3） 

变量 mx,,x,x L21 的协方差矩阵定义为 

T
m

i

T
ii

m

i

T
ii AA

mmm
C 11))((1

11
==−−= ∑∑

==

ΦΦμxμx        （4-4） 

式中， ],,[ 21 mA ΦΦΦ L= 。 

接下来我们计算协方差矩阵 C 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一个比较简单的计算

方法是使用奇异值分解定理（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SVD）[123]。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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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 mm uuu λλλ L 是协方差矩阵 C 的 m 对特征值与特征向量，我们从

中选择 k 个 大特征值分别对应的 k 个特征向量组成一个特征子空间。通常，

数值较大的特征值不多，这就意味着 k 维子空间继承了原始数据集的特征，而

剩下的 km − 维包含着噪声，可以忽略[113]。通过这种方式，高维的海量数据就

可以用一个低维的子空间表示出来，数据得到了精简，便于实时快速处理。 
k 可以通过低维子空间中包含的信息量占原始数据总信息量的百分比α 来

确定，如下式所示[124] 

α
λ

λ
≥

∑

∑

=

=
m

i
i

k

i
i

1

1                           （4-5） 

在上式中，如果选择α 为 99.9%，就说明由前 k 个特征向量张成的子空间

中所包含的信息量占整个原始空间信息量的 99.9%。我们组成一个新的 kn× 维

矩阵 U，其中的列向量为选定的 k 个特征向量，那么矩阵 U 就是由原始数据构

成的高维空间经过降维处理之后形成的特征子空间。将原始数据 ix 按照下式投

影到该子空间中，就得到数据的主成分表示为[113] 
      i

T
i

T
i UU Φμxy =−= )(                      （4-6） 

4.1.2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入侵检测通用模型 

    与上一章基于 NMF 的入侵检测方法类似，本章构建的基于 PCA 的入侵检

测模型也主要包括三个模块，分别是数据预处理、数据降维与特征提取以及入

侵检测，详细分述如下。 

4.1.2.1 数据预处理 

    首先，我们将海量的审计数据按照一定的方案进行分组。不同类型的审计

数据有不同的分组方案。例如，系统调用数据按照不同的进程进行分组，相同

的进程归为一组；命令序列按照一定的长度进行分组；网络数据则按照不同的

网络连接进行分组，同一个网络连接归为一组等等。假设原始数据被划分为 m
组，总的数据中包含有 n 个不同的元素或属性（例如系统调用数据中包含的系

统调用种类，命令序列数据中包含的命令的种类，网络数据中包含的属性个数

等等），那么原始数据就可以表示为一个 mn× 的矩阵 X。其中， jix 表示第 i 组数

据中第 j 个元素（例如系统调用数据或命令序列数据）出现的频率或者第 j 个属

性值（例如网络数据）。每组原始数据也可以用一个向量 ix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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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数据降维与特征提取以及正常行为建模 

选定一个训练数据集 rx,,x,x L21 ，那么它们的均值向量μ以及每个向量与

均值向量的差可以通过（4-2）式和（4-3）式计算得到。同样，这些向量的协方

差矩阵 C 的 r 对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 2211 rr uuu λλλ L  也可以通过计算

得到。由（4-5）式确定特征向量 kuuu ,,, 21 L ( rk << )，原始的训练数据集就可

以用这 k 个特征向量线性表示。这里的 k 要远小于 r，因此，维数得到降低，数

据也得到了精简。如果α 取值较大，那么原始数据中包含的信息量在低维子空

间中几乎没有损失。 
给定一个代表测试数据的测试向量 t 。将它按照（4-6）式投影到 k 维的子

空间上并进行重建，重建后的向量为 
)( μtΦ −= T

f UU                        （4-7） 

如果待测的这组数据正常，那么它就可以由训练数据经过降维之后形成的

子空间无损的表示出来。因此，表示正常数据的向量与它重建之后的向量就会

非常相似，它们之间的距离也会非常小。基于这种特性，正常的计算机系统和

网络行为模型就建立起来了，只要偏离这种模型的行为就认为是潜在的入侵[51]。 

4.1.2.3 入侵检测 

根据上一节建立的基于 PCA 的正常行为模型，我们只需要计算经过平均向

量修正之后的测试向量 t 与其在特征子空间上重建的向量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判

断入侵是否发生。本文使用欧几里得距离（Euclidean Distance）的平方，Cosine
距离（Cosine Distance）和信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 SNR）来度量原始向量

μtΦ −= 与重建之后的向量 fΦ 之间的距离。这三种距离的表达式分别表述如

下。 
（1）欧几里德距离的平方 

         
2

fe ΦΦ −＝ε                         （4-8） 

（2）Cosine 距离 

f

f
T

c ΦΦ
ΦΦ

＝ε                             （4-9） 

（3）信噪比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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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og10
f

s
ΦΦ

Φ
＝ε                      （4-10） 

在入侵检测中，我们将 eε , cε 和 sε 定义为异常度。如果 eε 或 cε 大于某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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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阈值或者 sε 小于某个给定的阈值，那么就认为该测试数据 t为异常，否则判

断为正常。 
基于 PCA 入侵检测方法的流程如图 4-1 所示。 

μ

t

trainingΦ

Φ
y

fΦ

2

fΦΦ −
ε

X
U

mn×
mn×

)( mkkn <<×

 
图 4-1 基于 PCA 入侵检测方法的流程图 

4.2 入侵检测实验 

4.2.1 程序行为的异常检测 

4.2.1.1 系统调用数据描述 

这里我们同样使用系统调用数据检测程序的异常行为。在具体的实验中，

我们使用两组系统调用数据进行测试。第一组数据来自 UNM 的 MIT lpr 系统调

用。如前所述，我们同样只使用前 600 个正常进程和前 300 个入侵进程作为数

据源。另外一组实验数据来自我们 CNSIS 实验室中收集到的 Live FTP 数据。实

验中用到的 FTP 系统调用数据包含了 549 个正常进程和 6 个入侵进程。两组实

验数据的描述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系统调用实验数据描述 

数据集 系统调用个数 系统调用类型数 正常进程数 异常进程数 
UNM 的 MIT lpr  842,279 41 600 300 

CNSIS 的 Live FTP  5,699,277 58 54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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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实验结果及讨论与分析 

 MIT lpr 数据中系统调用的类型只有 41 个，总共包含了 900 个进程，因此

原始数据就可以用一个 90041× 的矩阵表示出来，其中，每个进程用一个 41 维

的向量表示。实验中，我们以每个进程作为研究对象，将代表该进程的向量按

照（4-7~4-10）式进行计算，如果异常度超过某个阈值，则判断该进程为异常。

在入侵检测实验中，为了评估训练数据的数量对入侵检测效果的影响，我们分

别使用 100，200，300 和 400 个进程作为训练数据，其他进程作为测试数据。

同时，为了合理选择入侵检测的度量，我们分别使用三种距离：欧几里得距离

的平方，Cosine 距离和信噪比来分别评估它们在入侵检测中的表现。实验中我

们选择子空间信息量占原始数据信息总量的百分比α =99.9%。总的实验结果如

表 4-2 所示。 
 

表 4-2  不同数量的训练数据下使用三种距离产生的入侵检测结果 

训练进

程数 

欧几里德距离的平方 Cosine 距离 信噪比 

eε  误报率 
（%） 

检测率 
（%） 

cε  误报率 
（%） 

检测率 
（%） 

sε  误报率 
（%） 

检测率 
（%） 

100 
1eε  3.4 100 1cε  12.4 100 1sε  12.4 100 

2eε  0.6 99.7 2cε  7.6 99.7 2sε  7.6 99.7 

200 
1eε  2.8 100 1cε  10.3 100 1sε  10.3 100 

2eε  0.5 99.7 2cε  4.5 99.7 2sε  4.5 99.7 

300 
1eε  3 100 1cε  8 100 1sε  8 100 

2eε  0.3 99.7 2cε  2.7 99.7 2sε  2.7 99.7 

400 
1eε  4 100 1cε  7 100 1sε  7 100 

2eε  0.5 99.7 2cε  3.5 99.7 2sε  3.5 99.7 

 
子空间的维数 k 也是基于 PCA 的入侵检测方法中的一个重要参数。为了评

估检测效果与参数 k 之间的关系，我们做了另外一组实验。选择 MIT lpr 数据中

200 个正常进程作为训练数据，其它 700 个进程作为测试数据，通过改变 k 的大

小，并使用欧几里德距离的平方作为异常度，可得到如表 4-3 所示检测结果。 
 

表 4-3  使用不同数量的主成分得到的入侵检测结果 

子空间的维数 k 1 2 5 6 7 10 41 

子空间占原始空间信

息总量的百分比α（%） 
98.34 99.22 99.87 99.92 99.95 99.99 100 

误报率（%） 1.3 5.3 0.8 0.5 0.5 1.5 25 
检测率（%） 99.7 99.7 99.7 99.7 99.7 99.7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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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2 可以看出，无论多少个进程参与训练，使用 Cosine 距离和信噪比

来度量入侵检测的异常度可以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而使用欧几里德距离的平

方得到的检测结果比 Cosine 距离和信噪比要好。同时，选择 200 个进程进行训

练可以得到 好的检测结果。因此，在实际的 IDS 中，我们建议使用欧几里德

距离的平方作为度量进行入侵检测。而在后续所有的实验中，我们也都采用欧

几里德距离的平方作为入侵检测中距离的度量。 
从表 4-3 中可以看出，选择子空间占原始空间信息总量的百分比α 为 99.9%

时可以得到 好的检测结果。实际上，选择子空间的维数为 6 即可达到要求。

在系统调用数据中原始数据的维数为 41， 后只用 6 维的子空间几乎就可以完

全表示出原始数据。因此可以看出，使用 PCA 方法可以 大限度的精简数据，

便于实时的入侵检测。 
为了观察的直观性，我们画出 MIT lpr 数据的实验结果，如图 4-2 所示。从

图中可以看出，正常进程与异常进程能够很好的区分开来，说明 PCA 方法有很

好的检测效果。 

 
 

图 4-2  MIT lpr 数据的实验结果。Y 轴表示异常度，X 轴表示系统调用的进程数。 
图中阴影部分表示异常进程。 

 
PCA 方法对实际环境中收集的 Live FTP 数据同样有效。在实验中，我们

随机选择 FTP 数据中的 70 个正常进程作为训练数据，其它 485 个进程作为测试

数据，并且选择子空间占原始空间信息总量的百分比α 为 99.9%，得到的检测

效果如图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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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Live FTP 数据的实验结果。Y 轴表示异常度，X 轴表示系统调用的进程数。 
图中阴影部分表示异常进程。 

 
为了考察基于 PCA 入侵检测方法的实时性，实验中我们在一台内存为 512 

MB DDR，CPU 为 2.4GHz 的计算机上分别统计了 PCA 方法在 MIT lpr 数据的

模型建立和入侵检测时所耗用的 CPU 时间。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在相同的计算

机上也分别统计了其它两种经典入侵检测方法的训练时间和检测时间。第一种

是第二章提出的基于 HMM 的改进的入侵检测方法[66, 112]，第二种则是 Forrest
提出的 TIDE 方法[61]。实验结果如表 4-4 所示。 
 

表 4-4  PCA 方法与 HMM 和 TIDE 方法在模型建立与 
入侵检测过程中所耗用 CPU 时间的比较  

入侵检测

方法 
训练的系统调

用个数 
训练时间 
（秒） 

测试的系统调

用个数  
测试时间 
（秒） 

HMM 13,885 1520.9 12,145 48 
TIDE  159,642 33 682,637 356 秒 
PCA 159,642 5 682,637 14 秒 

 
    从图 4-2 和图 4-3 中可以看出，无论是 UNM 的系统调用数据还是我们实际

收集的 FTP 数据，使用文中的方法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检测效果。对于 MIT lpr
数据来说，在误报率只有 0.5%的时候，检测率可以达到 99.7%。而对于在实验

                                                        
 这里基于 HMM 的入侵检测所耗用的 CPU 时间与发表的文章[118, 51]上的实验结果有些

出入，是因为它们分别是在不同的计算机上统计而来。本章的实验结果是 2005 年 2 月在一

台内存为 512MB DDR，CPU 为 2.4GHz 的计算机上统计得来。而期刊上的实验结果则是

2003 年 4 月在一台内存为 768 MB RAM，CPU 为 1.5GHz 的服务器上统计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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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中收集到的 Live FTP 数据，PCA 方法可以在 0 误报的情况下 100％的检测出

异常进程。 
     一个有效的入侵检测方法必须满足实时性要求。但是，正如第二章所述，

基于 HMM 的入侵检测方法非常耗时，从表 4-4 中可以看出，仅 1 万多条系统

调用就需约 1520 秒（约半小时）的训练时间，而 1 万多条系统调用也需要约 1
分钟的检测时间。TIDE 方法被认为是 IDS 中算法 简单，实时性 好的方法之

一[61]，但从表 4-4 中可以看出，使用 TIDE 方法训练约 16 万条系统调用需要 33
秒，检测 68 万多条系统调用时需耗时 356 秒（约 6 分钟）。相比较而言， PCA
方法的实时性要好得多，在使用相同的系统调用数量时，训练和检测仅需耗时 5
秒和 14 秒，实时性非常好。从以上的分析和比较中可以看出，PCA 方法的实时

性要明显好于其它两种方法，是一种实时性非常好的入侵检测新方法。 

4.2.2 用户行为的异常检测 

4.2.2.1 命令序列数据描述 

本文同样使用命令序列数据来检测用户的异常行为。命令序列数据同样来

自 AT&T Shannon 实验室的 UNIX 服务器。为了使用较多的数据评估 PCA 方法

的实时性，在实验过程中，我们不仅对每个用户进行了实验，还对数据进行了

重组，加做了另外一组实验。我们合并了两个用户的数据，其中一个用户的前

50 组数据没有掺杂其它用户的数据，因此用来建立该用户的正常行为模型。该

用户的后 100 组用作正常的测试数据，而第二个用户的所有 150 组数据都用作

异常的测试数据。实验中，由于用户 5 没有掺杂其它用户的数据，因此它与随

机选择的用户 32 一起用来对文中的方法进行测试。 

4.2.2.2 实验结果及讨论与分析 

实验中，我们对 50 个用户都进行了测试，每个用户选择子空间占原始空间

信息总量的百分比α 为 99.9%，并且使用欧几里德距离作为入侵检测的度量。

实验结果表明 PCA 方法对大部分用户的检测效果都非常好。作为一个实例，用

户 24 的检测效果如图 4-4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用户 24 的所有攻击都能被

检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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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用户 24 的检测结果。横坐标表示用户产生的命令序列的分组编号， 

纵坐标表示异常度。 

 
我们将用户 5 和用户 32 组合起来的数据也进行了测试，实验结果如图 4-5

所示。 

 
 

图 4-5  用户 5 和用户 32 经过数据重组之后的检测效果图。图中的点代表用户 5 的数

据，可以将其看作为正常数据。图中阴影部分中的星星代表用户 32 的数据，可以将它们看

作是异常测试数据。 
 
从图 4-5 可以看出，PCA 方法可以在零误报的情况下检测出所有的异常数

据。有很好的检测效果。 
在实验中，我们也统计了 PCA 方法在用户行为的异常检测中所耗用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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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检测时间。我们将统计结果与文献[58]中的两种HMM方法与Cross entropy
方法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如表 4-5所示。PCA方法同样是在一台内存为 512 MB 
DDR，CUP 为 2.4GHz 的计算机上测试的。文献[58]中的 3 种不同方法则是在一

台 UltraSPARC 30 的工作站上测试的。 
 

表 4-5  PCA 方法与文献[58]中介绍的 HMM 方法以及 Cross Entropy 方法的实时性比较 

方法 参与训练的命令

个数 
训练时间 
（秒） 

参与检测的命令

个数 
检测时间 
（秒） 

FC-HMM 10,826 32,696 10,981 20 
LR-HMM 10,826 33,532 10,981 12 

Cross Entropy 10,826 0 10,981 14 
PCA 10,000 6 11,000 5 

 
    从表 4-5 可以看出，无论是训练时间还是检测时间，PCA 方法都要明显少

于两种 HMM 方法。因此，PCA 方法的实时性要比它们好。Cross Entropy 方法

考虑的也是事件的频率特性，它的训练时间比 PCA 方法要短，但是检测时间要

长。从表 4-5 中我们可以发现 PCA 方法有很好的实时性。 

4.2.3 网络行为的异常检测 

4.2.3.1 网络数据描述[82, 83, 125]  

在基于网络行为的入侵检测中，本文采用 1998 年 DARPA 在 MIT Lincoln 
Labs 进行入侵检测评估时采集到的数据集作为实验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在第

三届国际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工具竞赛中（The Third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Tools Competition），该竞赛与第五届知识发现与数据

挖掘国际会议（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联合主办。因此，这些数据也在很多文献中被简称为 KDDCUP99
数据[100]。这批数据是 MIT Lincoln Labs 模仿美国空军局域网在收集了 9 个星期

之后得到的。原始数据通过网络连接信息的预处理和特征提取之后转变成适合

于入侵检测的属性集。原始数据中网络连接信息的预处理以及特征提取的步骤

和方法分述如下。 
（1）原始数据中网络连接信息预处理 
KDDCUP99 的数据收集以及数据处理工作主要由 Lee 等人完成[126]。他们

设计了一种面向网络连接信息的入侵检测模型，这种模型将系统通过网络接口

侦听到的数据包重构形成网络连接信息集，然后直接在网络连接信息集上按照

                                                        
 本小节关于网络数据的描述部分重点的参考了博士论文[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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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的方法建立入侵检测模型。首先将原始的审计记录（如 Tcpdump 收集

到的网络数据包）转化成 ASC�字符形式的包信息，随后对这样的包信息进行

处理，恢复出其中包含的连接会话记录， 终在这样的连接会话集上建立适于

入侵检测的特征集和分类模型。 
从网络接口中获得的数据是用网络侦听软件如 Tcpdump 等记录下来的网

络流量，传统的入侵检测方法是在这种数据上直接采用基于规则的模式匹配来

检测攻击， Lee 等人通过网络连接信息预处理将网络流量数据恢复成网络连接

会话信息，这个过程分成三个步骤，可用图 4-6 来表示，这三个步骤分述如下。 
第一步：用 Tcpdump 等工具在网络接口处收集所有的网络流量数据。 
第二步：将 Tcpdump 收集到的二进制数据转换成 ASCII 字符表示的数据包

一级的信息，其每一行代表了一个数据包的信息。 
第三步：对数据包信息进行处理，生成连接记录集。该方法将每次 TCP 会

话当作一次连接，每个 UDP 包当作一次会话，其中每条连接的记录包含如下基

本属性：时间戳、持续时间、源地址、目的地址、服务等等。这些基本属性代

表了每个会话的基本信息。 
连接信息预处理第一步和第二步采用的软件为 Tcpdump，首先将收集到的

二进制数据转换成 ASCII 字符信息，第三步则是利用 Bro[127]这种入侵检测系统

的脚本语言编写的一段处理程序，这段程序扫描字符形式的记录集，重组会话

信息，并统计一些统计值，如被拒绝的连接数、重复的 ACK 包数目，错误包

大小的比率等。 终获得的连接信息具有一些基本的属性，如持续时间 duration,
服务 service,源主机 src_host 等等。 

 

 
图 4-6 网络连接信息预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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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向网络连接信息的特征提取 
Lee 等人通过对网络连接信息集上的数据挖掘，发现适于检测不同类型攻

击的特征集合。他们首先在正常连接信息集和异常连接信息集上进行频繁场景

挖掘，并设计了一种对比挖掘的场景模式算法[82, 83]，该算法通过对比正常连接

和异常连接中的频繁模式，找出入侵相关的频繁模式，并用这些模式来指导特

征提取工作，找到适合不同类型攻击的特征集合。通过这样的特征选择，提取

与入侵检测相关的属性分为四类：基本属性集、内容属性集、流量属性集、主

机流量属性集等。这几类属性集分述如下。 
 基本属性集，如：连接的持续时间、协议、服务、发送字节数、接受

字节数等； 
 内容属性集，即用领域知识获得与信息包内容相关的属性，如：连接

中 hot 标志的个数、本连接中失败登陆次数、是否成功登陆等； 
 流量属性集，即基于时间的与网络流量相关的属性，这类属性又分为

两种集合，一种为 Same Host 属性集，即在过去两秒内与当前连接具

有相同目标主机的连接中，有关协议行为、服务等相关的一些统计信

息，如：此类连接的数目、此类连接中存在 SYN 错误所占的百分比等；

另外一种为 Same Service 属性集，即在过去两秒内与当前连接具有相

同服务的连接中的一些统计信息，如：此类连接中有 SYN 错误的连接

所占的百分比、有 REJ 错误所占百分比等。 
 主机流量属性集，即基于主机的与网络流量相关的属性。这类属性是

为了发现慢速扫描而设，获取方法是统计过去 100 个连接中的一些统

计特性而获得的，如过去 100 个连接中与当前连接具有相同目的主机

的连接数、与当前连接具有相同服务的连接所占百分比等。 
挖掘出来的属性共 41 个，属性可取值均不相同。这些属性的详细说明如表

4-6 所示（C 代表连续属性，S 代表离散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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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特征提取发现的攻击相关的属性 

 
（3）实验数据描述 
KDDCUP99 中的训练数据包含了 7 个星期的网络流量、约 400G 经过压缩

的二进制 TCP 数据。经过处理之后这些数据被还原成约 500 万条连接记录，每

条连接记录是某个网络数据包在某个时间段内，通过某种协议从源 IP 地址到目

标 IP 地址之间的传送信息。 
数据集中包含了大量的正常网络流量和 22 种不同的攻击，具有很强的代表

性。这些攻击可以分为如下 4 类： 
DOS：拒绝服务攻击，如 smurf，teardrop 攻击等； 
R2L：远程权限的获取，如口令猜测等； 
U2R：权限提升，如各种缓冲溢出攻击； 
PROBE：端口和漏洞扫描 
每条网络连接信息包含 4 类属性集合：基本属性集、内容属性集、流量属

性集和主机流量属性集。如上节所述，这 4 类属性共计 41 种，其中 34 种为数

字型，7 种为字符型。实验中我们只使用 34 种数字型属性。实验数据和详细说

明都可以在网站 http://kdd.ics.uci.edu/databases/kddcup99/kddcup99.html 上得到。 
我们采用数据集上的一个子集 10percent 作为实验数据源，它一共包含有

494,020 条网络连接，其中正常连接 97,277 条，异常连接 396,743 条。首先将这

些数据按照已经标定好的正常数据或攻击类型进行分类，形成正常数据以及 4
类不同攻击的样本集。按照不同协议、不同服务类型随机选择 7,000 条正常连接

记录作为训练数据，以此对正常网络行为进行建模。在正常样本集中随机挑选

基本属性集 内容属性集 流量属性集 主机流量属性集 
1.duration: C. 
2.protocol_ty
pe: S. 
3.service: S. 
4.flag: S. 
5.src_bytes: 
C. 
6.dst_bytes: 
C. 
7.land: S. 
8.wrong_frag
ment: C. 
9.urgent: C. 

10.hot: C. 
11.num_failed_logins: C 
12.logged_in: S 
13.num_compromised: C 
14.root_shell:C 
15.su_attempted: C 
16.num_root: C 
17.num_file_creations: C 
18.num_shells: C 
19.num_access_files: C 
20.num_outbound_cmds:
C 
21.is_host_login: S 
22.is_guest_login: S 

23.count: C 
24.srv_count: C 
25.serror_rate: 
C 
26.srv_serror_ra
te:C 
27.rerror_rate: C 
28.srv_rerror_ra
te:C 
29.same_srv_rat
e: C 
30.diff_srv_rate: 
C 
31.srv_diff_host
_rate: C. 

32.dst_host_count: C. 
33.dst_host_srv_count: C. 
34.dst_host_same_srv_rate: C. 
35.dst_host_diff_srv_rate: C. 
36.dst_host_same_src_port_ra
te: C. 
37.dst_host_srv_diff_host_rate
: C. 
38.dst_host_serror_rate: C. 
39.dst_host_srv_serror_rate: 
C. 
40.dst_host_rerror_rate: C. 
41.dst_host_srv_rerror_rat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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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条记录作为正常测试集。将全部攻击共计 396,743 条连接都选为攻击的测

试集。网络实验数据描述如表 4-7 所示。 
 

表 4-7 网络实验数据描述 

数据类型 网络连接总数 实验中用到的网络连接数 
正常数据  97,277 7,000 用来训练 

1,000 用来检测  
 

攻击数据 
DOS 391,458 391,458 
R2L 1,126 1,126 
U2R 52 52 

PROBE 4,107 4,107 

4.2.3.2 实验结果及分析与讨论 

本文将每个网络连接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只使用网络连接中的 34 个属性，

因此，每个网络连接都可以表示为一个 34 维的向量。实验中，我们选择α 为

99.9%，并且使用了总数超过 40 万条的网络连接进行测试，这显然要面临高维

数据的实时处理问题。使用文中的方法，我们同样可以很好的检测出网络中的

异常行为。检测结果如图 4-7 所示。 

 
 

图 4-7  网络入侵检测的实验结果。Y 轴表示异常度，X 轴表示网络连接数。 
阴影部分表示带有攻击的网络连接。为了方便观察，图中纵坐标按照比例进行了适当压缩，

少量的异常网络连接异常度太大，因此无法在图中显示。 
 

为了考察每种类型攻击的检测效果，我们分别对4种攻击进行了入侵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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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R2L，U2R以及PROBE这4种类型的攻击检测效果分别如图4-8~4-11所示。 
 

 
图 4-8  DOS 攻击的入侵检测结果。Y 轴表示异常度，X 轴表示网络连接数。 
阴影部分表示带有攻击的网络连接。图中的纵坐标按照比例进行了适当压缩， 

少量的异常网络连接异常度太大，因此无法在图中显示。 
 

 
 

图 4-9  R2L 攻击的入侵检测结果。Y 轴表示异常度，X 轴表示网络连接数。 
阴影部分表示带有攻击的网络连接。图中的纵坐标按照比例进行了适当压缩， 

少量的异常网络连接异常度太大，因此无法在图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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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U2R 攻击的入侵检测结果。Y 轴表示异常度，X 轴表示网络连接数。 
阴影部分表示带有攻击的网络连接。图中的纵坐标按照比例进行了适当压缩， 

少量的异常网络连接异常度太大，因此无法在图中显示。 
 

 

 
 

图 4-11  PROBE 攻击的入侵检测结果。Y 轴表示异常度，X 轴表示网络连接数。 
阴影部分表示带有攻击的网络连接。图中的纵坐标按照比例进行了适当压缩， 

少量的异常网络连接异常度太大，因此无法在图中显示。 
 

在实验中，我们分别测试了 4 种不同类型的攻击检测效果。为了便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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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Lee的误用检测方法[82, 83]、Liu的遗传聚类方法[90]，张凤斌的遗传算法[91]，

Eskin 的 Cluster，K-NN，SVM 等 3 种方法[85]以及罗敏[92]的无监督聚类共计 7
种方法的实验结果与 PCA 方法的实验结果列在一起，如表 4-8 所示。表中，DR
（Detection Rate）表示检测率，FAR（False Alarm Rate）表示误报率。 

 
表 4-8  PCA 方法与其它 7 种不同方法的检测结果的比较 

 
在入侵检测中，ROC（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曲线通常被用

来评估检测效果。为了直观的比较四种不同类型的攻击以及全部攻击数据的检

测效果，我们作出了相应的 ROC 曲线，如图 4-12 所示。 
 

 
图 4-12  4 种不同类型的攻击以及全部攻击数据检测结果的 ROC 曲线。 

入侵检测方法 
DOS 攻击 R2L 攻击 U2R 攻击 Probe 攻击 所有攻击 
DR 
(%) 

FAR 
(%) 

DR 
(%) 

FAR 
(%) 

DR 
(%) 

FAR 
(%) 

DR 
(%) 

FAR 
(%) 

DR 
(%) 

FAR 
(%) 

Lee 
未知攻击 24.3 / 5.9 / 81.8 / 96.7 / 37.7 / 

已知攻击 79.9 / 60 / 75.5 / 97.0 / 80.2 / 
Liu 遗传聚类 56 / 66 / 78 / 44 / 59.6 0.4 

 
Eskin 

Cluster / / / / / / / / 47 1 
K-NN / / / / / / / / 23 6 
SVM / / / / / / / / 67 4 

张凤斌 遗传算法 / / / / / / / / 93 1 

罗 敏 
未知攻击 26.1 / 10.3 / 62.9 / 71.2 / 45.9 / 

已知攻击 59.5 / 40.2 / 69.1 / 78.6 / 61.9 / 

文中的方法 99.2 0.2 94.5 4 88.5 0.6 80.7 4 98.8 0.4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78 -

 
为了评估基于 PCA 的网络入侵检测方法的实时性，我们同样在一台 CPU

为 Pentium 2.4G，内存为 512 MB DDR 的计算机上统计它的训练时间以及检测

时间，结果如表 4-9 所示。 
 

表 4-9  基于 PCA 的网络入侵检测方法的实时性测试 
 训练 检测（每个攻击类型的测试数据中 

均含有正常的网络连接 10,000 条） 
 正常数据 DOS 攻击 R2L 攻击 U2R 攻击 PROBE 攻击 

网络连接个数 7,000 401,458 11,126 10,052 14,107 
CPU 时间 36 秒 658 秒 0.33 秒 0.25 秒 0.45 秒 

 
从图 4-7~4-11 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攻击网络连接的异常度要明显高于正常

的网络连接。因此，文中的方法可以很好的区分正常与异常，是一种有效的网

络入侵检测新方法。在 ROC 曲线中，横坐标一般代表误报率而纵坐标则代表检

测率。越靠近 ROC 曲线的左上端说明检测效果越好。从图 4-12 中可以看出，

DOS 攻击和 U2R 攻击的检测效果非常好，而 PROBE 攻击和 R2L 攻击的检测效

果要相对较差。但是，总的检测效果非常好。 
从表4-8中不同方法入侵检测结果的比较以及表4-9的实时性检测中可以看

出： 
（1）无论检测哪种攻击类型，PCA 方法的检测效果都要明显好于其它 6

种方法，包括 Liu 使用的遗传聚类方法，Eskin 使用的 Cluster、K-NN 和 SVM
等三种方法，张凤斌使用的遗传算法，罗敏使用的无监督聚类方法等。与 Lee
使用的误用检测方法相比，PCA 方法能够更好的检测出 DOS，R2L 和 U2R 等

三类攻击，但是 PROBE 攻击的检测效果相对差一些。不过总的检测效果要比

Lee 的方法好得多。DOS 与 R2L 的攻击行为变化莫测[82, 83]，因此 Lee 的方法不

能有效的检测出这两种攻击。但是从表 4-8 中可以看出， PCA 方法对这两种攻

击同样有很好的检测效果。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检测效果上看，PCA 方

法从总体上看比其它方法都要理想。 
（2）Lee 的方法是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建立一个误用检测模型，这种方法要

用到大量的攻击数据。在实际的入侵检测系统中，攻击数据很难获取，而且误

用检测对未知的攻击检测效果不明显。本文使用的是异常检测方法，通过正常

的网络连接建立正常的网络行为模型，如果发现某个网络连接在一定程度上偏

离这个模型就认为该网络连接为异常。它只需用到正常数据进行训练，而且对

未知的攻击也有很好的检测效果。因此，文中的 PCA 方法有更强的实用性。 
（3）本文使用所有共计 396,744 条攻击的网络连接和 10,000 条正常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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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作为测试数据，数据量非常庞大。但从表 4-9 中可以看出，近 1.5 万条网络

连接的检测时间不到 0.5 秒，实时性非常好。与之相反，很多其他方法仅仅使用

部分数据进行测试，例如 Liu 只使用了 5 组数据进行测试，每组数据中只包含

了 1100 条网络连接，而罗敏则只使用了不到 600 条网络连接进行测试。在实际

的网络环境中，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产生大量的网络连接。他们的这种简

化显然不符合实际的入侵检测环境，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应用。因此，从可用性

的角度上看，文中的方法也很理想。 

4.3 本章小结 

入侵检测中，多源海量审计数据的实时快速处理一直是一个难题。本文提

出了一种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可应用于多源数据的实时入侵检测新方法。该方法

分别对程序行为、用户行为和网络行为进行异常检测。实验中我们采用 UNM
的 MIT lpr 系统调用数据和在 CNSIS 实验室中收集到的 FTP 系统调用数据检测

程序的异常行为，采用来自 AT&T Shannon 实验室 UNIX 服务器中的命令序列

数据检测用户的异常行为，采用 DARPA1998 年入侵检测评估时收集到的网络

数据检测网络的异常行为。利用 PCA 能够降维的特点，将高维海量的审计数据

进行降维处理，在低维的子空间上进行入侵检测，有效的降低了检测算法的复

杂度，达到实时快速的目标。实验结果也表明该方法能够快速处理多源海量的

审计数据，是一种高效实时的入侵检测新方法。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入侵检测方法具有如下的优点： 
（1）准确率高。实验结果表明，基于 PCA 的网络入侵检测准确度要明显

好于其他 7 种入侵检测方法。入侵检测的准确度是衡量检测方法的一个重要标

准，PCA 方法无疑是在这个方面的领先者。 
（2）数据处理能力强。在数据预处理中，我们将海量的审计数据按一定的

方案进行分组，化整体为部分，并且将每组高维数据用一个向量表示出来，可

以大幅度地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利用 PCA 将这些高维向量进行降维处理，海

量的原始数据就可以在低维的子空间中表示出来，便于快速的入侵检测。在实

验中，我们用到的 2 组系统调用数据总数超过 200 万条，网络连接超过 40 万条，

它们形成了高维海量的数据集。实验结果表明，PCA 方法能够快速处理高维海

量的审计数据，符合实际的入侵检测环境。 
（3）实时性好。PCA 入侵检测方法有很强的实时性。实验结果表明，系统

调用数据的训练时间和检测时间与其他 2 种经典的入侵检测方法相比都要短。

而网络数据的测试时间都在秒级，具有很强的实时性。 
（4）检测负荷低。利用 PCA 能够降维的特点，将高维的海量审计数据在

低维的空间中表示，不仅极大的降低了检测算法的复杂度，还能为计算机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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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内存空间，是一种高效低负荷的入侵检测方法。 
（5）可扩展性好。当前很多的入侵检测方法可扩展能力较差。很多方法都

只对某一种审计数据有效。本文使用系统调用数据、命令序列数据和网络连接

数据分别检测了程序行为、用户行为和网络行为。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都能

正确地检测出入侵行为，并且都有很好的检测效果，具有很好的可扩展能力。 
本章是在第三章基于 NMF 入侵检测方法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NMF 方法

的检测效果非常好，但是，正如第三章的小节中所提到的，NMF 在处理网络数

据时有较大的困难，因此可扩展能力稍差。对 PCA 方法来说，只要能够将原始

数据转换成向量，即可将其投影到训练数据的特征子空间中，并且通过该向量

与其在子空间上的重建向量之间的距离来判断是否有异常发生。可以看出，PCA
方法对数据类型没有限制，是一种可扩展的能够应用于多信息源的实时入侵检

测新方法。 
同样，PCA 方法也是基于数据的频率特性。因此，如果入侵数据中的频率

特性与训练数据中的频率特性很相似，则会出现漏报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将融合数据的转移特性，进一步提高入侵检测的准确

率。此外，将基于 PCA 的入侵检测方法应用到其他类型的审计数据中也是我们

下一步将要研究的内容。在本章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将开发出一个能够在实际

环境稳定运行的入侵检测系统，为它的 终商用化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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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系统与应用 

尽管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入侵检测方法，但是，由于大部分方法

没有可扩展能力，它们只能监控系统的某一个层面，例如仅仅监控系统调用信

息以检测程序的异常行为[60,61,63-71]，监控命令序列以检测用户的异常行为[53-57]，

或者监控网络连接以检测网络的异常行为[82-92]等，这种单一的检测方式使得信

息的获取非常片面，不能从整体上全面深入地检测系统行为，因而误报率高居

不下，给 IDS 的实际应用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大部分 IDS 未能

兼顾系统安全与系统性能两个方面的要素，过多的加强安全防卫将会给系统资

源造成浪费，而盲目要求降低资源消耗则会造成入侵检测的力度不够，背离 IDS
的初衷。综合考虑以上两个不足之处，我们采取深度安全防卫措施，从系统的

多个层面检测入侵，并利用信息融合技术将多源的检测结果进行融合分析，

终得到一个总的入侵判定，以此提高入侵检测的可靠性与准确性。同时，我们

还提出了一种风险评估方法。根据此方法制定出了一套简单易行的自适应安全

策略，在系统性能与系统安全之间求得 优方案，构建了一个深度防卫的自适

应入侵检测系统。 
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分别使用不同方法检测针对主机的程序异常行为和用

户的异常行为以及针对网络的异常行为。作为深度防卫入侵检测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们在 Linux 系统下开发了基于 PCA 和基于 NMF 的程序行为异常检

测原型系统。经过长时间的测试，结果表明该系统能够检测出大部分的程序异

常行为，并且具有较好的检测效果，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5.1 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系统模型 

经验表明，一次完整的黑客攻击一般都要经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会产

生不同类型的数据流。第一个阶段，黑客在开始攻击时，首先要进行端口扫描

以确定攻击入口。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捕获到与主机相关的网络连接数据流，其

中包含网络连接数据包；第二个阶段，黑客将在主机上进行相关的操作，此时

可以捕获到用户行为数据流，其中包含键盘输入、命令序列以及系统审计日志；

第三个阶段，黑客对主机一系列的操作将会在主机的系统层面上反应出来，这

里可以捕获到系统行为数据流，其中包含文件系统属性以及系统调用序列。 
综合考虑系统三层数据流涉及到的网络数据包、键盘输入、命令序列、审

计日志、文件系统与系统调用等 6 种数据源，本文提出了一种深度防卫的自适

应 IDS 模型，如图 5-1 所示。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82 -

 

审计日志分析

命令序列分析

系统调用分析

文件属性校验

击键特性分析

检测结果融合

主

机

系

统

检测报告

Internet

网络连接分析

检测策略

安全评估中心

系统数据收集 入侵检测分析

制定检测策略

系统行为数据流

网络连接数据流

用户行为数据流

系统调用序列

网络连接

键盘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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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系统模型 

     
深度防卫的自适应 IDS 模型包含三个主要的功能模块：系统数据收集模块、

入侵检测分析模块以及检测策略的制定模块。系统数据收集模块收集三层数据

流中的 6 种数据；入侵检测分析模块针对这 6 种数据，使用相应的入侵检测方

法进行实时的入侵检测分析， 后通过检测结果的融合提高入侵检测的可靠性

与准确性，生成检测报告并通知管理员；检测策略的制定模块通过网络连接分

析与检测报告，对系统进行安全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生成自适应的检测策略，

在系统安全与系统性能之间取得动态的平衡。 

5.2 深度防卫的入侵检测系统算法与实现  

深度防卫的 IDS 中，三层数据流涉及的 6 种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表 5-1
所示[128]。 

表 5-1 三层数据流的 6 种数据分析对应表 

数据流 对应的数据 
网络连接数据流 经由主机的网络数据包 
用户行为数据流 击键特性；命令序列；审计日志 
系统行为数据流 文件系统；系统调用序列 

 
本文结合不同审计数据的相关特性，使用不同的方法实现入侵检测。我们

将审计日志归为一类，并使用简化的 NIDES 统计模型对它们进行异常检测；考

虑击键特性的规律，采用经典统计方法分析它的异常情况；文件系统校验用开

放源代码工具 Tripwire 进行监控；而系统调用序列、命令序列以及网络数据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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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们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提出的 NMF 方法或者 PCA 方法进行建模。 

5.2.1 基于审计日志的入侵检测 

系统审计日志是描述计算机系统行为的记录，它们由观测系统行为的日志

记录系统来负责完成[129]。记录主要针对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和用户行为。 
审计日志主要由三个元素来刻画，主体（Subject）、客体（Object）和行为

（Action）。在主机日志中，任何一种事件都可以表示为主体对客体进行的操作。

在 Denning 的入侵检测模型中，行为主要是系统服务和上层的程序应用行为，

主体主要是指用户或者代表用户的操作行为；客体主要是受保护的系统资源[20]。 
一般来说，审计日志的入侵检测分析都会包括如下几个部分：日志数据的

收集、日志数据的过滤和精简、日志数据的格式化、日志数据的分析和结果的

上报。一种基于日志分析的入侵检测系统模型如图 5-2 所示。 

审计

系统

日志

产生器

日志

产生器

数据

精简

数据

精简

数据的
格式化

数据预处理 分析引擎

结果上报

数据

监视器

数据

监视器 数据收集 数据分析

 
图 5-2 基于审计日志分析的入侵检测模型 

 
日志数据的获取是整个日志分析的基础。这里的审计日志主要包括用户的

登陆、开启的服务、对系统的操作、占用 CPU 时间等信息。日志收集器必须独

立，而且还要保证自身安全，日志产生器可以是系统自带，也可以是第三方的

日志工具。Linux 系统中自带的 Syslogd 日志记录系统安全性不好，因此推荐使

用第三方的日志收集工具。 
由日志产生器收集到的日志数据中包含了成千上万的日志信息，必须从中

提取有分析价值的数据进行分析，这一步非常关键。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对日志

数据进行分类，例如 login 事件，主要提取与 login 相关的数据，如果从资源消

耗的角度来考虑，就主要提取 CPU 载荷的一类日志信息等等。 
不同的日志产生器有不同的日志产生模式，生成日志数据记录的格式也不

尽相同，在送往下一级的处理模块之前，日志数据的记录必须进行统一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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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程，这样在日志分析模块上就可以不关心从何方送来的日志数据，可以统

一的进行分析和处理。 
日志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在日志数据的分析过程中，首

先将日志数据中那些非常明显的异常事件提取出来，直接上报给上层管理中心，

更复杂的数据分析工作将使用相应的异常检测方法来进行处理。 
前人在基于异常检测模型的 IDS 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NIDES

采用统计方法对系统正常行为进行建模，取得了较好的检测效果[25,130]。统计方

法可以分析事件的频率特性、时长特性和转移特性。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频

率特性不仅能够较好地反应系统行为，而且还有资源消耗小的优点。因此，这

里我们只考虑事件的频率特性，使用简化的 NIDES 统计方法对审计日志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并建立系统正常的统计模型。如果观测到的统计特性与建立的正

常模型有显著的偏离，则认为是潜在的入侵。 
为了更好地表达当前的系统行为，在统计模型中， 近的历史数据占较大

的权重。根据 NIDES 的实验结果，这里将 30 天作为半衰期。在某个时间段 m
内（例如将一天分为 144 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为 10 分钟），从系统监测开始

计算，在第 j 天里审计日志中某个事件（例如 CPU 使用时间）发生的相对概率

记为 mP ，它可由如下公式确定[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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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 代表统计开始的天数；b 为衰减率，由衰减时间为 30 天可以计算

得到 b 的值为 0.0333[25]； m,jW 为在时间段 m 内某个事件发生的频度， jW 为自系

统监测开始，在第 j 天中某个事件发生的频度。 
    在某个时间段 m 内，以 mTPROB 表示 mP 以及其它小于 mP 的所有概率之和，

那 么 mTPROB 满 足 [0,1] 的 正 态 分 布 ， 由 此 可 得 某 个 事 件 的 异 常 度

))2/(1(s 1
mm TPROB−Φ= − 。考察审计日志信息中的 CPU 使用时间、用户登陆信

息、网络服务使用、用户活动时间等系统的 n 个行为特征，记为 ）（ niSi ≤≤1 。

为了简便起见，这里不考虑这些事件的关联性，而认为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在

这样的假设条件下，时间段 m 内审计日志对应的统计值
2

mT 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得到 

nSSST nmmmm /)( 22
2

2
1

2 +++= L                 （5-2） 

将统计值
2

mT 作为审计日志事件中总的异常度，如果该值越大，表明异常的

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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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考虑网络连接数据包在某个时间段 m 内总的

流量、某个端口的流量、某个连接持续的时间等频率相关特性来检测网络连接

的异常状态。  

5.2.2 基于键盘输入特性的入侵检测 

键盘输入特性是用户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攻击者可以通过非法手段得到

合法用户的使用权，但是要模仿授权用户的键盘输入特性却非常困难。因此，

通过监测用户的输入特性能够有效地检测出帐号冒用等内部攻击行为。在实际

操作中，我们通过监测用户在键盘输入时键按下与弹起之间的时间差（延迟时

间）以及键弹起与下一次按下的时间差（间隔时间）来确定用户的输入模式。

在实验中，我们的研究小组使用改进的贝叶斯统计方法，实现了基于实时击键

序列的入侵检测系统[96]。在实际的环境中，为了简单起见，我们采用经典的统

计方法对用户的正常输入模式进行建模，算法如下： 
对每个用户而言，键盘输入的延迟时间与间隔时间均符合正态分布[131]。在

某个时间段内，统计并计算得到某个用户键盘输入的延迟时间和间隔时间的均

值为 1T 、 2T ，方差为 1Δ 、 2Δ 。统计出该用户在 近的某个时间段内用户键盘

输入的延迟时间（或间隔时间）为 n,T,,TT L21 ，那么延迟时间与间隔时间的异常

度 1H 与 2H 可由下式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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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j              （5-3） 

式中： jC 为加权系数，可通过具体的试验确定。一旦发现该用户的异常度 jH

超过阈值，则认为发生了帐号冒用的内部攻击并上报结果。否则更新 jT 和 jΔ 。 

5.2.3 基于文件系统校验的入侵检测 

绝大部分针对主机系统的攻击 终都会通过访问或改变系统文件来达到目

的，例如安装未经授权的软件、删除日志、修改配置文件等。因此，通过文件

系统的完整性校验能够及时检测出与系统相关的异常行为。 
在 UNIX 环境下，文件系统的完整性校验目前已经有开放源码的成型产品

可供免费使用，其中功能较强的有 Tripwire[98, 132]和 Samhain[99]。在实际的环境

中，我们将 Tripwire 融合到系统中检测文件的非法改动。Tripwire 在文件的完整

性校验过程中对系统资源的消耗较大，因此在策略配置的时候我们只对文件安

装、系统日志、系统文件属性等关键的文件进行完整性校验，并且采取定期检

测的方法实现实时性，一旦发现有异常则上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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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基于系统调用、命令序列以及网络连接的入侵检测 

基于系统调用和命令序列的入侵检测我们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都有非常详尽

的分析与讨论。而基于网络连接的入侵检测我们也在第四章中详细讨论过。为

了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处理单元以降低系统资源的消耗，我们采用 PCA 方法对

这几种类型的数据进行入侵检测分析。相关的方法见第四章内容。 

5.3 检测结果的融合 

Dempster-Shafer 证据推理理论使用证据推理代替概率推理，能较好地把握

问题的未知性与不确定性，通过合成规则确定多个证据作用下假设成立的综合

信任程度，使得问题的判决更理性[133]。本文将每个数据源的入侵检测结果作为

一条入侵事件的证据，使用 Dempster-Shafer 合成规则对 6 个检测器的入侵判定

进行信息融合，得到 终的入侵判决，以此提高入侵检测的准确性。 
   定义1．基本概率分配函数 

 设Θ为一个有限集合，如果其中的各个元素都是相互排斥的，则称Θ为识别

框架。如果集函数 ]0,1[2: →Θm 满足条件 ( ) ( )∑
Θ⊆

==Φ
A

Amm 1,0 ，则称m 为框

架Θ上的基本概率分配函数（Basic Probability Assignment）[133]。 
    定义2．Dempster-Shafer合成规则 

设 21, mm 是识别框架Θ上的两个基本概率分配函数，那么合成的基本概率

分配函数表示为 21 mm ⊕ ，可由下式确定[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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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合成规则进行推广，设 nmmm L,, 21 为识别框架Θ上的 n 个基本概率分配

函数，那么合成的基本分配概率函数可由下式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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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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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5-5） 

式中， Θ⊂AAAA n ,,,, 21 L 。 

在深度防卫的入侵检测信息融合模型中，决策空间为{系统行为正常，系统

行为异常}。系统 3 层数据流 6 个数据源的基本分配函数分别由如下方式确定。 
（1）审计数据。利用式（5-1）和（5-2）对审计日志进行统计分析，得到

异 常 度
2

AuditT ， 确 定 ]0,1[∈AuditA 。 它 对 应 的 概 率 分 配 函 数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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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Audit Am ＝系统行为异常)( 。 

（2）文件系统校验。通过 Tripwire 对文件系统进行校验，得到文件系统的

异 常 度 ]0,1[∈FileA ， 由 此 可 以 确 定 文 件 系 统 的 概 率 分 配 函 数 为 ：

FileFile Am ＝系统行为异常)( 。 

（3） 键盘输入特性。利用式（5-3）对键盘输入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它的异

常度 jH ，确定 [0,1]∈KeyA ，它的概率分配函数为： KeyKey Am ＝系统行为异常)( 。 

（4）系统调用、命令序列以及网络数据。利用 PCA 方法，可得到系统调

用、命令序列以及网络数据分别对应的异常度 SyscallA ， CommA 和 NetA ，确定

]0,1[},,{ ∈AuditCommNet AAA 。 它 们 分 别 对 应 的 概 率 分 配 函 数 为 ：

SyscallSyscall Am ＝系统行为异常)( ， CommComm Am ＝系统行为异常)( ，

NetNet Am ＝系统行为异常)( 。 

后，使用 Dempster-Shafer 合成规则（5-5）对这 6 个检测器的异常度进行

融合，得到一个总的入侵判定，并作为结果上报，供管理员决策或自动的实时

响应。 

5.4 安全风险评估与自适应检测策略的制订 

5.4.1 安全风险评估 

深度防卫的入侵检测系统从多个层面全面监控系统行为，因此对系统资源

的消耗较大。本文通过自适应的检测策略使得系统性能与系统安全之间达到一

个动态的平衡，能够让系统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发挥 大的潜能。安全风险评

估是自适应策略制定与调整的主要依据，不仅需要定期对系统进行安全漏洞评

估，还要不定期对系统进行实时的安全威胁评估，评估模型如图 5-3 所示。 
 定期

实时

历史
事件

扫描器

漏洞信息

检测器

检测器

扫描器

融合中心

威胁评估

资产评估

安全漏洞评估

人
机

接
口

风
险

评
估

与
决

策

 
图 5-3 安全风险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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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安全风险 
安全风险是资产外部的威胁因素利用资产本身固有的漏洞对资产可能造成

的损失，安全风险评估 
   TVAR ××=                         （5-6） 

其中，A 表示资产（Asset）评估；V 表示漏洞（Vulnerability）评估；T 表

示威胁（Threat）评估。 

5.4.1.1 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从资产价值的角度评估系统中所有的信息资产（有形资产和无形

资产）。本文采用半定量赋值的方法进行资产评估，即根据资产的实际情况赋以

一个 0～4 之间的值，该值表示对资产的可用性、保密性和完整性的要求程度 
),,( ICUfA =        

]}3/)222[({log21
ICUO ++=          （5-7） 

式中：U、C 和 I 分别表示资产可用性（Availability）、保密性（Confidentiality）
和完整性的定量赋值。函数 1O 表示是对计算结果进行四舍五入运算得到的整数

值。 

5.4.1.2 漏洞评估 

根据计算机应急响应组织 CERT 对具有 CVE（Common Vulnerability and 
Exposure）446 个安全漏洞的统计，考虑了 7 个因素为每个漏洞进行打分赋值，

分值范围是 0 到 180，分别表示不同严重程度的漏洞[135]。我们根据此分值，由

下式来量化漏洞评估的结果。 
                 )}/())45/({(1 ∑∑=

j
jj

j
i vvaOV                   （5-8） 

其中， ia 是 CERT 对每个漏洞赋予的分值，每个分值统一乘以系数 1/45，

将此分值的范围控制在 0～4 之间， jv 则是与 ia 对应的漏洞数量。 

5.4.1.3 威胁评估 

威胁评估是指对系统及资产构成潜在破坏能力的可能性因素或事件。在实

际系统中，是对 IDS 的上报事件进行取样、统计分析，从而从概率上分析一段

时间内系统的安全状况。我们的研究小组提出了一种网络化系统安全态势评估

方法，取得了较好的实验效果[136]。本文在此基础上使用层次化的评估方法，对

网络服务以及主机两个方面进行威胁评估。 
（1） 网络服务的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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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 Sj的风险指数定义为攻击发生次数、攻击严重程度和当前时间段

对应权值的函数，即 

)(
1

h

1
i

k

i
ji

t
tS CPF

j ∑∑
==

= θ                    （5-9） 

              

  ∑
=

=
h

i
itt RR

1
θ                       （5-10） 

                                                       
其中：h 为评估分析单元划分的段数，这里把一天作为一个分析单元划分为

3 个时间段，夜间（0:00－8:00）、办公时间（8:00－18:00）、晚间（18:00－24:00），
即 h=3；θt 为评估单元对应的权重，其值由管理员根据网络系统不同时间段的

正常访问量 tR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k 为某时间段内服务 Sj 的攻击种类数；Ci

为某时间段内服务 Sj 受攻击 Aji 的发生次数；Pji为攻击 Aji的严重程度，其值由

攻击所属类型来确定。一般按照攻击带来的后果将其划分为 5 类，依照严重程

度由低到高依次为：Discovery、Scan、Escalation、DoS 和 Stealthy 类。在实际

的环境中，系统一旦遭到破坏，造成的后果就比较严重，因此，我们参照 Snort
手册，用比较大的值：16、4、2 分别表示系统高、中、低三个等级的严重威胁

程度[137]。 
（2） 主机的安全评估 
主机的风险指数为网络服务风险指数和服务重要性权重的函数，即： 

iS

m

i
i FvF ∑

=

=
1

                       （5-11） 

其中：
iSF 是根据式（5-9）得出的网络服务 Si 的安全风险指数；m 为主机开通

的服务数，vi为网络服务 Si在主机各种服务中所占权重，且主机所有服务的权

重之和为 1，其值由系统管理员根据该主机提供服务的重要性 Ii进行归一化处理

得到 

∑
=

=
m

t
tii IIv

1
                         （5-12） 

为了能定量地对主机进行威胁评估，我们计算系统受威胁总和的均值，将

评估分值控制在 1～16 之间，即 

∑
=

=
k

i
iCFOT

1
1 )}/({                        （5-13） 

5.4.2 自适应入侵检测策略的制订 

所谓自适应检测，是指 IDS 根据环境变量自行确定入侵检测强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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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的 IDS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存在边界，边界是根据什么来

制订的。本文引入了自适应空间来定义一个连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上存在若

干个划分，每一个划分对应于一个策略。因此，确定边界的问题就变成了确定

划分的问题[138]。 
一个自适应空间包含一个条件空间和一个策略空间，它们一起定义了什么

时候以及如何进行自适应调整。条件空间包含了无数个状态，这些状态所组成

的曲线是连续平滑的，如果用 S 来表示状态，则它可通过各种环境变量表示为 
),,( 1 neefS L=                          （5-14） 

式中 ie 表示对状态有影响的各种环境变量。 

无数个状态组成状态空间，如果状态空间所包含的状态都是连续的，则对

应于状态的策略也应该是连续的，但是 IDS 目前还不可能对入侵状态的变化做

出连续的调整。因此，本文考虑将一个连续的状态空间划分成一个离散的条件

空间，将各种状态进行分类，只对差别较大的状态分开，相近的状态认为在一

定范围内属于同一种状态。 
将条件空间 C 定义成如下的一个组： ),,( 1 nSS L ，其中 iS 由式（5-14）计算

得到。我们采用条件空间的系统状态与策略空间中的策略一一对应的方式，来

实现 IDS 的自适应性，它们之间的对应可由下面的规则确定。 
对于条件空间 ),,( 1 nSSC L 和策略空间 ),,( 1 nddD L ，有 

If 1S Then 1d  

ElseIf 2S  Then 2d  
…… 
ElseIf nS  Then nd  

本文将主机系统某段时间内安全风险评估的结果作为条件空间，启停部分

检测器作为自适应策略。收集某个时间段内 IDS 的报警事件，按照式（5-6）计

算得到安全风险评估的结果，将主机安全按 2 的倍数分为 4 个等级，并且制订

如表 5-2 所示的一种简单实用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策略。 
 

表 5-2 自适应的入侵检测策略 

主机风

险 

检测策略 
网络连接

监控 
键盘输入

监控 
命令序列

监控 
审计日志

监控 
文件系统

校验 
系统调用

监控 
0~8 Y N N Y N N 
9~32 Y N N Y Y N 

33~128 Y Y Y Y Y N 
129~ Y Y Y Y Y Y 

注： Y 表示启动监测器；N 表示关闭监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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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应用 

在实际环境中，我们研究小组自主开发了国家“八六三”项目“基于 Linux 
环境下的主机入侵检测系统 Host-Keeper”。该系统目前已经集成了击键特性分

析、审计日志分析以及系统调用序列分析三大模块。针对不同的模块分别采用

不同方法进行入侵检测，在每个检测器保持开启的状态下，每个检测模块将实

时上报系统行为的异常度。 后经过信息融合技术得到一个总的入侵判定。 
例如，系统在实际运行中某个时段内每个模块上报的异常度如表 5-3 所示。 

 
表 5-3  系统在某个时间段内 3 个检测模块上报的异常度 

检测模块 键盘输入 审计日志 系统调用 
异常度 0.7 0.4 0.8 

入侵判定 0.86 

 
通过信息融合技术使用式（5-5）计算得到系统入侵概率为 0.86，因此判定

入侵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大于通过实验确定的报警阈值则进行报警处理。 
采用深度防卫技术中的多个检测模块检测入侵，并使用信息融合技术对检

测结果进行融合可以使入侵判定的推理更理性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小误报

的发生。基于第三章提出的 NMF 方法和第四章提出的 PCA 方法，我们实际开

发了基于 NMF 和基于 PCA 的实时入侵检测系统。该系统既可与深度防卫的自

适应入侵检测系统集成，也可单独使用。 

5.6 基于非负矩阵分解和主成分分析的可应用于多数据源

的实时入侵检测系统（ERAIDS） 

基于 NMF 和 PCA 的入侵检测模型，我们开发了一个可应用于多数据源的

实时入侵检测原型系统（An Extensible Real-time Anomaly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ERAIDS）。目前，该系统已经实现了 Linux 环境下基于系统调用的实

时入侵检测。 
ERAIDS 分为三个模块：系统调用数据收集、数据分析以及结果的显示。 

5.6.1  ERAIDS 的开发环境 

为了实现 Linux 系统中的图形化界面，我们使用 GTK（GIMP Toolkit）开

发工具包。GTK 是一套图形用户编程的接口工具，它遵循 LGPL 许可证，可

以用于开发开源软件、自由软件，甚至封闭源代码的商业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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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K 被称为 GIMP 工具包是因为它 初是用来开发 GIMP（GNU 图像处

理程序）的，但它现在已经被用于很多软件项目，包括 GNOME （GNU 网络

对象模型环境）等。GTK 是在 GDK（GIMP Drawing Kit）和 gdk-pixbuf 的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而 GDK 是对访问窗口的底层函数（在 X 窗口系统中是 Xlib）
的一层封装，gdk-pixbuf 则是一个用于客户端图像处理的库[139] 
    GTK 实质上是一个面向对象的应用程序接口（API）。尽管完全用 C 写成，

但它是基于类和回调函数（指向函数的指针）的思想实现的。还有一个名为 GLib 
的第三方组件，它包含一些标准函数的新扩展替代函数，以及一些处理链表等

数据结构的函数等。这些替代函数用来增强 GTK 的可移植性，因为它们所实

现的一些函数在其它 Unix 系统上未实现或不符合标准。在 2.0 版中，GLib 又
加入这样一些新内容：构成 GTK 类层次基础的类型系统（type system），在 
GTK 中广泛使用的信号系统，对各种不同平台的线程 API 进行抽象而得的一

个线程 API，以及一个加载模块的工具。 
    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使用 Glade 进行辅助开发。Glade
是在 Gnome 下开发出来的应用软件，它是传统界面设计工具 Gtk/Gdk 的扩展，

能满足基于 Gtk+库的图形用户界面可视化开发的基本需求。Glade 可以看作是

GTK 的可视化编程。 

5.6.2  ERAIDS 的实际运行 

实际使用的系统为 Linux7.2，内核为 2.4.7-10，我们分别使用 NMF 和 PCA
对系统调用进行入侵分析。由于这两种方法比较类似，下面我们只给出基于 PCA
的 ERAIDS 的实际运行情况。 

ERAIDS 的系统界面如图 5-4 所示。图中的纵坐标表示异常度，横坐标表示

时间，中间的虚线为阈值。在检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学习正常行为，学习完

毕可见如图 5-5 所示的界面。检测过程中，每个进程的异常度在 ERAIDS 中可

用一个点表示出来。这里根据实验结果选取的阈值为 0.1。因此，如果某个进程

的异常度超过了虚线中间的部分，就判断该进程为异常并报警。我们使用 Linux
系统中存在的 Wu-FTP 漏洞对系统进行攻击，以此检测 ERAIDS 的检测效果。

从图 5-6 中可以看出，部分进程的异常度超过了阈值，因此可判断这些进程为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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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ERAIDS 系统界面 

 
图 5-5  ERAIDS 的训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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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ERAIDS 的入侵检测 

5.7 本章小结 

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系统按照黑客攻击的一般顺序，从三层数据流

入手，对 6 种数据源进行入侵分析， 后通过信息融合技术得到一个总的入侵

判定，提高入侵检测的准确率，能够从立体纵深、多层次防御的角度，全方位

捍卫系统安全。基于文中提出的一种安全风险评估方法还制定了一种自适应入

侵检测策略，能够动态调整系统性能与安全之间的平衡，构造出一个实用、高

效的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系统。 
作为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基于第三章

的 NMF 方法和第四章的 PCA 方法的基础上开发了一个可扩展的实时入侵检测

系统 ERAIDS。该系统可以独立运行，实验结果表明它能够检测出大部分的缓

冲区溢出以及其它攻击，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接下来，我们将主要从如下两个方面开展工作：（1）考虑各个数据源之间

的相关性与权重关系，并使用相应的信息融合技术得到更合理的入侵判定；（2）
深入研究主机风险评估方法，提出一种更有效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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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  论 

    入侵检测系统（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IDS）是对计算机或计算机网

络系统中的攻击行为进行检测的智能系统，是网络安全深层防卫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入侵检测是对防火墙、加密认证、VPN 等传统安全机制的一种补充，

它的开发应用增强了网络与系统安全的保护纵深，近年来已经成为计算机与网

络系统安全研究的热点。异常检测能够检测未知的攻击，因此它又成为入侵检

测中的研究热点。本文主要研究高效实时的入侵检测中如何选择审计事件特征，

实时入侵检测中海量审计数据的实时快速处理方法，可应用在多数据源中的实

时入侵检测方法以及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等几个关键问题。 

6.1 结论 

本文的主要工作和贡献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针对入侵检测中如何选择合适的数据特征的问题，我们通过使用隐马

尔可夫模型（HMM）和自组织映射（SOM）这两种方法利用系统调用数据建立

程序的正常行为模型，并实现入侵检测。HMM 方法使用数据的转移特性，而

SOM 方法则使用数据的频率特性。通过实验结果的比较，我们总结出审计数据

特征对入侵检测性能的影响：与审计数据的转移特性相比，频率特性更有利于

实时的入侵检测。虽然基于频率特性的检测效果没有基于转移特性的好，但是

也能令人满意。这个结论为高效实时的入侵检测中数据特征的选择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 
（2）针对入侵检测中海量数据快速处理较难的问题，我们利用非负矩阵分

解（NMF）方法建立正常的程序行为和用户行为模型，并实现了实时的入侵检

测。该方法首先对系统调用数据按照进程进行分组，对命令序列数据以一定的

长度进行分组。统计每组数据中每个元素出现的频率。将频率组成一个列向量

代表该组数据。通过 NMF 对代表原始数据的向量进行降维处理。 后用一个数

值代表每组数据的特征，并据此实现入侵检测。使用这种数据预处理方法以及

后的降维处理可以极大的精简原始数据， 后使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分类器即

可实现检测，非常有利于实时的入侵检测。实验结果也表明基于 NMF 的入侵检

测方法计算量小，检测效果好，而且具有很高的实时性。 
（3）针对当前大部分入侵检测方法不能应用在多源数据中以及实时性较差

等问题，我们使用主成分分析（PCA）方法建立了正常的程序行为、用户行为

和网络行为模型，并实现了实时的入侵检测。与 NMF 方法一样，我们首先对系

统调用数据按照进程分组，对命令序列数据以一定的长度进行分组，对网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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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则以每个网络连接作为考察对象。首先统计每组系统调用数据和命令序列数

据中每个元素的频率，统计结果作为一个列向量代表该组数据。对网络数据来

说，每个网络连接可以用 41 个属性表示出来。通过 PCA 方法，对代表正常数

据的矩阵进行降维处理形成一个特征子空间。将代表每组数据的每个向量在该

特征子空间上进行投影并重建，将原始向量与重建后向量之间的距离作为入侵

检测的度量。通过这种方法不仅精简了数据，而且还有利于数据的存储，适合

实时的入侵检测。实验结果表明文中提出的方法具有检测精度高、实时性好并

且可应用于多数据源中。 
（4）为了全面检测入侵，有效提高检测精度，并且提高入侵检测的实时性，

本文提出了一种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系统型。该模型按照黑客入侵对系

统影响的一般顺序，从网络连接、用户行为和系统行为 3 个层次，使用相应方

法对这 3 层涉及到的网络数据包、键盘输入、命令序列、审计日志、文件系统

和系统调用进行异常检测，并通过信息融合技术融合不同检测器的检测结果，

得到合理的入侵判定。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系统安全风险评估方法，并由此制

定了一种简单高效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策略。作为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 Linux 系统下开发了基于 NMF 和基于 PCA 的入侵

检测系统。该系统也可以独立运行并检测程序的异常行为。初步的实验结果表

明，所提的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模型能够全面有效地检测系统异常行为，

并且可以自适应地动态调整系统安全与系统性能之间的平衡，具有检测精度高、

系统资源消耗小的优点。 

6.2 下一步工作 

    结合本文的研究成果并纵观整个计算机与网络系统的安全研究领域，下一

步我们准备在如下方面继续深入研究： 
（1）寻找更有效的数据预处理方法。目前，大部分入侵检测方法都是使用

滑动窗口对审计数据划分短序列，以短序列作为考察对象。这种方法考虑更多

的是审计数据的转移特性。我们提出的 SOM 方法，NMF 方法以及 PCA 方法是

对审计数据进行分组，以每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的是审计数据的频

率特性。事实上，使用何种方法对审计数据进行预处理决定了提取审计数据的

何种特征进行入侵检测。我们在文中通过大量的实验证明了频率特性有利于实

现实时的入侵检测，但是检测精度与使用转移特性的结果相比略差。在接下来

的研究中，我们将重点研究更有效的数据预处理方法，提取更适合入侵检测的

特征，使得这种方法既可实现实时的入侵检测，又能保证很高的检测精度。在

短期可预见的研究计划中，我们将融合审计数据的转移特性和频率特性，期望

得到更有效的入侵检测结果。Oka 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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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更有效的入侵检测算法。文中提出的 SOM、NMF 和 PCA 等几

种入侵检测算法有很好的实时性和检测精度。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还将使用

其它不同类型的审计数据对这几种方法进行测试。此外，我们还将继续研究更

有效的检测算法，在保留原始数据特征的基础上，使数据能够得到 大程度的

压缩，在保证入侵检测较高精度的前提下，也有很好的实时性。 
（3）继续完善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系统，实现入侵防范系统。深度

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系统能够全面检测入侵，并且能够动态调节系统安全与

系统资源之间的平衡。但是，该系统还只是初步实现，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

将研究更有效率的入侵检测策略，并且开发出实际的系统。更为重要的是，我

们还将重点研究入侵防范策略，构建并开发一个主动防卫的入侵检测与防范系

统。 
（4）重点研究新的数据源，并且研究 Windows 系统下的入侵检测与方法。

目前，入侵检测中常用的数据源包括有系统调用，命令序列，审计事件，文件

系统校验，键盘输入特性，网络数据包等。入侵检测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极大

的发展，各种方法也层出不穷，但是针对数据源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此外，基

于 Windows 系统的入侵检测研究也比较少。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将致力于

寻找有利于入侵检测的新数据源，此外，还将重点研究 Windows 系统下的入侵

检测与防范。 
（5）研究自适应的入侵检测系统。目前，大部分入侵检测方法都需要训练

数据，必须将正常模型训练好之后才能检测入侵。这样一来，入侵检测系统对

动态的行为模型监测力度不够，造成误报与漏报现象的发生，而且不能马上将

入侵检测系统投入到实际中应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将考虑研究自适应的

入侵检测方法，使得入侵检测系统能够监控动态的行为模型，提高入侵检测效

果。 
（6）研究多种形式的计算机与网络系统中的入侵检测与防御。对入侵进行

检测还只是第一步，入侵防御与反攻击才是 终目标。近年来，大规模蠕虫病

毒和 DDoS 等攻击已经成为计算机与网络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威胁。在短期可预

见的范围内，我们接下来也将重点研究针对这些特定的攻击检测与防御。 
（7）研究网络安全评估方法。网络安全评估是主动安全防卫中一个非常关

键的技术，也是深度防卫的自适应入侵检测与防御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

部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将重点研究更有效的网络安全与威胁评估方法。 
（8）研究无线网络安全入侵与防御。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无线网络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接下来我们将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结合起

来，重点研究无线网络安全入侵与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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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和宽阔的胸怀为我提供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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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都包含了她的工作。尽管她小我 5 岁多，但在生活中，她却一直给我无微

不至的照顾，努力帮助我解决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她踏实的工作作风和忘我的

工作精神深深的影响着我，她任劳任怨的照顾使我能够精神饱满的投入到工作

中。我为拥有这样的未婚妻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衷心感谢同学12载的挚友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的博士生

刘维湘。他给我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对我博士论文的顺利

完成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本文第三章的主要思想都是与他讨论的结果。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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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谢我们课题组中现在和过去的诸多师兄师弟师妹们。感谢冯力、陈

秀真、蔡忠闽 3 位博士或博士生，与他们的定期交流常常使我茅塞顿开。在博

士学习期间的 5 年时间中，我与陈秀真和冯力两位博士生一起工作了 4 年。我

们相互勉励，你追我赶，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本文的第五章部分内容

也包含了陈秀真的思想。感谢硕士生杨力伟，他帮助我收集了真实环境中的部

分实验数据。感谢博士生师兄周佃民，翟桥柱老师，博士生郭三刚老师，昝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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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与轻闲，给繁忙与紧张的学习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学习上你追我赶，团

结合作，生活中互相帮助，这就是我们 139 实验室同仁的真实写照。我很庆幸

能在这样的研究集体中工作和学习。同时，我还要感谢已经毕业的几位博士和

硕士，忘不了我们曾经一起并肩学习、共同鞭策的场景。他们是王庆、党艳平、

高艳、邵萍、陈丽丽、王莉亚、刘小刚、唐文荣。 
衷心感谢我的同学与朋友。5 年的博士学习生涯虽然充实，但是生活比较艰

辛。正是有了很多挚友的大力帮助才让我一次一次的挺过难关。感谢大学同居

密友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王小伟博士，忘不了我们彼此之间长久以来

的互相促进、互相鼓励，忘不了他在生活中的大力支持。感谢同乡挚友长安大

学的青年教师张雷，生活与学习中我得到了他的大力帮助。感谢挚友焦永亮、

魏喜峰、孙虎、王云、张峰以及赵积才，在生活中作者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在 困难的时刻有了他们的大力帮助才让我能够集中精力做好科研

工作。同时，我也要感谢同在西安交大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同学：孙贺东、陈

志和罗明良。与他们在一起的生活和交流让我减轻了很多的压力。 
亲人的关怀与支持永远是我不断奋斗的动力与源泉。我衷心感谢我的父亲

母亲。他们年轻的时候把我拉扯大，等我长大成人，他们却不断的老去。我为

了自己的理想没有能够在家里 需要的时候尽力分担一些负担。我常常为此赶

到不安。我每取得一丝成绩，都是他们兴奋的来源，我每遇到一点挫折，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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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担心的根源。正是他们无私的支持，才有了今天本文的圆满完成。衷心感

谢我的岳父岳母，他们对我一贯的支持与帮助让我免去了诸多的后顾之忧，感

谢他们对我生活和学习上的关心。感谢我的姐姐对父母的照顾以及她长久以来

对我的爱护和帮助。 
在平时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很少言谢。我深知我致谢的许多人也许

看不到我的谢词，但是我仍然要借助论文的一角表达我对他们深深的谢意。 
后，我要感谢西安交通大学。在这里我思想得到了成熟，找到了人生的

发展方向。感谢她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惬意的人文环境、学术氛围和良好的学

习和生活空间。我在西安交通大学的这 5 年将是我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我祝

愿母校越办越好，早日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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