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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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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数以亿计的网络接入点、联网设备以及网络应用产生的海

量数据，给网络空间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传统的安全问题解决方案面对海量数据变得效率低下。机器学习以其强
大的自适应性、自学习能力为安全领域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分析决策工具，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与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
研究。为此，本文以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为指导，围绕机器学习技术应用于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首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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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了机器学习技术在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的应用流程；然后从系统安全、网络安全和应用安全三个层面，着重介绍了机器
学习在芯片及系统硬件安全、系统软件安全、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网络安全检测、应用软件安全、社会网络安全等网络空间
安全领域中的解决方案，重点分析、归纳了这些解决方案中的安全特征及常用机器学习算法。最后总结了现有解决方案中存
在的问题，以及机器学习技术在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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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cloud computing, Internet of Things and big
data,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network access points, networking devices and network application, as well as the
massive data which they generate, bring great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o cyberspace securit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some traditional solutions to security problem have become inefficient, while machine learning
can be efficient by providing a series of effective analysis and decision-making tools because of its strong
adaptability, self-learning ability. In recent years, both academia and industry have been attracted by cyberspace
security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have gained a certain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erefore, we use the first
level discipline of cyberspace security as a guide and review the latest research achievements about cyberspace
security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mainly including chip security, hardware security, system software security,
network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network security defense and protection, application software security,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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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security. And we elaborate its workflow, especially security features and common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At last, the issues, som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and challenges are explored.

Key words cyberspace security; machine learning; system security; network security; application security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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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Cyberspace）不仅包含互联网、通
信网、各种计算系统、各类嵌入式处理器和控制器
等硬件和软件，也包括这些硬件和软件产生、处理、
传输、存储的各种数据或信息，还包括人类在其中
活动而产生的影响。网络空间因而被称为陆、海、
空、太空之外的第五大空间[1]。近年来网络空间中
各类安全事件和网络攻击频繁发生，例如 2016 年
10 月由恶意软件 Mirai 控制的僵尸网络发起 DDoS
攻击，造成美国东海岸大范围断网；2017 年 5 月爆
发的勒索病毒软件 WannaCry 利用系统漏洞进行攻
击，造成全球多个国家数十万用户电脑中毒；在我
国，每年因伪基站、恶意软件勒索等数字犯罪造成
的损失达上百亿元。上述事例表明，网络空间的安
全不仅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关系着社会的稳
定和国家安全，因此网络空间安全（Cyberspace
Security，又称 Cyber Security）受到政府、学术界
及工业界的高度重视。
我国于 2015 年正式批准设立“网络空间安全”
国家一级学科，目前网络空间安全的研究主要涉及
五个研究方向，即网络空间安全基础、密码学及应
用、系统安全、网络安全、应用安全[2]。其中，系
统安全主要研究网络空间中的单元计算系统的安
全；网络安全主要研究网络自身和传输信息的安
全；应用安全则研究各类应用系统和综合应用的安
全；密码学及应用为系统、网络及应用安全提供密
码安全机制；网络空间安全基础则为其他方向提供
理论、架构和方法学。
随着承载人们工作、生活的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机器学习等技术的迅猛发展，
网络空间安全所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面对的安全
威胁也日益升级。在这种复杂环境下，传统的以分
析安全问题、固定规则设定的研究方法变得效率低
下、甚至无能为力。例如依靠安全专家人工修复方
法无法解决零日漏洞问题；传统依靠固定规则的网
络入侵检测方法，面对不断增大的数据维度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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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行为，出现大量误判警告或判别时间较长;
依靠固定规则或黑白名单过滤的垃圾邮件检测方
法存在检测效率低，规则更新不及时等问题。随着
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的复杂度越来越高，数据维度不
断增加，对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需
求。近年来，机器学习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医疗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应用取得了
瞩目的研究成果，展现了机器学习在解决分类、预
测以及辅助决策中强大的能力。机器学习技术为解
决传统方法难以建模的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提供了
可能性。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有学者在网络入侵检测
中应用机器学习技术[3]，但受限于当时的存储空间
及计算能力，机器学习未能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随
着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出现，对搜集、存储、管
理及处理数据的能力大幅度提升，因此，将机器学
习应用到网络空间安全中，已成为近年来安全领域
的研究热点。安全领域四大顶级会议（CCS、S&P、
USENIX、NDSS）近年来收录了 50 余篇机器学习
在网络空间安全中的相关研究工作，CCS 会议甚至
成立了专题 AISec 研讨人工智能技术在安全和隐私
方面的应用；此外，在汇聚世界各地信息安全从业
人员的美国黑帽大会上，机器学习和安全领域结合
的议题也成为关注热点以及未来趋势之一。
目前，已有学者对机器学习与网络空间安全中
的部分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梳理和总结。Jiang 等人
[4]
从方法、算法和系统设计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了
2008 年-2016 年之间应用机器学习到部分安全问题
的研究工作，主要包含网络安全、安全服务、软件
和应用安全、系统安全、恶意软件、社会工程以及
入侵检测系统这 7 个安全研究方向。Buczak[5] 、
Sommer[6] 等人从模型的构建及部署问题介绍了入
侵检测和机器学习结合的研究工作，Nishani[7]等人
则是介绍了针对移动自组织网络入侵检测和机器
学习结合的研究。总体而言，上述综述论文在内容
上或仅针对机器学习在某一子领域应用进行研究，
或侧重于理论分析研究。
本文针对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的五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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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本文从系统安全、网络安全以及应用安全三个
研究领域，按照上述机器学习的一般流程，对机器
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典型应用进行了分析
和讨论，典型应用如图 1 中左侧所示，着重综述了
现有研究成果的技术思路，同时针对安全问题抽
象、安全数据的使用、常用安全特征及机器学习算
法的选择等机器学习关键技术进行详细阐述。本文
最后还对存在问题、未来发展趋势及挑战进行了总
结与分析。
本文组织结构如下：第 2 节剖析了机器学习在
网络空间安全中的应用流程。第 3、4、5 节分别对
机器学习在系统安全、网络安全和应用安全中的研
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第 6 节从不同层面分别对机
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中的应用进行了展望，并分
析了所面临的挑战。第 7 节概括总结了全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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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进行调研,调研结果显示，除了边信道攻击研
究外，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基础、密码学及其
应用作为理论基础方面的研究较少涉及；而在系统
安全、网络安全、应用安全三个方向中有大量的研
究成果发表。其中，系统安全以芯片、系统硬件物
理环境及系统软件为研究对象，网络安全主要以网
络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测为研究重点，应用层面
则关注应用软件安全、社会网络安全。
本文对近年来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研究
中的应用成果进行归类和梳理，形成如图 1 所示的
研究体系。从机器学习技术应用于网络空间安全的
角度出发，本文总结了机器学习一般应用流程，如
图 1 中右侧所示，详细介绍问题的定义、数据采集、
数据预处理及安全特征提取以及模型构建、验证、
效果评估各个阶段，有助于研究人员全面的理解基
于机器学习技术的网络空间安全问题解决方案。接

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中的典型应用

应
用
安
全

网络基础设施安全
BGP异常检测
恶意域名检测

社交网络异常帐号检测
信用卡欺诈检测
取证分析
网络舆情

问题抽象

数据采集

网络安全检测

数据预处理及
安全特征提取

僵尸网络检测
网络入侵检测技术
恶意加密流量识别

模型构建

芯片安全

系统硬件及物理环境安全

系统软件安全

劣质芯片检测
硬件木马检测
PUF攻击

设备身份认证
密码设备边信道攻击
伪基站检测

漏洞分析与挖掘
恶意代码分析
用户身份认证
虚拟化安全

报

系
统
安
全

垃圾邮件检测
基于URL的恶意网页识别
恶意PDF检测

社会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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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
安
全

应用软件安全

模型验证

机
器
学
习
的
一
般
应
用
流
程

效果评估

图 1 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的应用及流程

2 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中的应用
流程
通常机器学习被认为是一组能够利用经验数
据来改善系统自身性能的算法集合[8]。机器学习从
大量数据中获取已知属性，解决分类、聚类、降维
等问题。理解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中的应用流
程，能够有效的帮助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研究人员

建立直观的认识，同时也是其进一步采用机器学习
技术解决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的前提。如图 2 所示，
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的一般应用流程，
主要包括安全问题抽象、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及
安全特征提取、模型构建、模型验证以及模型效果
评估 6 个阶段。在整个应用流程中，各阶段不能独
立存在，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本节按照
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中的一般应用流程，详细
阐述每个阶段代表的含义及典型的安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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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安全问题抽象

射为机器学习能够解决的分类、聚类及降维等问
题。如图 3 所示，对劣质芯片或硬件木马的检测、
伪基站检测、虚拟化安全、信用卡欺诈等都可以抽
象为分类问题；设备身份认证、社交网络异常帐号
检测、网络入侵检测等可以抽象为聚类问题；用户
身份认证、 恶意/异常/入侵检测、取证分析、网

安全问题抽象是将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映射为
机器学习能够解决的类别。问题映射恰当与否直接
关系着机器学习技术解决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成功
与否。因此，使用机器学习技术解决安全问题的第
一步就是要进行问题的抽象和定义，将安全问题映
安全问题抽象
（分类、聚类、
降维）

2017 年

数据采集
（流量数据、日志
文件等或公开数据
集）

模型构建
（模型选择、
参数调优）

数据预处理
安全特征提取

特征
原因

数据
原因

模型
原因

原因
分析

效果评估

模型验证
（交叉验证、
错误分析）

否
是

算
计

满足
目标

图 2 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的应用流程

数据，如邮件文本信息、web 日志、社交网络文本
信息、用户个人信息等，主要用于应用软件安全检
测、网络舆情分析等，例如采集大量的 URL 数据
用于恶意网页识别[11]。
除自行采集数据外，目前安全领域有一些常用
的公开数据集供研究者使用，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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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舆情等既可以抽象为分类问题也可以抽象为聚
类问题。如果是高维数据的处理，可以抽象为降维
问题，例如在设备身份认证、恶意网页识别问题中，
由于数据维度过高，可以利用机器学习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算法、奇异
值分解（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SVD）算法
等对数据进行降维操作。通过对安全问题的合理抽
象和定义，研究人员可以明确如何采集数据，并选
择恰当的机器学习算法构建安全问题模型。

序号

1

应用机器学习算法必不可少的要有大量的有效
数据，因此数据采集是机器学习应用于网络空间安
全的前提条件。数据采集阶段主要利用各种手段，
如 Wireshark、Netflow、日志收集工具等，从系统
层、网络层及应用层采集数据。系统层数据用于系
统安全问题的研究，这类数据主要有芯片信息、设
备信息、系统日志信息以及实时运行的状态信息
等，主要用于芯片安全、设备安全及系统软件安全，
例如采集基站的位置信息、短信日志等数据用于伪
基站检测研究[9]。网络层数据指与具体网络活动密
切相关的数据，目前常用的是网络包数据或网络流
数据，主要用于检测僵尸网络、网络入侵等，例如
在企业内部网络中采集大量的真实的 TCP 流数据
用于进行协议分类及异常协议检测研究[10]。应用层
数据指网络空间中的各类应用软件产生及存储的

数据集名称

说明

Detection Data Sets

2

3
4

网络入侵检测数据集（包含

DARPA Intrusion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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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采集

表 1 公开数据集

[15]

KDD

UCI’s Spambase

[16]

Honeynet Project

1998、1999、2000 三个数据集）
网络入侵检测数据集（包含
1998、1999 两个数据集）
垃圾电子邮件数据集
网络攻击行为数据集

Challenges [17]
5

Internet Traffic
Archive

6

网络包数据集，包含路由信息

[18]

Alexa 网站域名[19]

Alexa.com 收集的知名网站域
名

7

DMOZ Open Directory
Project

8

RIPE RIS 和 Route
Views

9

URL 地址集

[20]

域间路由数据集

[21]

PhishTank[22]

钓鱼网站 URL 地址集

张蕾等：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的应用

机器学习

问题抽象

安全问题

5

芯片/硬件木马检测
伪基站/PUF/边信道攻击
用户身份认证/虚拟化安全
恶意/异常/入侵检测
垃圾邮件/恶意PDF检测
恶意网页识别/信用卡欺诈
网络舆情/取证分析

分类问题

监督学习算法：
逻辑回归、SVM、朴素贝
叶斯、决策树、随机森林、
神经网络、线性回归等
其他：
深度学习、深度增强学习、
迁移学习、生成对抗网络

硬件木马/边信道检测
设备/用户身份认证
恶意/异常/入侵检测
恶意网页识别
社交网络异常账号检测
网络舆情分析

聚类问题

无监督学习算法：
K邻近、GMM、DBSCAN、
PCA、SOM等

硬件木马检测
设备身份认证
垃圾邮件检测
恶意网页识别
社交网络异常账号检测
取证分析

降维问题

无监督学习算法：
PCA、SVD、LDA、SOM
等

算
计

图 3 安全问题抽象

2.3 数据预处理及特征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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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集的原始数据存在数据缺失、非平衡、
格式不规范、异常点等问题，需要在提取特征之前
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处理，主要包含对数据规范
化、离散化以及非平衡性的处理等。
（1）数据预处理
在真实的网络环境中，采集的数据可能包含大
量的缺失值、噪音，也可能由于人工录入失误而产
生异常点。因此，为了提高数据的质量，保障构建
模型学习的效果，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及归一化等
预处理[8]。数据预处理一般流程是先分析统计数据，
然后对缺失值、异常值、重复值、噪音数据等进行
清洗，清洗之后对数据进行归一化操作。例如从企
业内部采集的 TCP 流数据，首先需要剔除重复数据
[10]
、去除噪音等规范化操作；然后对清洗之后的数
据进行聚合[12]、归一化等处理[11][23][24]。
（2）数据缺失处理及异常值的处理
如果采集数据集中某个特征缺失值较多时，通
常会将该特征舍弃，否则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噪声，
影响机器学习模型的效果。当某个特征的缺失值较
少时，可用采用固定值填充、均值填充、中位数填
充、上下数据填充、插值法填充或者随机数填充等
方法。此外，有些机器学习模型诸如随机森林、贝
叶斯网络及人工神经网络等，自身能够处理数据缺
失的情况，不需要对缺失数据做任何的处理。
如果采集的数据集中存在的异常值，通常采用

直接将该条数据删除，或将其视为缺失值处理。
（3）非平衡数据的处理
在信用卡欺诈检测[25]、网络入侵检测[6]、移动
终端恶意代码检测[26]等安全问题中使用的数据集，
异常数据样本或恶意数据样本远远少于正常样本。
对于这种非平衡的数据集，直接使用机器学习算法
构建检测模型效果往往不佳。为了解决非平衡数据
问题，通常使用过采样或欠采样方法[8]构造平衡数
据集。欠采样是当数据量足够大时，通过减少多数
类，即数据量占大多数的类别的样本量来平衡数据
集，例如在信用卡欺诈检测中，减少正常账号的数
据样本。过采样与欠采样相对，过采样适用于数据
量不足的情况，通过复制、自举法等方法增加少数
类的样本量来平衡数据集，例如增加伪造信用卡账
号的数据样本。
（4）数据集的分割
数据预处理完成后，还要进行机器学习模型所
需数据集的准备工作。该工作主要将整理之后的数
据集分为三个集合：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训
练集用于机器学习模型的构建，验证集用于验证模
型及参数调优，测试集用于评估模型在实际使用中
的泛化能力。常用的数据集分割方法有随机抽样、
交叉验证法等[8]，例如网络入侵检测研究中，常采
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割数据集，即随机选择 90%的
数据作为训练集，随机选择 10%的数据作为测试
集，然后采用交叉验证法分割为训练集和验证集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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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征提取
特征提取指从数据中提取最具有安全问题的本
质特性的属性。从清理后的数据中提取特征通常需
要特定的领域知识，例如恶意网页的识别中需要从
抓取的网页数据中提取主机信息特征、网页内容特
征、静态链接关系及动态网页行为等特征[28]。这些
特征提取通常由具有一定领域知识的专业人员完
成，这种人工完成特征提取的方式比较困难而且费
时。近年来机器学习中新兴的深度学习是进行自动
提取特征的一个很好的选择[29]。

增强学习相结合的深度增强学习算法（DQN）[39]
应用于移动终端恶意软件检测[40]。生成对抗网络作
为一种生成式模型[41]，和深度学习算法相结合用于
随机域名生成算法[19]以及恶意代码检测[42]。
将选定的算法和训练数据集用于模型训练时，
往往需要面临参数调优的巨大挑战。参数调优往往
与训练目标、选择的算法相关，但目前参数调优的
过程缺乏足够的理论指导，需要在庞大的参数空间
来寻找可接受的参数或者依据个人经验进行调整。

2.4 模型构建

模型验证主要评估训练的模型是否足够有效。
在此阶段中， k 倍交叉验证法是最常见的验证模型
稳定性的方法[15,23,43-44]。k 倍交叉验证法将数据预处
理后的训练数据集划分成 k 个大小相似且互斥的子
集，每个子集尽可能保持数据分布的一致性，然后
每次用 k-1 子集的并集作为训练集，剩余子集作为
验证集，从而获得了 k 组训练数据集和验证集，可
进行 k 次训练和验证测试，最终的返回结果是这 k
次验证测试结果的均值。例如在设备身份认证[45]、
网络入侵检测[15]、恶意域名检测系统[46]、恶意 PDF
文件的检测[47]、社交网络异常帐号检测[44]中均使用
了 10 倍交叉验证模型，用于评估模型是否符合训
练目标。
如果当前模型与训练目标偏离较大，则通过分
析误差样本发现错误发生的原因，包括模型和特征
是否正确、数据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等。如果数
据不足，则重新进行数据采集。如果特征不明显，
则重新进行特征提取；如果模型不佳，则选择其他
学习算法或进一步调整参数。

算
计

模型构建是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应用流程
中的中心环节，根据数据预处理后的数据集及目标
问题类型，在本阶段选择合适的学习算法，构建求
解问题模型。模型构建具体包含 2 个部分，即算法
选择和参数调优。需要面对种类繁多的机器学习算
法，如何能够选择恰当的机器学习算法是应用机器
学习技术解决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的关键。
在机器学习领域，按照数据集是否有标记分为
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在监督学习模式中，每组
数据有一个明确的标签，例如垃圾邮件检测中的每
条数据标记为“垃圾邮件”或“非垃圾邮件”。监
督学习算法常用于分类问题和回归问题。常见算法
有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LR）、人工神经
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支持向
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决策树、
随机森林、线性回归等。在非监督学习中，数据不
包含标签信息，但可以通过非监督学习算法推断出
数据的内在关联，例如社交网络帐号的检测中对好
友关系、点赞行为等聚类[30]，从而发现帐号内在的
关联。非监督学习常用于聚类问题。常见的算法有
K-Means 算法、k 近邻(k-Nearest Neighbor，KNN）、
基于密度的 DBSCAN (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算法、层次聚
类（Hierarchical Clustering）算法、图聚类算法等。
此外，近年来出现的深度学习、迁移学习、深
度增强学习算法以及生成对抗网络也为解决网络
空间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选择。深度学习[29]凭借强
大的自动提取特征的能力，被用于解决异常协议检
测[10]、恶意软件检测[31] [32]、网络入侵检测[33]、BGP
异常路由检测 [34] 以及差分隐私保护 [35-36] 等安全问
题。擅长于场景或领域迁移的迁移学习[37]在网络空
间安全也有其用武之处，例硬件木马检测中利用迁
移学习对边信道信号检测进行校正[38]。深度学习与

2.5 模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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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效果评估

机器学习的模型评估主要关注模型的学习效
果以及泛化能力。泛化能力的评估通常是对测试集
进行效果评估。同时，由于不同领域有不同指标的
提法，因此，本文仅针调研论文中所涉及到的有关
分类问题和聚类问题的效果评估指标加以说明。
在芯片检测[48]、恶意软件检测[49]、异常检测[50]、
网络入侵检测[51]等分类问题中，效果评估常用到表
2 所列的评估指标[52]，常用的分类评估指标有正确
率、查准率（又称精度）和查全率（又称召回率）。
正确率是分类正确的正常样本与恶意样本数占样
本总数的比例，一般来说正确率越高，分类器越好。
查准率则是被正确识别的正常样本数占被识别为
正常样本的比例，也是分类器精确性的衡量标准。

张蕾等：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的应用

查全率是被正确识别的正常样本与正确识别的正
表 2 安全领域分类问题效果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

描述

TP (True Positive)

被正确的识别为正常的样本数

TN (True Negative)

被正确的识别为恶意的样本数

FP (False Positive)

被错误的识别为正常的样本数

FN (False Negative)

被错误的识别为恶意的样本数

ACY (Accuracy)

正确率，
ACY=（TP+TN）
/(TP+TN+FP+FN)

P (Precision)
TPR (TP Rate)

查准率或精度，P=TP/(TP+FP)
查全率或召回率，
TPR=TP/(TP+FN)

FPR (FP Rate)

误报率，FPR=FP/(FP+TN)

FNR (FN Rate)

漏报率，FNR=FN/(TP+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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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芯片安全
分布多维化、步骤繁多的硬件产业供应链 [54]
使硬件设备易在各个环节容中出现安全问题，例如
二手芯片、硬件木马。已有学者尝试利用机器学习
技术来解决芯片安全问题，主要基于边信号分析、
指纹识别和图像识别的劣质芯片和硬件木马检测。
针对芯片知识产权保护安全，已有研究提出物理不
可克隆函数（PUF）攻击，主要是利用机器学习技
术推测由 PUF 生成的芯片知识产权保护标识。
3.1.1 劣质芯片检测
劣质芯片包括低规格、不达标的芯片以及翻新
的芯片。劣质芯片一般很难通过肉眼看出，传统检
测方法例如物理检测中的材料分析、电子检测中的
功能测试及结构测试等，代价昂贵又十分耗时[55]。
研究发现，劣质芯片与原厂芯片存在差异参数：一
是边信道差异参数，包括正偏压温度不稳定性、负
偏压温度不稳定性、热载流子注入、路径延迟等；
二是芯片外形方面，例如颜色、擦痕等。因此，出
现了基于上述两类差异参数的劣质芯片检测研究。
基于边信道差异参数检测研究中，Huang 等人
[56]
选取了原厂芯片的若干差异参数作为正样例数
据 ， 使 用 单 类 支 持 向 量 机 （ One Class SVM ，
OC-SVM）训练劣质芯片分类器，从而实现在待测
芯片中检测劣质芯片，有效减少了检测芯片的成本
和时间开销。Xiao 等人[57]利用时钟扫描技术生成芯
片路径延迟指纹，分别使用简单异常点分析（Simple
Outlier Analysis，SOA）和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检测劣质芯片，PCA
算法识别准确率优于 SOA。该方案不需要使用额外
的辅助电路，但不适合老化时间短且老化影响小的
情况。
基于芯片外形的检测研究中，研究人员提出利
用芯片图像特征识别劣质芯片。例如 Asadizanjani
等[58]以众包方式收集劣质芯片数据，基于其构建的
开放劣质芯片图片数据库，再利用人工神经网络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算法提取待测
芯片图片的特征，自动分类芯片。该方法的缺点是
当芯片外表颜色、擦痕等变化不明显时，无法检测
出劣质芯片。
劣质芯片检测目前使用的机器学习技术主要
是单类分类器（如 OC-SVM）、异常检测技术（如
SOA）等，主要因为多数训练样本只有一类可信芯
片样本[56]。劣质芯片检测不管是依据边信道差异参
数特征还是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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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样本和错误识别的恶意样本之和的比例，该指标
衡量了分类器对正常样本的识别能力。此外，在不
同的领域还有不同的指标说法，例如在硬件木马检
测、异常检测、网络入侵检测中还常使用误报率
（False Positive Rate，FPR）
、漏报率（False Negative
Rate，FNR）来衡量模型的泛化能力。在认证领域
、拒识
常使用误识率（False Acceptance Rate，FAR）
率（False Rejection Rate，FRR）对模型进行效果评
估。
在社交网络帐号检测[30]、异常检测[53]等聚类问
题中，模型的目标是同一簇的样本尽可能彼此相
似，不同簇的样本尽可能不同，因此聚类问题常用
的评估指标分为两类[8]，一类是将聚类结果与某个
参考模型进行比较；另一类是直接考察聚类结果而
不利用任何参考模型。

网络空间中的系统主要指具有独立计算能力
的单元计算系统，例如计算机、移动终端等。本节
以这些单元计算系统的安全为核心，横跨芯片、系
统硬件及物理环境、系统软件三个层面，介绍机器
学习在系统安全中的相关研究。其中，芯片安全方
面包括劣质芯片检测、硬件木马检测及 PUF 攻击；
系统硬件及物理环境安全包括设备身份认证、物理
层边信道攻击及伪基站检测；系统软件安全包括漏
洞分析与挖掘、恶意代码分析、用户身份认证及虚
拟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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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检测效率，但这仅是在粗粒度差异特征下取得
的效果，面对细粒度的差异特征时，劣质芯片识别
率较低。
3.1.2 硬件木马检测
芯片的硬件木马通常指在原始芯片植入具有
恶意功能的冗余电路[59]。硬件木马通常分为物理上
的木马（例如增加或删除晶体管、开关选择器、连
接线等）和激活态的木马（例如触发器和负载）。
被植入木马的芯片，其热量、功耗和延时等边信道
信号会有所改变，因此可以通过收集芯片边信道的
参数指纹，在多维的空间对比，判断是否在可信芯
片的参数指纹范围内[60]。目前机器学习在硬件木马
检测方向研究有芯片原理图成像识别和边信道信
号分析。
芯片原理图成像识别研究中，Bao 等人[61]提出
在逆向工程单层成像后，将实验芯片与可信芯片的
成像图差值作为特征参数，使用 OC-SVM 算法进行
检测。在公开的基准测试中，该方法检测芯片硬件
木马有着较高的准确率，但当芯片成像图网格参数
较小以及木马由较小参数篡改构造时，较难检测出
硬件木马。
芯片原理图成像技术需要昂贵的设备支持，并
且减少芯片层级会对芯片造成毁灭性破坏。因此，
较多的研究在分析边信道信号方向上。例如 Liu[38]
利用可信芯片电路仿真、蒙特卡洛分析得到多维边
信道信号数据，再利用 PCA 算法对数据作降维处
理，然后通过非线性回归模型得到边信道指纹，最
后通过 OC-SVM 算法进行分类识别。此外，Liu 还
利用 KMM 核均值匹配的参数迁移学习算法对边信
道信号进行校正，以及利用基于统计分析的参数建
模方法对蒙特卡洛仿真电路进行校正。Iwase[62]将
可信芯片和植入硬件木马的芯片的能耗差值的时
域图，通过离散傅里叶变换变换到频域，然后利用
SVM 算法学习能耗差值的频域特征，从而识别出带
有硬件木马的芯片。Jap 等人[48]则在真实的 FPGA
密码设备上，利用 OC-SVM 算法构建了硬件木马检
测平台，并做了 8 位和 128 位最低有效位的两组实
验，与基于模板的硬件木马检测方法对比，发现利
用 OC-SVM 检测硬件木马的准确率和误报率均更
优。
总体而言，芯片原理图成像识别、边信道信号
分析虽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检测出硬件木马。然
而，它们的前提是硬件木马对芯片的电路或边信道
参数有明显的改变，非常小的改变或深度隐藏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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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木马将很难被检测出。
3.1.3 PUF 攻击
物 理 不 可 克 隆 函 数 （ Physical Unclonable
Function，PUF）[63]电路是一种根据芯片在制造过
程中的差异性产生独特的激励-响应对
（Challenge-Response Pairs）的电路。通过这种 PUF
电路可生成该芯片唯一的标识，通常这种标识很难
被复制，因此 PUF 电路生成的光学 PUF、涂层 PUF、
硅 PUF 等标识被用于保护芯片知识产权。然而，已
有研究利用机器学习对 PUF 生成的标识进行攻击。
2010 年 Rührmair 等人[64]利用逻辑回归、SVM
和进化策略攻击了 Arbiter 仲裁器 PUF、环形振荡
器（Ring Oscillator）PUF、异或门仲裁器 PUF、轻
量级安全 PUF 和前向反馈 PUF。其攻击原理是收集
给定 PUF 的激励响应对，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推测任
意激励下该 PUF 的响应值。针对各类 PUF，作者在
不同电路位数、机器学习算法下做了攻击实验，均
取得了较高的准确率，并得出结论：所有的强类型
PUF 均不安全，其他类型 PUF 可通过增加电路位
数、电路设计复杂性来增强安全性。此外，
Hospodar[65]仅针对 64 位 Arbiter 仲裁器 PUF 产生的
激励响应对，使用人工神经网络和 SVM 进行硅 PUF
攻击模型的有效性测量。实验显示，当训练集为 500
个激励-响应对时，产生了 90%正确率的 PUF 攻击
模型，当训练集为 5000 个激励-响应对时，产生了
更高准确率的 PUF 攻击模型。这表明训练数据越
大，PUF 攻击成功率越高。
上述 PUF 攻击研究表明基于 PUF 的芯片知识
产权保护存在极大的漏洞，需要进一步增强 PUF 的
安全性，例如增加 PUF 电路位数、电路设计复杂性
[7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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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硬件及物理环境安全
硬件设备身份认证是系统硬件常见的安全问
题，例如网络设备传统的身份认证方式是依据 MAC
地址进行认证，这种方式很容易被伪造，因此出现
基于硬件自身指纹特征的设备身份认证技术。本节
主要介绍机器学习在设备身份认证技术中的应用，
主要有暂态信号、调制信号和频谱响应这三类指纹
特征。此外，在网络空间物理环境中，系统硬件与
外部设备进行信息交换或通信时常常会遇到信息
泄露、中间人攻击，例如常见的物理层边信道攻击、
伪基站。因此本节还介绍了机器学习在物理层边信
道攻击和伪基站检测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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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设备身份认证
基于机器学习的设备身份认证是指从信号中
提取反映设备身份的特征，然后生成可用于识别设
备的指纹，再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识别设备指纹，从
而实现设备身份的认证。通常设备指纹具有唯一
性、可检测性。设备身份认证技术是将信号分析与
处理技术与机器学习技术相结合。目前该领域的相
关研究成果主要基于暂态信号、调制信号、频谱响
应以及传感器响应产生的指纹进行设备身份识别。
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设备身份认证流程如图 4 所
示，包括测量信号、提取信号特征、降低维度、生
成指纹及指纹识别 5 个阶段。
测量
信号

提取
特征

降低
维度

生成
指纹

指纹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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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机器学习的设备身份认证流程

手机和平板电脑设备的身份认证。不同于传统的通
过 cookie 和设备 ID 来进行身份认证，文章利用不
同的传感器对同样的运动刺激会产生不同的响应
的原理，提出利用设备内部传感器指纹实现设备的
认证。具体流程为，首先从加速度传感器产生的运
动路径的时域、频域信号中提取了若干特征数据，
生成传感器指纹；然后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对设备传
感器进行指纹识别。这种方法可以追踪用户踪迹，
因此对用户隐私安全造成威胁。
综上，在利用机器学习对暂态信号、调制信号、
频谱响应以及传感器响应产生的指纹进行设备身
份识别时，外部环境变量会对识别效果产生较大影
响，因此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提高信噪比和识别
准确率。此外，现有的研究方法主要利用单一或少
量的设备身份指纹要素，因此多指纹要素结合的设
备身份认证方法也是未来探索的方向之一。同时，
现有方法在采集数据时可能都会涉及到用户隐私，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要加强用户隐私保护。
3.2.2 物理层边信道攻击
含有密码算法的设备在工作状态时，会在电
源功耗消耗、密码算法执行时间、电磁辐射、故
障 情况 的输出 等方 面产生 与密 钥相关 的变 化信
息，这些信息即为物理层边信道信息。物理层边
信道攻击则是利用物理层边信道信息找出设备的
加密信息的一种攻击方式。在物理层边信道攻击
研究中，与机器学习结合的攻击方法主要有模板
攻击和能耗分析攻击。
在模板攻击研究中，Hospodar 等人[69]将最小二
乘 支 持 向 量 机 （ Least Squares Support Vector
Machine，LS-SVM）算法应用到模板攻击边信道中。
在模板刻画阶段，首先使用多元高斯分布刻画边信
道泄漏数据的分布特征，并利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和
PCA 算法得到特征；在密钥恢复阶段，
利用 LS-SVM
算法进行模式匹配实施攻击。作者实验发现
LS-SVM 算法对于攻击效果和汉明重量泄漏有显著
的影响，但对能耗和时间的影响却不明显。然而，
在模板攻击中，边信道攻击通常假设密码设备完全
被控，为了对该假设进行松弛，Lerman 等人[70]提
出利用半监督学习算法一般化模板攻击，同样能够
推出汉明重量子密码。该方法虽然准确度小于普通
的模板攻击，但不需要那么强的假设。
模板攻击不仅依赖参数假设、先验知识，而且
受限于低维环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Lerman 等人
[71]
又提出了基于松弛假设和高维度特征向量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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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kbas 等人 [66] 提出利用设备开关的暂态特征
实现设备身份的指纹识别。具体过程为，测量设备
暂态信号中含有幅度和相位信息的复包络，将暂态
信号的方差变量作为暂态特征，并采用自组织映射
网络（Self -Organizing Maps，SOM）降低暂态特征
的数据维度，最后利用概率神经网络（Probability
Neural Network，PNN）对设备指纹进行识别。在
不同的电源电压、环境温度以及信道噪声的条件下
实验，发现环境变化让识别性能明显下降，但可通
过在环境变量更大差异的条件下收集暂态信号，使
性能得到补偿，从而提高识别准确率。
Brik 等人[67]针对无线网络设备，提出了基于调
制信号的设备身份认证技术。该方法使用 SVM 和
K 近邻算法分别进行认证设备身份。
实验结果表明，
SVM 的识别率比 K 近邻算法较高，但运算速度较
慢。原因在于，SVM 算法需要将输入数据映射到更
高维的向量空间，而 K 近邻算法相对简单，不需要
做数据预处理。该方法的缺点是需要收集设备的传
输数据，从而带来一定的隐私安全问题。
Danev 等人[52]首次提出了基于调制信号和频谱
响应信号的 RFID 设备应答器的物理层认证技术。
具体过程为，首先提取设备的调制信号和频谱响
应，采用 PCA 降低特征数据的维度，然后生成设
备指纹，最后再利用 K 近邻算法实现设备识别。但
在交叉验证时，发现该方案仅能在可控的环境下进
行，距离较远时（例如超过 1 米）则无法识别设备
指纹。
Dey 等人[68]专门研究了利用机器学习实现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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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能耗分析（Differential Power Analysis，DPA）攻
击，将能耗和密钥关系形式化成一个监督学习任
务。特征选取对比实验了排序（Ranking）法、主成
分分析法、自组织映射、最大相关最小冗余
（mRMR）算法，分类器对比实验了 SOA、SVM、
随机森林，然后采用弃一法交叉验证来评估模型的
效果，并选择最佳分类器用于推测密钥。实验结果
显示，能耗分析攻击的效果优于常规的模板攻击方
法。
在物理层边信道攻击研究中，利用物理环境泄
露的信息，采用机器学习进行模板攻击、能耗分析
攻击是有效的攻击方式。相比而言，由于能耗分析
攻击效果优于模板攻击，且不需要很多假设与限
制，因此能耗分析攻击是较优的方式。从安全防御
角度看，应积极探索应对基于机器学习的物理层边
信道攻击的方法，例如增加边信道噪声以混淆边信
道信息；此外，还要考虑到基于机器学习的攻击思
路能否推广到其他类型的边信道攻击，并提前部署
应对措施。
3.2.3 伪基站检测
2G/3G/4G 及兼容模式的基站构成了移动通信
网络的基础设施。然而，GSM（2G）网络协议的安
全缺陷使得不用经过网络使用者的认证，犯罪分子
利用伪基站就可直接攻击用户。例如攻击者利用
ISMI 捕捉器堵塞 3G/4G 网络，迫使用户手机接入
2G 网络，随后向该用户发送垃圾邮件或诈骗短信。
为了检测伪基站，2012 年挪威的安全专家首次
提出基于机器学习的 ISMI 捕捉器检测系统[72]，主
要包括在线检测和离线学习两部分。在线检测由若
干单类 SVM、神经网络等构成的异常检测器组成，
主要利用的环境属性特征包括 2G 和 3G 之间的模
式转变、真正基站检测到的手机信号消失的时间、
加密的禁用等；然后通过集成算法集成强检测器，
再结合安全专家判断，最后将综合结果反馈给离线
学习部分以更新检测器参数。2017 年 Li 等人[9]利用
将近 1 亿的众包数据和 SVM 算法，研制了大规模
伪基站检测系统。整个系统由 3 个模块（即内容安
全分析，内容分析和 SVM 聚类）和 4 个数据集（权
威电话号码表、基站位置数据库、WiFi 位置数据库
和短信日志库）组成，完成伪基站定位和短信分类。
在基于机器学习的伪基站检测的研究中，文献
[72]存在着没有真实的伪基站训练集、无法展示不
同基站设备间的关联关系等问题，仅仅是将机器学
习机器检测伪基站作为一个可能的方案，因此需要

2017 年

进一步研究如何收集真实的训练集数据、确定伪基
站的区域。Li 等人[9]虽然进行了真实场景应用，解
决了训练数据集的问题，并能够定位伪基站，但缺
乏真实的伪基站测试集，查全率有待进一步研究。
3.3 系统软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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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软件层面，目前机器学习在系统软件安
全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漏洞分析与挖掘、恶意代码
分析、用户身份认证以及虚拟化安全等方面。
3.3.1 漏洞分析与挖掘
漏洞（Vulnerability）是指系统在硬件、软件及
协议的具体实现中或系统安全策略设计上存在的
缺陷和不足，从而威胁、损坏单元计算系统的安全。
从 最 早 的 莫 里 斯 蠕 虫 到 2017 年 5 月 爆 发 的
WannaCry 勒索病毒，无不是利用系统中的漏洞对
系统进行攻击，并利用网络进行传播，因此系统软
件中的漏洞识别无疑是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的重
点。漏洞识别研究已有多年，例如利用漏洞的特征
进行识别、随机测试技术（例如模糊测试）以及利
用污点分析、符号执行等分析方法。然而，这些方
法实际中很难被有效利用，并且只有少部分的安全
缺陷能够自动地被识别，大部分的安全漏洞仍然依
靠冗长的代码审计。
为了加快漏洞发现和人工审计的过程，
Yamaguchi 等人[73]从基于函数形式的源码中提取出
API 符号，利用 PCA 自动地识别 API 用途的特征，
从而发现了零日漏洞。在深度的二进制程序漏洞静
态分析过程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提
出 利 用 深 度 学 习 中 的 循 环 神 经 网 络 （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识别函数 [74] 。Yamaguchi
等人还提出代码漏洞漏检自动识别方法，即通过语
法抽象图和词袋模型（代码的特征描述），利用机
器学习方法进行分析[75]。该方法能够准确地识别出
是否是真正的漏检，并且还挖掘了若干零日漏洞。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集中在漏洞预测方面。例
如 2013 年 Pang 等人[76]提出基于 SVM 集成学习的
软件组件早期漏洞的识别方法；Scandariato[77]基于
机器学习文本挖掘方法预测软件源码中含有的安
全漏洞；2015 年 Pang 等人[78]又利用自然语言处理
中的 N-Gram 模型和统计特征选择来预测漏洞；更
进一步地，Long 等人[79]提出基于人工手写补丁的
特征，利用概率模型自动生成补丁，以自动修复漏
洞。
在漏洞分析与挖掘方面，近几年刚开始出现
基 于机 器学习 的漏 洞识别 、漏 洞预测 和漏 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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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应用体系。更为
重要的是，根据莱斯定理（Rice's Theorem），利用
一 个程 序自动 地检 测另一 个程 序中是 否含 有漏
洞，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判定的 [75] 。在这个限制
下，现有的漏洞挖掘研究主要集中在发现特定类
型的漏洞，因此利用机器学习推断未知漏洞在理
论上是否可信仍是一个问题。总之，未来研究除
了考虑进一步提升机器学习在漏洞挖掘的应用性
能（例如识别率、查全率），也应考虑到机器学习
应用在漏洞挖掘领域的理论支撑。
3.3.2 恶意代码分析
恶意代码通常指具有恶意功能的应用程序，包
括木马、蠕虫、病毒等。恶意代码分析通常分为静
态分析和动态分析。静态分析通过分析程序的指令
与结构来确定是否具有恶意功能；而动态分析是在
隔离环境（例如模拟器、沙盒）运行状态下，综合
分析运行行为，从而确定是否具有恶意功能。目前，
已有大量研究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分析代码量庞大、
代码特征或运行行为特征复杂的恶意软件。
在恶意代码静态分析方面，Arp 等人[26]收集软
件尽可能多的特征，并嵌入联合特征向量空间中，
通过 SVM 检测其中的恶意代码。Nath 等人[80]使用
N-Gram 模型从原始恶意代码中提取训练集，然后
对比了朴素贝叶斯、SVM、决策树等算法，并将这
些 弱分 类器算 法集 成提升 为强 分类器 算法 ，即
AdaBoost 算法，取得了良好的检测效果。
在恶意代码动态分析方面，为了定期地更新可
疑文件的特征及减少人工分析时间，Nissim 等人[81]
提出了基于主动学习框架的捕获新型恶意软件的
方法。Rootkit 恶意软件能够在内核中隐藏自身及指
定的文件、进程以及网络链接等信息，对操作系统
安全威胁极大。为此 Wilhelm 等人[82]通过二进制文
本和运行行为提取特征，利用朴素贝叶斯分类算法
对特征进行分类，判断内核驱动是否含有 Rootkit。
近几年移动终端恶意软件问题凸显，大量研究借助
机器学习动态分析移动终端恶意软件，
例如 Narudin
[49]
等 选取了信息、内容、时间和连接四个网络行为
特 征， 使用贝 叶斯 网络和 随机 森林方 法取 得了
99.97%的准确率。Chen 等人[83]基于动态行为、请
求许可、请求时间序列、敏感程序接口四个特征，
提出了基于机器学习的恶意软件检测流处理框架，
并在分布式实时计算框架 Storm 之上实现了系统原
型，同时提高了检测效率和准确率。
随着移动应用的广泛应用，移动端的恶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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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逐渐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此外，随着恶意软件
的不断升级，仅采用静态分析技术无法取得较好的
检测效果，恶意代码的动态分析是该方向的发展趋
势。
3.3.3 用户身份认证
与 3.2.1 节中设备身份认证不同，用户身份认
证研究用户与硬件设备或用户与系统之间的认证。
在基于机器学习的用户身份认证研究方面，主要有
利用机器学习攻击传统用户身份认证方法和利用
机器学习设计新的用户身份认证机制两个研究点。
在利用机器学习攻击传统用户身份认证方面，
针对设备用户认证过程中的验证码，斯坦福大学的
Golle 等人[84]最早提出了基于机器学习的验证码攻
击，即程序自动识别验证码。该验证码的分类器是
多个 SVM 分类器的结合，用以训练从验证码图片
中提取的颜色和文本特征。Yue 等人[85]基于计算机
视觉，首次提出了自动盲识别触屏设备的输入密
码，在其攻击模型中，通过 DPM 模型来检测和追
踪目标设备，并利用光学流算法自动识别触摸帧以
及利用 K-Means 聚类算法来识别触摸点。Liu 等人
[86]
基于可穿戴设备传感器边信道信号，推断出了用
户的键盘密码输入，其技术思路为：首先建立可穿
戴设备运动模型，然后从可穿戴设备提取数据、预
处理、特征提取，接着采用经典的机器学习算法（例
如随机森林、K 近邻、SVM、神经网络等），对比
试验结果显示，K 近邻算法最佳。实验对带着智能
手表的志愿者进行，在数字键盘输入时推断出了他
们的银行 PIN 码，在字符键盘输入时推断出了他们
的 POS 机密码的英文输入。
在基于机器学习和生物特征的用户身份认证
设计方面，Zheng 等人[87]基于触屏特征——加速度、
压力、大小和时间，提出了一个免打扰的用户认证
机制，实验收集了 80 个用户的触屏数据，采用单
类学习算法来验证是否是合法用户，结果显示该方
法的等错率（Equal Error Rates，ERR）为 3.65%。
Giuffrida 等人[88]基于传感器增强的击键行为特征，
在安卓操作系统上实现了包含多种特征提取和识
别算法（包括 SVM、朴素贝叶斯、马氏距离算法、
K 近邻等）的用户认证系统；实验发现当识别算法
为 K 近邻且 K=1 时效果最佳，且比基于动作的认
证机制高了一个数量级的等错率，比传统的击键方
案准确率高了两个数量级的等错率。Deng 等人[89]
基于斯坦福大学公开的智能手机击键认证数据集，
利用 DNN 来提高击键认证技术。更进一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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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ojek 等人[90]将基于 DNN 改进的 LSTM 和 GRU
网络结构应用到击键认证设计中。此外，Li 等人[91]
为了抑制智能手机非授权使用，首次提出基于手势
特征的再次认证身份系统，并采用 SVM 来识别手
机拥有者滑动手机屏幕的手势特征。
表 3 机器学习在用户身份认证技术中的应用
安全

安全特征

机器学习算法

相关

问题

文献

用户

验证码的颜色和文

身份

本特征

认证
攻击

SVM

[85]

计算机视觉、触摸点

K-Means 算法

[86]

边信道信号

随机森林、K 近邻、

[87]

SVM、神经网络
触屏特征（加速度、

身份

压力、大小和时间）

认证

击键行为

设计

单类学习算法

[88]

算
计

用户

SVM、朴素贝叶斯、

[89]

K 近邻

击键
击键
手势

DNN

[90]

LSTM

[91]

SVM

[92]

提取细粒度信息，再利用 SVM 算法分类 Cache 信
息，并基于代码路径的隐马尔可夫模型来提高 SVM
输出的准确性，从而最终获取了受害虚拟机用开源
加密库 Libgcryp 实现的 EIGamal 加密的秘钥。2017
年 Gulmezoglu 等人[94]也利用 SVM 算法和高速缓存
通道进行跨虚拟机攻击，对来自 Phoronix 网站的 40
个基准测试应用进行测试，实验结果表明，一级高
速缓存器取得了 98%的分类准确率，最后一级高速
缓存器取得了 78%的分类准确率；而在夹带噪声的
Amazon EC2 跨虚拟机环境下，25 个基准测试应用
的准确率下降到了 60%。
在虚拟机环境恶意行为检测研究中，Fischer 等
[95]
人 在云数据中心虚拟机恶意软件防护架构中，设
计了一个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数据分析模型，以此
作为云数据中心虚拟机入侵检测器，当检测到恶意
行为时立即启动决策引擎响应，如隔离或重启虚拟
机或者启动虚拟机网络管理重新配置、分配虚拟机
资源。
总体而言，利用机器学习技术研究虚拟化安全
的工作目前还不多。现有的基于机器学习的跨虚拟
机攻击虽然存在基于同一物理机的前提要求，但利
用机器学习技术分析云计算环境信息、攻击虚拟
机，例如 Zhang[93]、Gulmezoglu[94]分别密钥推测、
应用程序类型推测的角度进行攻击，这是云计算中
面临的巨大威胁。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如何应对基于
机器学习的虚拟机攻击，并有针对性的部署防御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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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在用户身份认证中的相关研究如表 3
所示，一方面利用机器学习对传统用户身份认证方
式进行攻击的手段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利用机器学
习技术构建用户身份认证机制，提供更强的安全性
能，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认证准确率不高、
训练数据涉及用户隐私等。因此，在今后的用户身
份认证研究中，不仅需要重点关注如何应对基于机
器学习的用户身份认证攻击，还要加强基于机器学
习的用户身份认证机制的隐私保护。
3.3.4 虚拟化安全
以虚拟化技术为基础的云计算在网络空间中
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目前虚拟化安全问题主要是虚
拟机隔离安全，而边信道攻击又是虚拟机隔离安全
中的一大威胁[92]。本节将介绍基于机器学习的虚拟
机边信道攻击及虚拟机环境恶意行为检测。
在基于机器学习的虚拟机攻击研究中，共享高
速缓存架构例如一级高速缓存（Level 1 Cache）
、最
后一级高速缓存（Last Level Cache，LLC）常被作
为跨虚拟机攻击的通道。2012 年 Zhang 等人[93]首次
提出了通道驱动的跨虚拟机的边信道攻击。在对称
多处理（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SMP）环境
下，将一级高速缓存作为攻击通道，通过素数探针
实现同一物理机上的恶意虚拟机从受害虚拟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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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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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从芯片、系统硬件及物理环境及系统软件
三个层面，详细介绍了已有的机器学习在系统安全
中的研究工作，其主要的安全特征、机器学习算法
以及相关文献总结如表 4 所示。
总体上，已有部分研究人员利用机器学习的优
势特点对系统安全进行了大量尝试与研究，但还存
在着以下问题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1）在芯片
安全层面：需要进一步提高劣质芯片和硬件木马的
检测精度，以及增强 PUF 的抗机器学习攻击的能
力。
（2）在系统硬件及物理环境安全层面：在利用
各种信号进行设备身份认证时，需要在噪声大的情
况下提高识别准确率，还要注意隐私保护的问题。
针对基于机器学习的物理层边信道攻击，可以考虑
增加边信道信号噪声以混淆、对抗攻击。伪基站检
测方面，未来需要进一步解决伪基站数据集收集、
伪基站定位精度、查全率三大问题。
（3）在系统软

张蕾等：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的应用

件层面：针对漏洞分析与挖据，虽然利用机器学习
可以推断未知漏洞，但可信度还有待研究。对于恶
意代码分析，随着恶意软件的不断升级，有从静态
分析到动态分析的趋势，并利用不断发展的机器学
习算法进一步提高恶意软件检测准确率。在利用机
器学习攻击传统的用户身份认证机制时，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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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视觉混淆、边信道噪声等，以增强认证机制的
安全性；利用机器学习设计新的用户身份认证机制
时，需要进一步提高识别准确率以及对训练数据进
行隐私保护。对于虚拟化安全，需要考虑应对基于
机器学习的虚拟机边信道攻击以及构建虚拟机入
侵检测器。

表 4 机器学习在系统安全中的应用
系统安全

安全问题

问题抽象

主要特征

机器学习方法

参考文献

芯片安全

劣质芯片检测

分类

芯片外形、边信道信号

OC-SVM、PCA、SOA、ANN

[56-58]

硬件木马检测

分类/聚类/

边信道信号、芯片原理图

OC-SVM、PCA、非线性回归、

[38,48,61-62]

降维
PUF 攻击

分类

K 近邻、SVM
PUF 激励-响应对

逻辑回归、SVM、进化策略、

[64-65]

ANN
系统硬件

设备身份认证

境安全

物理层边信道
攻击

暂态信号、调制信号、频谱响应、内部传感

SOA、PNN、SVM、K 近邻、

器响应

PCA、随机森林

边信道信号分布特征、差分能耗

LS-SVM、学习排序法、PCA、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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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物理环

聚类/降维

伪基站检测

分类/聚类

分类

[45,66-68]

[69-71]

自组织映射、mRMR 算法、
SOA、SVM、随机森林

2G 和 3G 之间的模式转变、真正基站检测到

神经网络、SVM

[9,72]

PCA、RNN、SVM、集成学习、

[73-79]

的手机信号消失的时间、加密的禁用、基站

系统软件

漏洞分析与挖

安全

掘
恶意代码分析

分类/聚类

分类/聚类

学
机

位置数据库、WiFi 位置数据库和短信日志库
源码 API 用途、代码语法

N-Gram 模型

二进制文本、运行行为，信息、内容、时间

SVM、AdaBoost、贝叶斯网络、

和连接，动态行为、请求许可、请求时间序

随机森林、K 近邻

[26,49,80-83]

列、敏感程序接口

分类/聚类

触屏特征、击键行为、验证码颜色与文本、

SVM、朴素贝叶斯、马氏距离

计算机视觉、传感器边信道信号

算法、K 近邻、DNN、LSTM 和

报

用户身份认证

[84-91]

GRU 网络、K-means

虚拟化安全

分类

虚拟机边信道信息

4 机器学习在网络安全研究中的应用
网络安全是网络空间安全中的重要支柱，网络
基础设施的安全为互联网的可靠运行的提供了基
础，各项网络安全检测措施为互联网的各项活动的
开展提供了安全的通信保障。本节主要介绍机器学
习在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以及网络安全检测方面
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机器学习技术在 BGP 的异
常检测、恶意域名检测、僵尸网络检测、网络入侵
检测以及恶意加密流量的识别中的应用研究。

SVM

[93-95]

4.1 网络基础设施安全
路由系统和域名系统是网络空间中重要的网
络基础设施，这些系统安全可靠的运行是各项网络
活动安全开展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路由安全和域名
系统的安全一直是学术界和工业界关注的重点。近
年来，采用机器学习进行 BGP 的异常检测以及
DNS 的恶意攻击检测，均取得了一定的检测效果。
4.1.1 BGP 的异常检测
边界网关协议（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是互联网的核心路由协议，互联网的域间路
由通过 BGP 路由信息交换来完成。但 BGP 缺乏一
个安全可信的路由认证机制，无法对邻居自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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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ous System，AS）宣告的路由信息进行
完整性和真实性的验证。这一缺陷导致路由器面临
多种攻击，其中前缀劫持（Prefix Hijacking）、异
常 BGP 的更新消息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互联网的连
通性和安全性[96]。早期的异常路由识别方法采用
诸如统计分析方法、信号处理技术等技术分析流量
行为模式，这些方法难以计量所有可能的异常路由
的分布及维度[97]。异常路由的检测是通过提取当
前 BGP 更新消息的特征或时序特征，将当前流量
识别为正常路由或异常路由，该问题可以抽象为机
器学习二分类问题。因此，研究者尝试采用 SVM、
隐马尔科夫模型、决策树、朴素贝叶斯、LSTM 等
算法进行异常路由检测及前缀劫持定位研究。
在异常路由检测研究中，许多研究人员采用了
在公开数据集 RIPE RIS[26]和 Route Views[27]，从中
提取不同的特征，然后利用不同的机器学习技术进
行研究。例如，Li 等人[21]对公开路由数据集中提
供的 BGP 更新消息提取了 37 个特征，包含 BGP
通 告 的 数 量 、 平 均 AS-PATH 的 长 度 、 最 长
AS-PATH 的长度、IGP 包的数量、EGP 包的数量
包等，然后采用决策树和柔性粗糙集技术对上述
37 个特征分别进行特征选择，去除因数值化而产
生的重复特征，由此分别生成特征个数不同的 3
个 数 据 集 。 随 后 采 用 决策 树 和 ELM（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算法[98]两种算法分别对不同的
数据集构建分类器识别 BGP 的异常路由，取得了
平均 80.08%的准确率。该方法不需要修改协议，
风险较小。Al-Rousan 等人[99]利用 SVM 算法和隐
马尔科夫模型对 BGP 更新消息进行特征选择，对
异常 BGP 的检测取得了 81.5%的准确率。然而，
上述方法均是基于短时特征的检测方法，并且未考
虑流量的时间序列特性以及流量的随机性，因此无
法对具有噪音且动态变化的突发流量进行检测。为
此，Cheng 等人[34]在对 BGP 流量的时间序列分析
的基础上，针对网络流量的多维度的时间特性以及
在一个滑动窗口中的流量的历史特征，选取了 33
个具有时间序列特性的流量特征，提出了采用长短
期记忆网络（Long Short-Term，LSTM）模型对 BGP
异常路由检测，比 SVM[99] 、朴素贝叶斯 [100] 及
AdaBoost[101]方法提高了 10%的识别率。
针对前缀劫持定位问题，Qiu 等人[102]提出了
一个轻量级且能增量部署的 LOCK 方案，该方案
利用层次聚类算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对
LOCK 系统中部署的大量监控器分成若干簇，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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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中的监控器到目标前缀具有相似的路径。当前缀
被劫持时，每个簇中的监控器基于目标前缀被污染
的路径的概率进行排名，排名最高的监控器最有可
能定位到前缀劫持，选择每个簇中的排名最高的监
控器监控目标前缀，由此提供精准的前缀劫持定
位。
总体而言，异常路由检测从 BGP 更新消息或
时序中提取异常信息对异常路由报警，前缀劫持行
为定位以完善 BGP 安全为目标，对前缀劫持行为
进行定位并报警。目前机器学习技术应用于异常路
由检测，检测准确率仍不高，且存在误报和漏报的
可能性；同时，该方法仅局限于模型的构建与探讨，
未在实际网络中部署实施。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需
要对异常 BGP 的特征作深入研究，采用新兴的机
器学习技术或机器学习集成方法提高 BGP 异常检
测的准确率以及误报率，进一步探索在实际网络环
境中如何实施机器学习技术应用于异常路由检测
中。
4.1.2 恶意域名检测
域名系统是互联网中的核心应用之一，域名系
统经常成为攻击的目标，或被攻击者利用作为攻击
工具，因此域名系统的安全一直是网络安全的研究
热点。早期的恶意域名检测方式是在域名系统、防
火墙或网络入侵检测系统中设置恶意域名黑名单
或拦截名单，该方法极易被攻击者躲避检测。随后
出现的基于查询请求数的方法[103] [104]，存在误报率
较高且无法检测未知异常域名检测等为问题。近年
来，应用机器学习技术构建恶意域名的检测规则是
该领域新的研究方向。
基于机器学习的恶意域名检测通常为离线模
型和在线模型相结合[105]，一般流程如图 5 所示。
离线模型中，将带有标签的合法域名和恶意域名作
为训练数据集，从中提取基于网络层的特征、基于
区域的特征、基于时间的特征、基于 DNS 应答的
特征、基于 TTL 的特征或者基于域名信息等不同
层次的特征，然后选取决策树、X-Means 聚类算法
等 构 建 训 练 模 型 ， 同 时 可 采 用 诸 如
malwareurl.com①、McAffee Site Advisor②或 Norton
Safe Web③等网站提供的已知的域名数据集对训练
模型进行验证和参数调整。在线检测模型中，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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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ttp://www.malwareurl.com/

②

http://www.siteadvisor.com/

③

https://safeweb.nor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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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时采集的域名流量经过被动域名查询分析，进
行域名特征提取，如果是已知的域名信息，即已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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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域名特征，则输入训练模型继续训练；如果是
未知的域名信息，即无标签的特征，则输入已训练

离线模型
已标记的域名集

训练模型
(决策树、聚
类算法等)

域名特征提取

验证数据集

有标签
域名数据采集

域名查询

域名特征
提取

无标签

分类
器

否
正常域名

是
恶意域名

在线模型

图 5 基于机器学习的恶意域名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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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分类器对该域名进行判别是否为恶意域名。
例如，动态域名信誉系统 Notos[46]使用已知
垃圾邮件中的恶意域名和 Alexa.com 网站中已知
的合法域名作为被标记的域名数据，从中提取基
于网络特征、基于区域特征以及基于证据的特征
属性，使用 X-Means 聚类算法先后对网络特征及
区域行为特征进行聚类，然后利用聚类后的特征
向量与基于证据特征向量使用 LAD（Logit-boost
Stategy）决策树对新域名的进行信誉评分，评分
采用{0,1}表示，0 表示恶意域名，1 表示正常域名。
该模型的建立主要基于网络特征，对于新地址空
间映射的恶意域名无法进行检测。域名分析系统
Exposure[106]从多个来源的已知的域名数据中提取
了短期域名、域名的访问比例、不同 IP 地址的个
数、不同国家的数量、共享 IP 的数量、不同 TTL
域名的长度等 15 个行为特征，
采用 J4.8
值的数量、
算法（C4.5 算法在开源机器学习软件 Weka①中的
实现）构建决策树。Exposure 系统与 Notos 系统
相比，Exposure 系统不依赖于历史恶意数据进行
建模，并且模型训练过程中使用的训练数据和训
练时间较少、限制条件也较少。
机器学习技术除了用于恶意域名的检测外，
还用于随机域名的生成。在 2016 年的 BSidesLV②
会议中，基于深度学习的 DGA 算法 DeepDGA 被
提出[19]，该方法采用 Alexa 网站上收录的知名域
名作为训练数据，利用 LSTM 算法和生成对抗网
络构建模型，生成的域名与正常网站域名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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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机器学习技术生成的随机域名较难检测出，
易于被攻击者利用。
采用机器学习技术检测恶意域名虽然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
果攻击者了解域名检测系统的原理，就可以轻易
的逃避机器学习构建的检测系统；因此未来的研
究工作中可以采用诸如生成对抗网络等机器学习
技术构建新型的恶意域名检测系统。二是现有的
系统主要取决于已知的恶意域名作为训练数据构
建的检测系统，对于例如采用深度学习技术生成
的随机恶意域名检测效果不佳，因此未来的研究
中需要进一步发挥机器学习技术在未知恶意域名
的检测中的作用。

http://weka.wikispaces.com/

②

BSidesLV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每年为安全工程师或安全公司

提供为期两天的开放论坛。

网络安全检测主要指对网络的安全状态或者
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和检测，对不同接入网络的
行为进行分析和控制，以发现潜在的威胁或正在
进行的攻击。本节具体分析了机器学习技术在僵
尸网络的检测、网络入侵检测技术以及恶意加密
流量的识别中的研究现状。
4.2.1 僵尸网络的检测
在僵尸网络中存在大量被僵尸程序感染的主
机，通常称为 bot 或 Zombie，受攻击者的控制进
行恶意网络攻击，例如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
垃圾邮件（Spam）、网络钓鱼（Phishing）以及窃
取信息等恶意活动。僵尸网络的活动主要分为传
播、命令与控制（C&C）
、攻击三个阶段，其中命
令与控制是僵尸网络核心工作机制[107]。由于不同
的僵尸网络的传播、命令与控制以及攻击方式各
不相同，传统的僵尸网络检测采用效率极低的人
工分析的方式[108]。而机器学习的自学习能力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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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僵尸网络的检测效率提供了可能性。将机器学
习应用于僵尸网络检测中，首先从骨干网或者企
业网中的流量以及日志信息中提取流量特征或者
行为特征，然后利用 X-Means、随机游走等聚类
算法、SVM、随机森林及关联规则等算法实现检
测。根据检测特征的不同，应用机器学习技术的
僵尸网络的检测分为基于网络流量分析和基于关
联分析的检测技术。
从网络流量角度分析，僵尸网络的通信行为
从流量角度分析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群体相似
性，因此许多研究者通过聚类方法分析不同的网
络流量特征，从而检测僵尸网络。例如，Nagaraja
等人提出的 BotGrep[109]是一种通过对网络流量行
为分析检测结构化 P2P 僵尸网络的方法，该方法
通过从骨干网中采集的流量提取结构化 P2P 网络
的主要特征，例如快速收敛时间，然后利用随机
游走(random walk)聚类算法构造结构化 P2P 网络
的子图，再结合蜜罐等检测技术来判断是否为僵
尸网络。Antonakakis 等人提出的 Pleiades 系统[110]
采用图聚类和隐马尔可夫模型检测基于 DGA 的
僵尸主机，不仅能够识别已知的基于 DGA 的恶意
软件族，而且发现了新的基于 DGA 的僵尸主机。
Zhang 等人[111]利用网络中采集的 bot 查询流量，
第一次分析了 bot 查询意图以及攻击模式，采用
基于主题的单链层次聚类算法检测 bot 在查询引
擎中的查询是否具有攻击行为。Jacob 等人提出
的 Jackstraws 系统[112]利用主机信息，采用图聚类
方法自动捕获不同类型的 C&C 活动，实现了从僵
尸流量中发现 C&C 连接。此外，其他的机器学习
方法也用于尝试检测僵尸网络。例如，Bilge 等人
[113]
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对 Netflow 采集的网络流进
行分析，进而对僵尸网络进行检测。Chen 等人[114]
采用能够自适应特征集和训练分类标签的
LS-SVM 算法，对流分析抽取图特征用以检测僵
尸网络。
除了提取僵尸网络流量的流量特征外，僵尸
网络的通信行为往往和一些恶意事件在时间或空
间上有关联。因此，许多研究工作采用流量特征
与日志信息的关联分析检测技术集宁僵尸网络检
测。例如，BotSniffer 检测系统[115]对同一局域网
中 bot 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关联性进行分析，从
IRC（Internet Relay Chat）和 HTTP 流量中识别出
可疑的僵尸网络 C&C 连接，然后结合异常事件日
志，采用 X-Means 聚类方法进行关联分析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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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集中式的僵尸网络。BotMiner 检测系统[116]
则不依赖于具体协议以及僵尸网络结构，将所有
的流量按目的地址和端口进行聚合，利用
X-Means 聚类后的流量属性以及异常事件的日志
进行关联分析来检测僵尸网络。RB-Seeker[117]系
统采用了适合小样本数据集的线性 SVM 算法和
关联分析技术相结合检测重定向僵尸网络。该方
法首先将网络流量数据、spam 信息以及 DNS 日
志进行关联分析，利用线性 SVM 技术检测出恶意
域名，然后与 DNS 日志进行关联找出重定向的僵
尸网络。此外，对于加密流量的检测，不依赖于
深度包检测技术而使用关联规则技术 [118] 可以识
别 C&C 通信中的关键特征，从而自动识别受感染
的主机。
综上所述，在僵尸网络检测研究中，表 5 总
结了当前研究成果所采用的机器学习技术及选取
的检测特征，现有研究成果表明，由于网络流量
数据量巨大以及僵尸网络通信行为复杂，使得僵
尸网络流量的特征选取较困难，现有研究多数针
对特定类型的僵尸网络，且通过聚类方式的流量
分析技术检测精度很难达到实际应用需求。而将
网络流量行为和恶意事件日志进行关联分析的检
测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检测精度，也
仍有其局限性。例如，BotSniffer 采用固定的通信
协议以及特定类型的僵尸网络结构，BotMiner 虽
然不依赖于固定的通信协议和僵尸网络拓扑结
构，但采用了计算量较大的 X-Means 聚类算法，
从而检测时间较长。RB-Seeker 系统只针对特定的
僵尸网络活动，检测系统的可扩展性差；BotFinder
系统虽然可以检测多种僵尸网络活动，但只对其
中的三种僵尸网络类型检测效果较好。因此随着
僵尸网络传播、控制及攻击形式的多样化，如何
对僵尸网络流量进行有效的特征提取、如何能够
全面提高各种类型僵尸检测效率及精度，都是需
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4.2.2 网络入侵检测技术
不网络入侵检测的概念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
出，网络入侵检测即根据网络流量数据或主机数
据来判断系统的正常行为或异常行为，可以抽象
为分类问题。利用机器学习在解决分类问题的强
大能力，研究人员对基于机器学习的网络入侵检
测技术作了大量研究 [6,7,9]。经过多年的发展，网
络入侵检测技术趋于稳定，近五年机器学习与入
侵检测相结合的新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仅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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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代表性的部分研究成果阐述机器学习技术在
网络入侵检测中的应用现状。
根据入侵检测系统中检测引擎使用方法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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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网络入侵检测分为误用检测、异常检测及混
合检测。误用检测是以已知攻击为特征，将入侵
行为与正常行为按照已知的特征区分开来。该类

表 5 机器学习在僵尸网络检测中的应用
检测技术

特征

机器学习算法

精度

误报率

相关文献

基于网络流量分

P2P 流量

随机游走

93~99%

0.77%~0.92%

[109]

析的检测技术

DGA 流量

图聚类、隐马尔科夫模型

95%~100%

<1.4%

[110]

Bot 意图查询

单链层次聚类算法

94.13%-

-

[111]

主机信息

图聚类

81.6%

0.2%

[112]

NetFlow

随机森林

30%~70%

0.5%

[113]

图特征

LS-SVM

98%

-

[114]

C&C 异常命令结合异常日志信息

X-Means 聚类、关联规则

100%

<6%

[115]

流量的目的地址和端口聚合集合结

X-Means 聚类、关联规则

75%~100%

<0.0091%

[116]

SVM、关联规则

96.7%~99.3%

<0.008%

[117]

关联规则

49%~100%

1%~2%

[118]

基于关联分析的
检测技术

合异常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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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量数据关联 spam 信息以及
DNS 的日志记录

C&C 通信中的关键特征

一起使用，鲜见文献单独使用异常检测或混合检测
技术的[130]。经典的机器学习算法均可用于网络入
侵检测模型中，因此本文按照经典的机器学习算法
分别介绍在网络入侵检测技术的研究现状。
将机器学习技术应用于网络入侵检测系统的
一般流程如图 6 所示：首先通过网络流量采集工具
Snort、Wireshark 等自行采集数据集或者采用公开
的网络入侵数据集，接着对数据集进行预处理从中
提取网络入侵特征，然后选择合适的机器学习算法
构建入侵检测分类器，对待测数据识别是正常行为
还是异常行为。
神经网络是网络入侵检测技术中最流行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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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效率高且误报率低，但只能发现已知的入侵、
漏报率较高，并且特征的维护多采用人工方式完
成。异常检测指将当前网络行为与系统正常行为模
式进行比较，若两者偏差较大，超过了预定义的阈
值，则认为系统出现了异常或被入侵。异常检测对
新的攻击类型敏感，能够有效发现新的攻击，并且
能够检测零日漏洞。但是系统正常行为模式的学习
通常比较复杂，由此建立的异常检测系统对未知攻
击可能会产生较高的误报率。混合入侵检测是指将
误用检测与异常检测相结合，用于提高已知入侵检
测率并降低未知攻击的误报率。从已有研究成果
看，大多数检测方法都是异常检测与混合入侵检测

数据预处理

报

网络流量数据收集
（Snort、Wireshark
等工具）

数据包序号
发送IP地址
接收IP地址
协议类型等
入侵特征
提取

交叉验证

机器学习模型构建
（ANN、SVM、决策树、
聚类算法等）

公开数据集

分类器

图 6 基于机器学习的网络入侵检测流程

器学习算法。在误用检测研究中，Cannady 等人[27]
在数据采集阶段利用 RealSecureTM 网络监控器收

集了一万个事件，其中包括利用 Internet Scanner①
和 Satan[119]程序模拟产生的 3000 次攻击事件，在

①

http://www.i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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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预处理阶段选择了协议标识符（ID）
、源端口、
目的端口、源地址、目的地址、ICMP 类型、ICMP
代码、原始数据长度和原始数据九个特征，采用
神经网络构建多类别分类器，在模型验证阶段利
用随机采样方法选择 90%的数据作为训练集和验
证集，使用剩余 10%的数据作为测试集。实验结
果表明该模型取得了 93%的精度。神经网络构建
的误用检测系统易陷入局部最优解并且计算时间
较长。在异常及混合检测研究中，Lippmann 等人
[13]
使用没有隐藏单元的多层感知器组成的神经网
络构建异常检测系统，
首先将 telnet 会话中关键字
（事先预定义列表）出现次数作为神经网络的输
入，输出结果为攻击后验概率的估计。随后再将
被标记为攻击的实例作为训练数据，利用神经网
络生成检测模型，该系统仅实现了 80%的检测率。
Bivens 等人[12]使用 DARPA 1999 中的 TCP / IP 数
据构建了基于多层感知神经网络的异常检测系
统，与分析每个数据包的研究[27]不同，该系统使
用时间窗口对多个数据包为一组进行检测，因此
该系统能够检测持续时间较长的攻击类型。实验
结果表明对正常行为识别率达 100%，但对新攻击
的检测效果不佳，误识率（False Acceptance Rate，
FAR）达 76%。
关联规则方法用于提取与攻击者入侵行为相
关的关联特征。在误用检测研究中，Brahmi[14]则
使用 DARPA 1998 数据集，利用关联规则捕获
TCP/IP 参数和攻击类型之间的关系。对四种攻击
类型 DoS、Probe 或 Scan、U2R、R2L 的识别率分
别达到 99%、95%、75%、87%。当关联规则的维
度增大，会带来巨大的计算资源的消耗。在异常
及混合检测研究中，Tajbakhsh 等人[50]使用 KDD
1999 数据集中的 30 万个实例，利用模糊关联规
则挖掘关联信息，识别率达到 80.6%，FPR 为
2.95%。Apiletti 等人[120]通过从流量数据捕获关联
规则，与在线流同时分析实现异常检测。Luo 等
人 [121] 尝试将模糊逻辑应用于关联规则与频率集
合中，挖掘数据中模糊序列发生的频率。
贝叶斯分类器对给定序列进行概率计算，例
如对系统捕获的一系列异常事件进行概率计算，
根据该概率值判断该事件是否为攻击行为。在误
用检测研究中，Panda 等人[122]采用了 KDD 1999
数据集，利用开源机器学习软件 Weka 中的朴素
贝叶斯分类器[123]，对四种攻击类型 DoS、Probe
或 Scan、U2R、R2L 的识别率达 96%、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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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90%。该方法与采用神经网络的误用检测模型
进行性能对比，取得了较高的识别准确率，但漏
报率较高。在异常及混合检测研究中，Kruegel 等
人[124]使用 DARPA 1999 数据集，利用贝叶斯网络
设计实现入侵检测系统，分析操作系统的调用，
并检测运行在 Linux 和 Solaris 系统中的守护进程
和 setuid 程序攻击事件。Amor 等人[51]使用朴素贝
叶斯分类器实现异常检测系统，该系统使用了
KDD 1999 数据集，实验结果表明没有产生误报，
并且正常和异常类的识别率分别达 98％和 89％。
Berral 等人 [125] 在网络中间节点收集本地流量信
息，与邻近节点共享信息，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
采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分类流量，最后各个节点
信息聚合，从而提高全网检测 DDoS 攻击的能力。
但是如何准确获知网络的流量大小和流量状况分
布是在网络层进行 DDoS 检测的难点。在应用层
DDoS 攻击检测研究中，Yan 等人[126]首先分析企
业级场景下 DDoS 攻击与防御的博弈策略，提出
了利用贝叶斯网络来推断系统可能的状态，用随
机变量来描述 DDoS 攻击和防御场景中的系统状
态。然后使用贝叶斯网络对多级推理进行建模，
对复杂的 DDoS 攻击和防御场景进行评估。该方
法仅使用了单个贝叶斯网络，只能对特定的 DDoS
攻击和防御场景进行评估，适用面较窄。
隐马尔可夫模型擅长刻画系统的动态运行特
征，也被广泛的应用于网络入侵检测系统中。在
误用检测研究中，Ariu 等人[127]为了应对 Web 应
用程序攻击，例如 XSS 攻击或 SQL 注入攻击，利
用隐马尔可夫模型提取攻击特征，通过检测 HTTP
有效载荷实现多种入侵攻击分类。该方法虽然取
了较好的识别准确率，但如何根据已知的 HTTP
有效载荷序列推断隐马尔可夫模型中的隐藏状态
是该方法中的难点。在异常及混合检测研究中，
Joshi 等人[128]在入侵检测系统中采用 KDD 1999
数据集中的 TCP session 网络流量，选择 41 个特
征中的 5 个特征，利用隐马尔可夫模型建模。实
验结果表明对未知攻击取得了 79%的识别率。
SVM 以其高效性、稳定性及良好的泛化能力
在网络入侵检测系统中取得了较好的识别率。在
误用检测研究中，Li 等人 [15] 利用以径向基函数
（RBF）为内核的 SVM 分类器，设计了跟踪特征
删除策略和唯一特征选择策略来选择属性子集，
将 KDD 1999 数据集的 41 个特征减少到 19 个关
键特征，通过 10 倍的交叉验证优化模型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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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2%的识别准确率。在异常及混合检测研究中，
Hu 等[129]使用鲁棒支持向量机（RSVM）构建异
常检测分类器，在 DARPA 1998 数据集中有噪声
的情况下（例如训练数据中存在一些错误标签）
进行测试，分类性能良好。Wagner 等人[130]使用
Flame 工 具 [131] 采 集 了 真 实 攻 击 数 据 ， 包 含
NetBIOS 扫描、DoS 攻击、POP 垃圾邮件、安全
Shell、SSH 扫描等数据，再利用 One-Class SVM
分类器设计实现了异常检测系统，实验表明不同
类型的攻击识别正确率在 89%~94%之间，FPR 为
0%~3%之间。
表 6 机器学习在网络入侵检测中的应用
检测类型

机器学习算法

数据集

文献

误用检测

关联规则

DARPA1998

[14]

SVM

KDD1999

[15]

神经网络

算
计
网络层数据包

[27]

朴素贝叶斯

KDD1999

[122]

隐马尔可夫模型

DARPA1998、采集

[127]

HTTP 流量

决策树

[132]

贝叶斯网络

KDD1999

[136]

异常及混

关联规则

KDD1999

[5]

合检测

神经网络

DARPA1998/1999

朴素贝叶斯

KDD1999

贝叶斯网络

DARPA1999

朴素贝叶斯

HTTP 流量

贝叶斯网络

HTTP 流量或 DNS 流量

隐马尔可夫模型

KDD1999

SVM

DARPA1998

[129]

SVM

NetFlow 采集流量

[130]

决策树

KDD1999

[134]

DBSCAN

KDD1999

[135]

当前网络行为是恶意行为还是正常行为，如果是
恶意行为则进行第二级检测，具体分类为哪一类
恶意行为，该方法利用 KDD 1999 数据集作为实
验数据取得了平均 93.2%的识别正确率。
此外，无监督学习聚类算法也被用于异常及
混合检测中。例如，Blowers 等人[135]使用基于密
度的聚类算法 DBSCAN 对正常网络数据包与异
常网络数据包进行分组。
利用已知攻击为特征的误用检测，计算量较
小、检测精度高，但是无法检测新的攻击类型。
面对日益增加的攻击类型，难以及时更新已知攻
击特征库，因此难以抵御零日漏洞。基于机器学
习的异常及混合检测方法能够发现新的攻击类
型，但误判率较高；同时训练需要大量样本且在
复杂异构大数据环境下训练难度大，该类方法计
算复杂度较高，较难实现实时检测。此外，无论
是误用检测还是异常检测在实际网络环境中都较
难进行部署实施。究其原因，网络入侵检测与其
他应用领域相比具有自身的一些独特性。第一，
由于在真实网络环境中，采集网络入侵流量数据
比较困难，并且采集耗时较长，因此现有的研究
大多采用公开数据集（如表 6 所示）构建网络入
侵检测模型，已有研究成果表明，这类模型主要
使用网络入侵检测数据验证机器学习算法的性
能，而不是基于网络入侵检测技术的实际需求。
第二，面对海量的互联网流量数据，很难进行有
效的标注。此外，入侵检测系统要求模型要经常
再训练以适应日益增加的入侵类型，传统的机器
学习技术很难达到对训练模型的自学习的要求。
因此，将机器学习技术应用于网络入侵检测，在
未来的研究中应着重思考如何安全的获取大量
的、有效的网络入侵流量、如何在海量流量中自
动提取入侵检测特征，如何构建具有自适应的检
测模型三个方面问题。
4.2.3 恶意加密流量识别
基于深度包检测或者模式匹配等方法都对加
密流量束手无策，因此识别加密网络流量中包含
的威胁是一项具有挑战的工作。2016 年 AISec 会
议上 Anderson 等人首次提出在不解密网络流量的
情况下，利用机器学习技术从加密的网络流量中
识别出具有恶意行为的网络流量[23]，如图 7 所示，
首先采集了百万级的正常流量和恶意流量，然后
分析了 TLS 流、DNS 流和 HTTP 流的不同之处，
具体包括未加密 TLS 握手信息、TLS 流中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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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PA1999

[12,13]
[51]

[124]
[125]

[126]

决策树以其直观的特征表达、分类准确率高
及实现简单等优点，也被研究者应用于网络入侵
检测技术中。在误用检测研究中，Kruegel 等人[132]
用决策树构建检测模型取代了 Snort [133]中的入侵
检测引擎，该检测系统将规则进行聚类从而减少
了输入的数据与规则匹配的次数，大大减少了计
算时间。最后利用 DARPA 1999 数据集进行实验，
结果表明该系统的性能远优于 Snort 的性能。在异
常及混合检测研究中，Selim 等人[134]等人提出了
采用柔性神经网络与决策树算法相结合多级检测
方法对网络恶意行为进行分类，第一级检测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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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S

DNS

HTTPS

特征提取
（TLS流特征、
TLS背景信息）

验证数据

分类
器

恶意流量

正常流量

恶意流量

任意流量

正常流量

图 7 基于机器学习的恶意加密流量识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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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相关的 DNS 响应信息、
相同源 IP 地址 5min
窗口内的 HTTP 流的头部信息；然后从上述信息
中提取特征，将该特征采用零均值和单位方差进
行归一化处理，随后利用 L1 逻辑回归分类器获得
检测模型最优权值，并采用 10 倍交叉验证进行模
型验证。最后在实际检测中，将待测加密流量特
征向量输入模型，根据预设定的阈值进行判别是
否为恶意流量。实验结果显示，该方案对恶意加
密流量的识别准确率达到了 99%。该项研究不依
赖于加密有效载荷的检测，而利用了 TLS 流相关
背景信息（包括 DNS 响应、HTTP 头部等信息）

2017 年

辅助恶意加密流量检测，但该项研究是基于
WindowsXP 系统的 5 分钟窗口采集的流量数据，
因此使用该数据集构建的模型可能存在偏差。
Conti 等人[137]提出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分析网络加
密流量，用于识别移动终端用户的行为。在不与
移动终端交互的前提下，利用已知 APP 在移动终
端生成网络流量，在网络侧截取网络流量，将网
络流的时间序列进行标记，生成有标签的训练集；
然后使用层次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ing）算法
将网络流进行聚类，相似的流被分组在同一个簇
中代表有相似的用户行为，不同的流分组至不同
的簇；利用整数形式表示每个簇的特征，再使用
随机森林算法执行分类操作，将未知的流量分类
至不同的流簇中。尽管该方案针对 Facebook、
Gmail、Twitter、Dropbox 等 7 个知名 APP 的数据
进行实验均取得了不错的识别效果，但该方案仍
存在一定的缺陷：由于训练数据集是人为激发
APP 生成的，与真实网络环境中的数据存在一定
的偏差，由此对未在训练数据集中出现的恶恶意
加密流量的检测研究近年来刚刚起步，随着恶意

表 7 机器学习在网络安全中的应用

安全问题

网络基础

BGP 异常检测

问题抽象

分类/聚类

安全特征

BGP 更新消息特征、BGP 的时间序列特征等

设施安全

恶意域名检测

分类/聚类

学
机

网络安全

基于网络层的特征、基于区域的特征、基于时间的特

机器学习算法
层次聚类、决策树和 ELM、SVM

参考文献
[21,34,98,99,102]

和隐马尔可夫模型、朴素贝叶
斯、AdaBoost、LSTM
决策树、X-Means

[46,105,106]

征、基于 DNS 应答的特征、基于 TTL 的特征、基于

网络安全

僵尸网络检测

分类/聚类

检测

报

域名信息等

快速收敛时间、P2P 节点的通信图、误用检测信息、 X-Means 聚类、图聚类、单链层
域名中的语法特征、查询特征、分级域名的统计信

次聚类算法、SVM、随机森林、

息、n 元组的统计信息、加密特征、域名结构化的

隐马尔可夫模型、关联规则

[109-118]

特征、Bot 意图查询、主机信息、图特征、NetFlow、
C&C 通信中的关键特征、C&C 异常命令结合异常
日志信息、流量的目的地址和端口聚合集合结合异
常日志信息、
网络流量数据关联 spam 信息以及 DNS
的日志记录
网络入侵检测

分类/聚类

协议标识符（ID）、源端口、目的端口、源地址、

神经网络、关联规则、贝叶斯网

[12-15,27,50-51,1

目的地址、ICMP 类型、ICMP 代码、原始数据长度、 络、决策树、隐马尔可夫模型、

20-122,124-130,13

原始数据内容、TCP session 特征、攻击签名、telnet

朴素贝叶斯、SVM、DBSCAN

2,134-135]

逻辑回归、层次聚类、随机森林

[23,137]

会话、网络数据包
恶意加密流量
识别

分类/聚类

未加密 TLS 握手信息、DNS 响应信息、HTTP 流的
头部信息、网络流的时间序列等

流量形式的多样化，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加密流量

中的典型特征以及其它附加信息；此外还可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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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样化的机器学习模型提升对恶意加密流量
识别系统的效率及适应性。
4.3 小结

算
计

本节主要介绍了机器学习在网络基础设施安
全以及网络安全检测中的研究现状，包括 BGP 异
常检测、恶意域名检测、僵尸网络的检测、网络入
侵检测以及恶意加密流量的识别。这些研究中主要
使用的安全特征、机器学习算法以及相关文献如表
7 所示。BGP 路由的安全关乎互联网的连通性以及
稳定性，域名系统是各类关键应用的基础，因此网
络基础设施安全由于其重要地位对检测的准确率
及误报率要求较高。僵尸网络、网络入侵以及恶意
加密流量由于攻击流量大、形式多样化，对该类攻
击检测要求能够做出快速实时响应。基于机器学习
构建在线网络安全检测模型，应满足三方面要求：
时间复杂度、增量更新能力及泛化能力。现有的研
究中能够达到线性级复杂度的神经网络等算法无
法满足对实时流的处理，满足增量更新能力的隐马
尔科夫模型及朴素贝叶斯网络等算法却会带来计
算的复杂度，具有良好泛化能力的模型则强烈依赖
于输入数据集。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机器学习算法
以及应用于网络安全问题时提高准确率、实时性等
均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邮件，因此检测效率低、规则更新不及时。采用人
工干预少且能够自动更新规则的机器学习技术，在
服务器端或客户端部署垃圾邮件检测系统，解决了
传统垃圾邮件检测方法存在的问题。
垃圾邮件的检测可以抽象为机器学习的文本
分类问题，例如，最简单的分类可以定义为{-1,1}，
-1 代表非垃圾邮件；1 代表垃圾邮件。为了将垃圾
邮件信息能够定义为文本分类问题，首要将垃圾邮
件文本信息进行数值化表示，每条消息通常表示为
一组向量，特征向量中的元素代表了垃圾邮件中特
征值。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若干数据预处理的过
程，例如垃圾信息的词汇处理、数据清洗、降维、
特征表示、归一化等操作，尽量用较少的特征表示
垃圾邮件的有效信息。定义特征向量以及构建训练
数据集后，选择适当的机器学习分类算法例如朴素
贝叶斯分类器、决策树、SVM、神经网络等将待测
的邮件与已知垃圾邮件的特征进行匹配，从而识别
是否为垃圾邮件。
Stanford 大学的 Sahami[23]最早提出使用朴素贝
叶斯分类算法在垃圾邮件检测中。除了使用已有的
邮件样本定义的特征之外，还将人工定义的特征添
加到特征向量中，例如‘free money’
、
‘Only $’、
域名后缀特征是否有附件以及接收时间等。在统计
了不同特征在垃圾邮件与合法邮件中出现的概率
之后，利用朴素贝叶斯计算公式取得待测邮件的后
验概率。朴素贝叶斯算法遵循样本中的所有特征是
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的假设条件。在实际情况中，
该假设条件难以成立。随后有研究者利用神经网络
[16]
、SVM[43]等机器学习算法解决基于内容的垃圾邮
件检测。
然而垃圾邮件发送者通过更改发送垃圾邮件
的 IP 地址或者改变垃圾邮件内容，可以逃避基于内
容的垃圾邮件检测系统 [139]。因此，有学者提出了
不依赖于垃圾邮件内容的检测方法[140]，该方法使
用了基于轻量级的网络层的 13 个特征，包含针对
单个包的特征，针对单个头部的特征、单个消息的
特征以及基于历史信息的聚合特征，利用多个决策
树的集成学习方法构建邮件发送者信誉评估系统，
将垃圾邮件的发送者 IP 与合法用户区分。该方法仅
能处理小规模的邮件数量，扩展性较差。
2008 年之后垃圾邮件过滤技术趋于稳定，鲜见
有新的技术出现。随着近年来大数据的不断涌现，
如何应对在海量数据中对新型的垃圾邮件快速做
出反应仍是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此外，垃圾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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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器学习在应用安全研究中的应用

5.1 应用软件安全
电子邮件、PDF、网页等是最常见的软件应用，
它们的安全问题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
一。目前，机器学习技术在应用软件安全中的典型
研究包括垃圾邮件的检测、恶意网页的识别以及恶
意 PDF 文档的检测。
5.1.1 垃圾邮件的检测
传统垃圾邮件检测方法是在服务器端手动设
置检测规则，即在服务器端通过修改邮件传输协
议、设置发送或接收规则或设置黑白名单等 [138]完
成垃圾邮件过滤。该方法只能屏蔽已知类型的垃圾

报

本节从应用软件安全、社会网络安全两个方
面，介绍机器学习在应用安全中的相关研究工作。
其中，应用软件安全主要包括垃圾邮件检测、PDF
恶意软件检测、恶意网页检测，社会网络安全主要
包括社交网络异常帐号检测、信用卡欺诈检测、取
证分析、网络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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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识别是典型的在线应用，因此如何能够在邮件
识别的过程中自动的实现分类器的更新是未来研
究的方向之一。
5.1.2 基于 URL 的恶意网页识别
恶意网页通常指在用户访问网页时能够窃取
用户隐私、安装恶意程序或执行恶意代码的网页集
合。恶意网页识别通常采用基于黑名单的识别方
法、基于规则匹配的方法以及基于主机行为识别的
方法。这些方法存在时效性差、误报率高及更新难
等问题[141]。机器学习算法以其强大的自学习能力，
成为恶意网页识别研究中新的技术路线。目前主要
分为基于分类方法的恶意网页识别和基于聚类方
法的恶意网页识别。
基于分类方法的恶意网页识别，通常将该问题
抽象为机器学习的二分类问题，一般流程如图 8 所
示，首先根据已标记 URL 数据集进行特征提取，
常用的静态特征包括主机信息、URL 信息和网页信
息等，动态特征主要包括浏览器行为、URL 的重定
向信息、网页跳转关系等；对上述特征进行归一化
处理，归一化后特征的取值用{0，1}表示；已知的
网页标记用{0,1}表示，{0}代表正常网页，{1}代表
恶意网页；然后选择决策树、贝叶斯网络、SVM、

特征提取
（URL信息、
主机信息、
链接关系等）

特征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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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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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URL
数据集

逻辑回归等分类算法构造分类器，进而识别未知类
型 URL 数据集。
Justin 等人[20]采用 URL 信息的词汇特征以及主
机特征，在假定各个特征独立的条件下，利用贝叶
斯规则，计算每个特征属于恶意 URL 的概率。对
待测的 URL 提取特征后，计算其后验概率，通过
预设的阈值来判别待测网页是否属于恶意网页。朴
素贝叶斯分类器算法简单，分类速度快，但其局限
于要满足于特征独立的假设，然而在恶意网页识别
时，该假设条件并不成立。与朴素贝叶斯分类器不
同，SVM 算法无需满足特征相互独立的假设，
Huang 等人[28]提取了 4 个钓鱼网页 URL 的结构特
征、9 个词汇特征及 10 个知名钓鱼网站域名特征，
利用 LIBSVM 函数设计钓鱼网页识别系统。虽然该
方法对特征直接关系无要求，但 SVM 分类器分类
准确性对训练数据和参数依赖较强。SanghoLee 等
人[11]从 URL 重定向链接关系出发，引入重定向链
接长度、入口 URL 出现频率等信息作为特征，利
用逻辑回归分类器学习到一组权值，对可疑 URL
提取特征，将权值与特征向量线性相加后进行归一
化处理，进而对可疑 URL 进行识别。该方法分类
速度快，但若输入数据有偏差可能导致分类器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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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器

正常网页

恶意网页

图 8 基于分类方法的恶意网页识别流程

敛。
基于聚类的恶意网页识别的一般流程如图 9 所
示，首先将网页采集的 URL 数据集中提取链接关
系、
URL 特征、
网页文本信息等特征，
通常采用{0,1}
标识；然后根据聚类算法，将 URL 数据集划分为
若干聚类，同一聚类的 URL 数据之间具有较高的
相似度，而不同聚类的 URL 数据对象之间的相似
度较低；最后根据已标记数据的聚类结果，对待测
URL 识别是否是恶意网页。文献[22]从待测网页及
关联页面中提取链接、关键词排序、网页文本及层

次相似度等关系作为特征，利用已知钓鱼网站 URL
地址集 PhishTank 和基于密度的聚类算法 DBSCAN
(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 [142]对待测 URL 与已知的钓鱼网页特征
进行密度计算，若与已知类别的钓鱼网页接近，即
可判别为该类钓鱼网页。该方法特征的提取需要依
赖网页文本信息和搜索排序，因此其分类速率较
低。
上述经典机器学习算法对恶意网页进行特征
提取时，存在分类器速度慢、过拟合或不收敛等问

张蕾等：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的应用

题；同时海量网页带来的海量特征，容易产生高维
特征空间，造成维数灾难；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快
速有效的特征选择方法以及降维方法对高维数据
空间进行处理。此外，在海量的网页数据中，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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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与正常网页存在巨大的数据不平衡性 [143]，因
此如何针对巨大的不平衡数据集对恶意网页进行
识别是一项新的挑战。

URL特征

URL数据
采集

01100101
11001001
01111101

特征提取
（URL信息、
链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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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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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eans等）

URL判别

正常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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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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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恶意 PDF 的检测
恶意 PDF 是指在正常的 PDF 文件中嵌入恶意
代码。传统的恶意 PDF 检测方法有基于病毒检测
[144]
、基于签名的的检测方法[145]等，这些方法存在
识别率不高、无法及时更新恶意代码等问题。机器
学习技术为恶意 PDF 检测提供了新方向，与恶意网
页识别类似，恶意 PDF 软件的检测也属于机器学习
的二分类问题，但二者采用的特征明显不同。
PDF 文档的检测研究大多采用 PDF 文档内容
或结构为特征，利用随机森林、SVM、决策树等分
类器构建 PDF 检测器。例如，Charles 等人提出通
过 随 机 森 林 检 测 含 恶 意 代 码 的 PDF 文 件 技 术
PDFrate[47]，作者从 PDF 文档元数据以及文档结构
中提取了 135 个特征，
使用已标记特征的训练数据，
并采用 10 倍的交叉验证，生成具有多个分类树的
分类器，从待测 PDF 文档提取特征，评估森林中的
每个树，最后投票决定其分类。该方法初始训练过
程计算开销较大，但一旦分类器构建完成，对待测
的 PDF 文档的分类速度很高。PDFrate 仅从简单的
PDF 元数据以及字节级的文件结构提取特征，随后
Nedim 等人提取 PDF 文档对象级的结构特征，构建
基于 SVM[146]以及基于决策树的分类器 Hidost[147]，
实验表明，该类方法取得较好的分类效果。
然而，上述方法均存在一定的漏洞，攻击者可
通过改变 PDF 结构或随机修改恶意代码躲避检测。
例如 2016 年 NDSS 会议上，Xu 等[148]采用遗传编
程（Genetic Programming）随机修改已知的恶意软
件代码，成功躲避了恶意 PDF 文件分类器 PDFrate
和 Hidost 的检测。再如 Nedim 等人提出[149]利用
SVM 生成恶意 PDF 文件，通过改变了 PDF 结构成
功躲避了分类器 PDFrate。

从恶意 PDF 文件的攻防博弈两方研究来看，无
论以文件内容还是文件结构为特征都不能训练出
可靠的 PDF 分类器。究其原因，以文件结构或内容
上的差异为特征，训练出来的分类器存在很大盲
区。因此，采用机器学习方法构建 PDF 恶意软件检
测，在未来的研究中不仅要考究准确率、误报率等
度量指标，还应考量更合适的特征，或者利用深度
学习等自动提取恶意 PDF 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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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社会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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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与机器学习相关的社会网络安全研究主
要集中在社交网络异常帐号检测、信用卡欺诈检
测、取证分析以及网络舆情方面。下面分别详细介
绍相关研究工作。
5.2.1 社交网络异常帐号检测
社交网络中存在着大量的虚假帐号和被盗用
帐号，这类帐号统称为异常帐号。异常帐号常被用
来发布虚假广告、色情、钓鱼等恶意信息 [150]，对
社交网络用户带来极大的危害。为了高效地挖掘出
海量社交网络帐号信息中的异常帐号，已有大量研
究利用机器学习技术检测社交网络异常帐号，根据
检测特征不同分为基于帐号行为的检测方法、基于
消息内容的检测方法。
基于帐号行为的检测方法的关键在于如何选
取帐号行为特征及检测算法。基于帐号行为的检测
方法的基本流程是，首先在社交网络中获取数据
集，构建训练数据集、验证数据集及测试数据集；
然后利用异常帐号与正常帐号相比，在发送消息的
频率、添加好友的请求等行为方面的差异性，从数
据集中提取相应的特征，目前常选取的行为特征
有：用户的个人信息、用户行为、帐号创建时间、
每天发布消息数量以及好友关系等；然后选择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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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SVM、朴素贝叶斯、K-Means 等算法训练构
建分类器。
目前，许多学者从知名社交网络中选取不同的
行为特征和机器学习算法进行研究。例如，
Stringhini 等人[44]通过网络爬虫收集个人信息作为
数据集，从中提取好友请求比率、发布 URL 在日
志记录中的比率、消息相似度、好友选择、消息发
送数量以及好友数量为特征，使用训练数据训练开
源机器学习软件 Weka 中提供的随机森林分类器，
采用 10 倍交叉验证方式验证分类器，然后分别对
Facebook、Twitter 中的异常帐号进行检测。随机森
林分类器识别准确率高、误报率小，但对于海量的
社交网络帐号，随机森林分类器的构建会占用内存
大，评估时间较长；同时如果训练数据存在较大噪
音时，分类器易过拟合。Wang 等人[151]选取用户点
击行为中的 8 个特征和会话级信息的 4 个特征，利
用 SVM 构建分类器，对人人网和 LinkedIn 的数据
进行正常点击和异常点击行为分类。该方法对未知
异常帐号具有较好的检测效果，但由于选取的是帐
号长时间点击行为的特征，因此对点击时间较短的
帐号存在较高的漏检率。Freeman[152] 选取注册时
间、点击历史等行为特征，利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
对 LinkedIn 网站的异常帐号进行实验，该方法操作
简单，但误报率较高。Viswanath 等人[153]针对社交
网络用户行为数据的高维度、持续时间长以及存在
噪音等问题，将社交网络正常帐号中基于时间、空
间和时空的行为作为特征，利用主成分分析 PCA
算法建模，然后将待测帐号的特征后输入该模型，
根据偏离程度判断该帐号是否有异常行为。
基于消息内容的异常帐号检测，是根据异常帐号所
发布的内容与正常帐号所发布内容的相似程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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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该方法采用的特征是消息内容本身，例如消息
文本中的 URL、消息内容等。目前常采用机器学习
有 SVM、逻辑回归分类器、聚类算法等。例如，
Egele 等人[154]针对社交网络中帐号被劫持的问题，
对采集的数据集中的每条消息选取帐号每日活动
小时数、消息来源、消息主题、直接用户交互等 7
个信息为特征，采用开源机器学习软件 Weka 中的
SMO（Sequential Minimal Optimization）算法构建
了判别模型，然后对可疑帐号的消息内容进行聚
类，根据聚类中已知消息的类型判断帐号是否被劫
持。该方法针对消息的相似性进行判别，易于被攻
击者躲避检测。Thomas 等人[155]从社交网络帐号提
交的每一个 URL 提取特征，
包括 URL 的特征、
URL
跳转特征、HTML 头部、HTML 内容等，构建逻辑
回归分类器来判断是否为恶意的 URL。该方法仅通
过 URL 的特征进行判别，因此对无法对其他类型
的恶意行为检测。 Amleshwaram 等人[156]为了检测
Twitter 中的帐号的异常行为，选取了垃圾邮件的目
的域名、推文的内容以及推文的来源为特征，采用
K-Means 算法对 Twitter 中的异常帐号的恶意行为
进行检测，该方法仅对具有恶意行为的帐号进行检
测，对劫持帐号以及虚假帐号无法检测。此外，还
有将帐号行为特征和消息内容结合的异常帐号检
测研究。例如 Miller 等人[30]从 Twitter 文本内容、
好友及粉丝的帐号信息、好友关系中提取了 107 个
特 征 ， 利 用 基 于 密 度 的 聚 类 算 法 DBSCAN 和
K-Means 聚类算法相结合进行数据流聚类，将正常
帐号聚为一类，其他为异常帐号类；但由于实验采
用的训练集和测试集数据量较少，并且检测主要依
赖于 Twitter 文本内容，因此只能检测发送恶意消息
的异常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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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机器学习在社交网络异常帐号检测中的应用
检测方法

主要特征

机器学习算法

社交网络

相关文献

基于帐号行为的检测方法

好友关系、消息内容、URL

随机森林

Facebook、Twitter

[44]

用户点击行为

SVM

人人网、LinkedIn

[151]

用户时间、空间行为

PCA

Facebook

[152]

注册时间、点击历史等

朴素贝叶斯

LinkedIn

[153]

用户个人信息特征以及微博文本内容

DBSCAN、K-Means

Twitter

[30]

时间、消息来源、消息主题、直接用户交互等

SVM

Twitter

[154]

URL 的特征、URL 跳转的特征、HTML 内容、

逻辑回归

Twitter

[155]

K-Means

Twitter

[156]

基于消息内容的检测方法

HTTP 头部、JavaScript 事件、DNS
推文内容、推文来源、垃圾邮件目的域名

综上所述，如表 8 所示，社交网络异常帐号检

测主要采用随机森林、SVM、朴素贝叶斯及 K-means

张蕾等：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的应用

算
计

等经典的机器学习算法，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针对
Twitter、LinkedIn、Facebook 等知名社交软件数据，
根据检测帐号类型不同，提取的特征差异较大。基
于帐号行为的异常帐号检测是基于异常帐号的行
为特征，因此无法对恶意行为进行实时检测；而基
于消息内容的异常帐号检测，在异常帐号发布恶意
消息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检测到，但只是能够检测发
布异常消息的帐号，对其他不发布恶意消息的异常
帐号无法检测。因此上述两种检测方法均存在着检
测模型适应性差，易被攻击者绕过等问题。未来可
以利用深度学习、深度增强学习等技术深度挖掘社
交网络帐号的行为及内容特征，提升检测模型的自
我学习能力。
5.2.2 信用卡欺诈检测
早期，Chan 等人[25]在 SIGKDD 上发表了信用
卡欺诈检测研究工作，发现信用卡交易数据巨大、
欺诈交易比合法交易少很多、经济损失依赖于交易
次数和其他因素等，上述发现体现了信用卡欺诈数
据具有稀疏性、非平衡性以及环境复杂性等特性。
Raj 等人[157]分析了神经网络、决策树、自组织
映射、认知计算、元学习、模式匹配等的信用卡诈
骗检测方法，并对比研究其应用效果。Bhattacharyya
等人 [158] 基于国际信用卡组织发布的真实交易数
据，并针对该数据的高维性和非平衡性问题，重新
生成数据的属性特征值，然后利用 SVM、随机森林
分别与逻辑回归结合的算法检测信用卡欺诈。此
外，信用卡欺诈检测需要较高精度，一旦检测有误
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为此，Sahin 等人[159]提出
基于代价敏感的决策树方法来检测信用卡欺诈，通
过过采样或下采样训练数据来得到代价敏感的属
性特征值。Srivastava 等人[160]对信用卡交易操作序
列建模，使用隐马尔科夫模型对持卡人正常交易行
为训练，构建欺诈行为分类器，输入的信用卡交易
若不被分类器以较大的概率接受，则被认为是欺诈
交易行为。
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信用卡欺诈检测从数据
预处理、属性特征选取、机器学习算法选取等方面
作了优化研究。然而直接应用机器学习的各类算法
并不能取得较好的检测效果，因为信用卡交易数据
具有稀疏性和非平衡性等问题，这也是造成现实应
用中信用卡检测效果仍不佳的原因。因此训练数据
的选取和预处理是信用卡欺诈检测研究的难点，未
来可利用聚类等方法识别隐藏在数据中的特征属
性，并进一步过滤掉无用数据。此外，面对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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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金融大数据，交易欺诈数据的稀疏性、非平衡
性以及金融环境的复杂性等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
传统的人工特征和机器学习方法进行信用卡欺诈
检测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未来研究可尝试利用先进
的机器学习技术提高信用卡欺诈检测系统的准确
率，例如利用深度学习自动提取信用卡交易特征属
性值；以及针对实际应用场景，还可从进一步地提
高信用卡欺诈检测系统的实时性方面着手研究，并
在检测准确性和实时性上实现突破。
5.2.3 取证分析
取证分析常被用来调查诈骗、侵占知识产权、
入侵攻击等犯罪行为。常见的取证技术包括电子取
证、计算机取证和网络取证，相应的证据包括电子
设备、计算机、网络运行过程中反映事实的数字信
息或数据。典型的数字证据有存储设备中的图像或
音视频文件、计算机系统的日志、网络入侵检测系
统的工作记录等。传统人工分析数字证据的方式存
在时间长、过程复杂等的问题，且需要分析的证据
数据量越来越大，因此已有部分研究开始利用机器
学习进行取证分析。
Pearl 等人[161]利用机器学习技术识别文件中的
伪造笔迹，主要将书写特征、笔迹内容特征为输入，
采用监督学习中的稀疏多项式逻辑回归分类器进
行笔迹识别。Khanna 等人[162]将相机、扫描仪或计
算机图形软件生成的图像的差值作为残差模式噪
声特征，利用 SVM 分类器区分是否为合成图像。
Khan 等人[163]利用贝叶斯网络从文件系统活动（例
如访问、创建、修改、删除）中分析证据。Mukkamala
等人[164]提出利用 ANN 和 SVM 来识别大量信息中
的有效证据。Palomo 等人利用网络流量日志进行数
字证据挖掘，采用 SOM 算法仅挖掘出流量数据的
定性特征[165]，随后基于增长式层次自组织映射网
络（Growing Hierarchical Self-organizing Maps，
GHSOM）分析高维的日志数据[166]，该方法不仅能
提取定性特征，还能提取定量特征。
目前基于机器学习的取证分析处于起步阶段，
大多数研究仅提供了一种技术方案，存在无法解释
事件因果关系及取证过程复杂、分析时间长等问
题。因此，未来取证分析技术可以基于深度学习、
迁移学习等进一步提升数字取证效果；还可以研究
追踪溯源取证系统，以提升基于机器学习的取证技
术的可信度。
5.2.4 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是在网络空间下网民对事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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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及其影响力的集合 [167]。国外最早的相关研究
为 1996 年 美 国 国 防 部 等 提 出 的 TDT （ Topic
Detection and Tracking）项目[168]，主要目的是探索
新话题出现和追踪再现它们的演变。大量研究诸如
热点识别[167]、追踪及趋势分析[169]、观点挖掘与情
感分析[170-171]均集中在数据挖掘和信息检索领域，
本文从安全角度出发介绍具有代表性的网络舆情
研究工作。
在危险事件识别方面，Alsaedi 等人[172]提出公
共危害事件实时识别框架，整个流程如图 10 所示，
简单概括为：收集 Twitter 的用户生成内容数据；数
据预处理；利用朴素贝叶斯分类模型来区分是否是
危害事件；选取时间、空间、文本等特征，再利用
在线聚类算法得出公共的危害事件；最后生成危害
事件摘要信息。该研究不需要危害事件的先验知
识，且与 SVM、逻辑回归等分类算法相比，文中选
取的朴素贝叶斯算法效果最佳。在舆情分析方面，
Liu 等 人 [173] 针 对 舆 情 数 据 的 半 结 构 化 特 性 ，

2017 年

社交网络用
户生成内容

预处理

公共危害
事件

生成危害事
件摘要

朴素贝叶斯分类器
（提取危害事件）

在线聚类

图 10 危险事件识别流程图

提出用传统的向量模型来表示网络舆情的文本格
式，利用 K 均值算法对从网站收集的语料库实现文
本聚类，并使用 SVM 分类器对新发现的舆情文本
分类。针对热点检测，Li 等人[174]提出基于文本挖
掘和情感分析的在线论坛热点检测与预测，将 K 均
值算法和 SVM 分别作为自动分析文本情感的方法。
实验数据取自新浪体育论坛，结果显示 SVM 与 K
均值算法预测结果类似。针对网络舆情预测，Zeng
等人 [175]将隐马尔科夫模型应用到舆情预测，构建
了描述网络舆情状态和特征的数学模型，该模型能
够根据预测错误率动态调整模型参数。

表 9 机器学习在应用安全中的应用

安全问题

问题抽象

安全特征

机器学习算法

参考文献

应用软件

垃圾邮件检测

分类/降维

邮件的发送者 IP 地址、邮件内容文

朴素贝叶斯、神经网络、SVM、决策

[16,24,43]

本特征、域名特征

树集成法

分类/聚类

主机信息、URL 信息、网页信息、

决策树、贝叶斯网络、SVM、逻辑回

/降维

浏览器行为、URL 的重定向信息、

归、DBSCAN

安全

基于 URL 的恶
意网页识别

学
机

应用安全

[11,20,22.28]

网页跳转关系

安全

分类

社交网络帐号
异常检测

PDF 文档内容、PDF 文件结构

随机森林、SVM、决策树、遗传编程

分类/聚类

用户的个人信息、用户行为、帐号创

随机森林、SVM、PCA、朴素贝叶斯、

/降维

建时间、每天发布消息数量以及好友

逻辑回归、K-Means、DBSCAN

容等

报

社会网络

恶意 PDF 检测

信用卡交易次数、行为等

神经网络、决策树、SVM、随机森林、

关系、消息文本中的 URL、消息内

信用卡欺诈检

分类

测
取证分析

[47,146-149]

[30,44,151-156]

[157-160]

隐马尔科夫模型
分类/降维

书写特征、笔迹内容特征、残差模式

逻辑回归、ANN、SVM、SOM

[161-166]

用户生成内容的时间、空间、文本等

朴素贝叶斯、K 均值、SVM、隐马尔

[172-175]

特征

科夫模型

噪声特征、文件系统活动、网络流量
日志
网络舆情

分类/聚类

现有的基于机器学习的网络舆情研究，主要针
对了具有半结构化数据特征的文本，而视频、语音
等非结构化数据的网络舆情分析、预测等研究较
少，因此进一步加强视频、语音舆情的研究将会使
整个网络舆情分析更为完善。在网络舆情安全势态

的实时感知、实时预测方面，现有的技术方案的效
率仍较低，未来还需进一步研究如何提高效率。总
体而言，专门针对安全领域的网络舆情研究还较
少，随着国内外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的发布，网络舆
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公共安全的网络舆情

张蕾等：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安全研究中的应用

发现、预测、响应的研究，因此，相关的网络舆情
技术将是未来热门研究方向之一。
5.3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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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主要介绍了机器学习在应用安全领域的
研究现状，包括应用软件安全、社会网络安全两个
方面，其中应用软件安全和社会网络安全常用的安
全特征、机器学习算法以及相关文献如表 9 所示。
在应用软件安全研究中，主要利用机器学习技
术对应用软件的信息内容作出安全防护，从邮件的
文本内容、网页信息或 PDF 文件内容、结构，构建
能够自动更新的检测模型，但现有检测模型过度依
赖于训练数据，泛化能力较差，因此需要深入挖掘
应用软件的安全特征，提高检测模型的泛化能力。
在社会网络安全方面，针对社交网络中异常账号检
测，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账号及内容特征，构建更
具泛化能力的模型。针对信用卡欺诈检测，需要进
一步研究信用卡欺诈行为检测中的数据集稀疏性、
非平衡性以及金融环境的复杂性等问题。针对取证
分析，需要解决因果关系不可解释的问题。针对网
络舆情，需要提高网络舆情安全势态感知、预测的
实时性。

要求对安全的源头进行追溯，机器学习技术的解决
方案具有无法溯源的根本问题。因此，在未来的研
究中，如何能够使机器学习的解决方案具备可解释
性、鲁棒性，同时如何能够对网络空间安全问题进
行溯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攻击的防御难度
目前机器学习技术被广泛的应用在系统硬件
检测、用户身份认证、恶意域名检测、垃圾邮件检
测、恶意软件检测等安全检测研究领域。与此同时，
攻击者也开始研究如何利用机器学习技术进行有
效的网络攻击[19,65,84,140,148]。例如文献[179]中提出了
一种基于梯度的方法构造攻击性的数据，将少量攻
击性数据放入训练样本中，用于 SVM 的训练，会
导致 SVM 在检测样本上的错误率明显提升。使用
机器学习构建的攻击工具会轻易的躲避现有的基
于机器学习的防御设施。采用机器学习技术作为攻
击技术，增加了检测及防御的难度，目前的研究中
对该类攻击的解决方案较少。在未来的研究中，针
对网络空间安全数据的不断增加以及攻击种类多
样化的现状，如何能够提高实时监测效率以及解决
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攻击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深入
研究。
（3）机器学习自身的安全问题
机器学习构建的模型自身也并非是一定安全的
[180-182]
。例如，大量研究采用机器学习构建训练模
型，但其输入数据中包含大量的隐私数据，如果攻
击者对该模型进行分析，极易得到用户的敏感数
据。此外，最近的一些研究中对机器学习构建的模
型的输入样本进行攻击，从而使机器学习模型无法
取得良好的检测效果。例如增强学习算法 DQN,
TRPO 以及 A3C 等都能够轻易的被对抗样本所操
控[183-184]，将对抗样本作为输入，即使其中仅包含
人类难以察觉的轻微的扰动，也会导致极大的系统
性能下降。对抗样本作为机器学习模型的输入，使
得系统难以防御它们。2014 年 Goodfellow 提出的
生成对抗网络[41]，将生成模型与识别模型相结合，
采用博弈思想训练识别模型，为提高系统安全性能
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是生成对抗网络如何与网络
空间安全领域问题结合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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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目前基于机器学习的网络
空间安全研究在系统安全、网络安全及应用安全领
域中已有不少解决方案和方法，在包括硬件木马检
测、网络入侵检测、社交网络帐号检测等领域均取
得了不错的检测效果。但是无论是模型的泛化能
力，还是检测准确度、实时性等问题，目前的技术
解决方案均不能完全满足网络空间安全的应用需
求，并存在一些目前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可进一步
研究的方向，采用机器学习技术解决网络空间安全
问题仍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同时机器学习技术本
身存在一定的研究难点，在解决网络空间安全问题
中面临巨大挑战：
（1）基于机器学习的安全解决方案的可解释性与
溯源性
大多数机器学习的算法都是黑盒模型，其学习
算法可能是公开和透明的，但它产生的模型却是不
可解释的[176-178]。例如对恶意代码分类的结论无法
获知其原由，尤其当算法出现错判时，很难判别是
因为模型参数不正确还是神经网络中某个神经元
出现了问题。此外，在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中，常常

7 结束语
网络空间安全研究网络空间中的安全威胁和
防护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更与人们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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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息息相关。网络空间中存在着大量的网络流
量、日志信息、系统信号等数据，深入挖掘这些数
据的特征及关联关系，能够为网络空间各级应用提
供安全防护措施。机器学习作为当前人工智能领域
最热门的研究方向之一，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
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吸引了
越来越多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研究人员的关注，取得
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成果。本文对这些成果进行了
系统的总结和分析，以机器学习为技术手段，着重
总结了机器学习如何应用于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对
机器学习在网络空间中的系统安全、网络安全以及
应用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比较，最后探讨了
机器学习技术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发展趋势及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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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Cyberspace secur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he stability of societ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area because it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echnologies, such as cloud computing, Internet of Thing,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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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cyberspace security is being confronted with a series of

Furthermore ， they categorize the research on cyberspace

new threats and challenges. There has been much work done in

security into three main subjects: system security, network

both machine learning and cyberspace security in recent years.

security and application security.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A certain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gained by academia

security features an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in each of

and industry. However, a lot of security issues based on

the subjects followed by discussion and comparison on these

machine learning still have not been addressed well.

techniques, and point out the possible research trends in the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machine learning for cyberspace security. The authors first
summarize the workflow of machine learning in security issues.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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