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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及其在异常检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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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在入侵检测中应用模糊关联规则挖掘的方法，提出了对传统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改进。最后以网

络流量分析为例，详细描述了在入侵检测中运用模糊关联规则挖掘的步骤，并以规则集相似度建立对入侵的

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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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侵是指一系列试图破坏信息资源完整性、

一致性和可用性的行为［１］。目前，入侵检测的方

法主要有两种，即滥用检测和异常检测［２］。由于

滥用检测无法检测到未知及新型攻击，因此漏报

率高，异常检测则因难以全面定义系统的正常轮

廓而误报率高。因此，在入侵检测中引入软计算

方法成为当前的一个发展方向。

目前数据挖掘在入侵检测中的应用已经有了

广泛的研究［３，４］。但是，由于数据挖掘通常只能

对离散值进行处理，在数据预处理中要将连续属

性域划分为若干离散区间，这就导致了所谓的“尖

锐边界”（ｓｈａｒｐｂｏｕｎｄａｒｙ）问题。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国内外一些学者提出了结合模糊集理论的

模糊数据挖掘技术［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

献［６］分析了“尖锐边界”问题并对模糊数据挖掘

进行了介绍。

１　模糊关联规则挖掘及算法

１．１　模糊关联规则挖掘

给定一个典型的事务数据库，记为犇０＝｛狋１，

狋２，…，狋狀｝，其中狋犻（０≤犻≤狀）为犇０中的第犻个事

务，数据库所包含的属性为集合犠＝｛狑１，狑２，…，

狑犿｝，如表１所示，其中犱犻犽为数据项。

表１　事务数据库犇０

Ｔａｂ．１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犇０

狑１ 狑２ … 狑犿

狋１ 犱１１ 犱１２ … 犱１犿

狋２ 犱２１ 犱２２ … 犱２犿

    

狋狀 犱狀１ 犱狀２ … 犱狀犿

　　引入模糊集概念，将犠＝｛狑１，狑２，…，狑犿｝中

的属性狑犽（１≤犽≤犿）根据领域专家知识划分为

若干模糊集：狑犽＝｛狑犽１，狑犽２，…，狑犽狆｝（狆＞０），相

应的隶属度函数为犉狑犽＝｛犳狑犽１，犳狑犽２，…，犳狑犽狆｝。

把传统的关联规则挖掘与模糊集结合起来的

一个关键方法是，首先将各属性模糊集中的元素

作为数据库的属性来对待，然后在关联规则挖掘

的剪枝步骤中将具有相同属性的项集删除。因

此，在引入模糊集之后，表１中的事务数据库转化

为具有更细属性划分的数据库犇（表２）。

表２　具有模糊属性的事务数据库犇

Ｔａｂ．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犇ｗｉｔｈＦｕｚｚｙ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狑１１狑１２ …狑１狆 狑２１狑２２ …狑２狆 … 狑犿１狑犿２ …狑犿狆

狋１ 犱１１ 犱１２ … 犱１犿

狋２ 犱２１ 犱２２ … 犱２犿

    

狋狀 犱狀１ 犱狀２ … 犱狀犿

　　在传统的布尔关联规则及量化关联规则的挖

掘中，事务对属性的支持计数（ｖｏｔｅ）是以该事务

在所有事务中的出现次数来计算的。而在模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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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规则的挖掘中，支持计数是通过数据项对各属性

的隶属度来计算的，是一个介于０和１之间的实

数。事务狋犻对属性狑犼犺（犼表示第犼个模糊属性集，

即第犼列，犺表示该属性集中的第犺个属性）的支持

计数即为数据项犱犻犼对于其模糊属性狑犼犺的隶属度

犱犻犼犺＝犳狑犼犺（犱犻犼）。因此，计算表２中的各事务狋犻对

各属性狑犼犺的支持计数，其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数据项隶属度的计算

Ｔａｂ．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Ｉｔｅｍｓｅｔ

狑１１…狑１狆 狑２１…狑２狆 … 狑犿１…狑犿狆

狋１ 犱１１１…犱１１狆 犱１２１…犱１２狆 … 犱１犿１…犱１犿狆

狋２ 犱２１１…犱１１狆 犱２２１…犱２２狆 … 犱２犿１…犱２犿狆

 　  　   　 

狋狀 犱狀１１…犱狀１狆 犱狀２１…犱狀２狆 … 犱狀犿１…犱狀犿狆

　　和传统关联规则挖掘一样，在进行挖掘之前，

必须定义最小支持度 ｍｉｎ＿ｓｕｐ和最小置信度

ｍｉｎ＿ｃｏｎｆ。

对于任一属性狑犼犺，将全部事务对该属性的

支持计数相加后除以总的事务数狀，即得到全部

事务对该列所对应属性的支持度：

ｖｏｔｅ．狑犼犺 ＝ （∑
狀

犻＝１

犱犻犼犺）／狀 （１）

　　如ｖｏｔｅ．狑１１＝（犱１１１＋犱２１１＋…＋犱狀１１）／狀即

为所有事务对属性狑１１的支持度。在得到所有属

性的支持度后，将支持度小于 ｍｉｎ＿ｓｕｐ的属性删

除，就得到了频繁１项集犔１。

下面的步骤和传统关联规则挖掘相似。对频

繁犽项集犔犽（犽≥１）进行连接运算，得到候选（犽＋

１）项集犆犽＋１，计算犆犽＋１中的每个项集的支持度

狊：

狊＜ 犡，犃 ＞ ＝
∑狋犻∈犇

（∏狓
犼∈犡
｛α犪

犼
（狋犻［狓犼］）｝）

ｔｏｔａｌ（犇）
　（２）

式中，α犪
犼
（狋犻［狓犼］）＝犿犪犼∈犃（狋犻［狓犼］）；＜ 犡，犃 ＞代

表一个“项集模糊集”对，犡 是属性狓犼的集合，犃

是模糊集犪犼的集合。一个事务满足＜ 犡，犃 ＞，

即其对＜犡，犃 ＞的支持计数大于０，每个事务的

支持计数是由狓犼的隶属度函数来计算的。用狋犻

［狓犼］来表示第犻个事务中狓犼的值，犿犪犼∈犃（狋犻［狓犼］）

是狋犻的隶属度。在得到一个事务中所有狓犼的隶属

度之后，就可以得到该记录狋犻对＜犡，犃 ＞的总支

持计数：

∏狓
犼∈犡
｛α犪

犼
（狋犻［狓犼］）｝

　　将所有记录的支持计数相加，除以总的事务

数ｔｏｔａｌ（犇），就得到了支持度狊。

在得到所有项集的支持度后，对犆犽＋１剪枝。

剪枝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① 删除犆犽＋１中支持度

小于ｍｉｎ＿ｓｕｐ的项集；② 删除犆犽＋１中的含有非频

繁子集的项集；③ 删除犆犽＋１中含有属于同一模糊

集属性的项集（例如在项集｛狑１１，狑２１，狑２２｝中，

狑２１和狑２２属于同一模糊集狑２），这样的项集对于

最后产生的关联规则没有实际意义，这样既可简

化算法，同时也降低了计算量。重复以上步骤，直

到犔犽＋１＝，得到包含最多属性的频繁犽项集犔犽

（满足犽为最大值，且各项集的支持度大于 ｍｉｎ＿

ｓｕｐ），由犔犽产生频繁项集犔＝∪犽犔犽，最后由犔产

生关联规则。

１．２　模糊关联规则挖掘算法

笔者对传统的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进行了改进，形

成了模糊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其具体算法如下。

算法：使用模糊集概念产生频繁项集。

输入：事务数据库犇；模糊集犠；隶属度函数

犉犽；最小支持度ｍｉｎ＿ｓｕｐ。

方法：

犔１＝；

ｆｏｒ（犼＝１；犼≤犿；犼＋＋）｛／计算所有数据项的隶属

度／

　ｆｏｒ（犺＝１；犺≤狆；犺＋＋）｛

　　ｖｏｔｅ．狑犼犺＝０

　　ｆｏｒ（犻＝１；犻≤狀；犻＋＋）｛

　　　犱犻犼犺＝犳狑犼犺（犱犻犼）；

　　　ｖｏｔｅ．狑犼犺＝ｖｏｔｅ．狑犼犺＋犱犻犼犺；｝

　　ｖｏｔｅ．狑犼犺＝ｖｏｔｅ．狑犼犺／狀；／计算 狑犼犺的支持度

／

　　ｉｆ（ｖｏｔｅ．狑犼犺＞ｍｉｎ＿ｓｕｐ）ｔｈｅｎ

　　　ｉｎｓｅｒｔ（狑犼犺，ｖｏｔｅ．狑犼犺）ｉｎｔｏ犔１；

　 ｝／生成频繁１项集犔１／

｝

ｆｏｒ（犽＝２；犔犽－１≠；犽＋＋）｛

　犆犽＝ｇｅｎ（犔犽－１，犿犻狀＿狊狌狆）；／求候选犽项集／

　ｆｏｒ犆犽中的每个项集犮｛

　　犮．ｖｏｔｅ＝０；

　　ｆｏｒ数据库犇中的每个事务狋犻∈犇 ｛

　　ｖｏｔｅ．狋犻＝１；

　　　ｆｏｒ犮的每一个１项子集狌∈犮

　　　ｖｏｔｅ．狋犻＝ｖｏｔｅ．狋犻ｖｏｔｅ．狌；

　　　ｖｏｔｅ．犮＝ｖｏｔｅ．犮＋ｖｏｔｅ．狋犻

　　｝

　ｖｏｔｅ．犮＝ｖｏｔｅ．犮／ｔｏｔａｌ（犇）；

　犔犽＝｛犮（犆犽｜ｖｏｔｅ．犮≥ｍｉｎ＿ｓｕｐ｝；

　 ｝

ｒｅｔｕｒｎ犔＝∪犽犔犽；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ｇｅｎ（犔犽－１，ｍｉｎ＿ｓｕｐ）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ｈａｓ＿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ｓｕｂｓｅｔ（犮，犔犽－１）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ｈａｓ＿ｓａｍ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犮，犠）

　ｆｏｒ犮的每个２项子集犲

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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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ｏｒ（犽＝１；犽≤犿；犽＋＋）｛

　　　ｉｆ犲∈狑犽ｔｈｅｎ

　　　　ｒｅｔｕｒｎＴＲＵＥ；

　　　ｅｌｓｅｒｅｔｕｒｎＦＡＬＳＥ；

　　　｝

ｇｅｎ和ｈａｓ＿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ｓｕｂｓｅｔ两个过程与

Ａｐｒｉｏｒｉ中相似。过程ｇｅｎ完成连接和剪枝，ｈａｓ＿

ｉ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ｓｕｂｓｅｔ和ｈａｓ＿ｓａｍ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在过程

ｇｅｎ中被调用，分别完成前文中提到的剪枝①和

剪枝③）。

２　在异常检测中运用模糊关联规则

挖掘

２．１　异常检测

异常检测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入侵者的

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与正常用户的行为有所不同。

其总体思想是，首先用网络及系统的某些特性参

数和阈值来定义正常用户行为和系统正常轮廓，

然后用这一正常轮廓与系统的暂态轮廓进行对

比，若有超出某种程度的差异，则确定为异常。因

此，检测异常和入侵实质上就是检测这些特性参

数与正常状态值的背离（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程度
［７］。

在异常检测中运用关联规则挖掘的具体思路

是，建立系统正常模式下的关联规则集犛１，然后

挖掘系统在某暂态模式下的关联规则集犛２，通过

计算两规则集的相似度［８］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犛１，犛２），即

用相似度来表示系统当前状态与正常状态的背离

程度，以确定系统是否处于异常状态。

由于在建立系统正常模式数据库时包含了大

量的连续属性，如网络流量、连接时间等，在异常

检测中应用模糊关联规则挖掘算法，能够有效地

避免因这些连续属性而导致的“尖锐边界”问题。

对于相似度的计算，采用如下方法。给定两

个关联规则犚１：犡→犢，犮，狊和犚２：犡′→犢′，犮′，狊′，

如果犡＝犡′且犢＝犢′，则这两个关联规则的相似

度为：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犚１，犚２）＝

ｍａｘ０，１，－ｍａｘ
狘犮－犮′狘
犮

，狘狊－狊′狘（ ）（ ）狊

　　如果犡≠犡′或犢≠犢′，有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犚１，犚２）

＝０。两个关联规则集犛１和犛２的相似度为：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犛１，犛２）＝ μ
２

狘犛１狘狘犛２狘
（３）

式中，μ ＝ ∑
犚１∈犛１
犚２∈犛２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犚１，犚２）；狘犛１狘和

"犛２"分别为犛１和犛２的规则数量。

２．２　对网络流量的模糊关联规则挖掘

运用以上阐述的方法，对试验环境下局域网

的流量进行了分析，通过建立正常模式和入侵模

式下的模糊关联规则并计算其相似度，验证了这

一方法的可行性。

试验环境下的局域网划分为内网和外网，外

网通过路由器直接连接校园网，内网由 Ｃｈｅｃｋ

ｐｏｉｎｔ防火墙作为网关，通过路由器和校园网连

接。其中外网有一台主机（１９２．１６８．１．１８）用作攻

击试验，内网由１３台主机（１９２．１６８．２．）组成，

其中６台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系统，７台为Ｌｉｎｕｘ系统。

首先，根据该局域网的实际情况，选择与网络

流量相关的４个属性来对系统进行分析：ＴＣＰ和

ＵＤＰ包在全部数据包中的比例犘ｔｃｐ和犘ｕｄｐ、网络

中每秒的平均数据包数量 Ａｖｇ．ｐａｃｋｅｔ／ｓ以及每

秒平均数据位 Ａｖｇ．Ｍｂ／ｓ。每１ｈ取一次样，共

得到１０组数据，如表４所示。

表４　原始数据

Ｔａｂ．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犘ｔｃｐ／％ 犘ｕｄｐ／％ Ａｖｇ·ｐａｃｋｅｔ·ｓ－１ Ａｖｇ．Ｍｂ·ｓ－１

９６．０ ０．２ １６９．５４１ ０．５３０

９５．９ ０．５ １７１．８３６ ０．５３１

９３．８ ０．４ １８３．９３６ ０．５９６

９６．２ １．０ １７１．４７７ ０．５２３

９５．７ ０．７ １３３．５４４ ０．４０７

９２．２ ０．８ １６８．６５１ ０．５３１

９７．２ ０．７ １７７．２５８ ０．５６５

８５．０ ０．６ １９３．３７９ ０．５４７

８９．０ ０．３ １４１．２５６ ０．４２５

８４．６ ０．３ １９０．２８５ ０．５２４

　　依据所得到的 犘ｔｃｐ数据特征，将 犘ｔｃｐ分为

ｈｉｇｈ和ｌｏｗ两个模糊集，并分别制定了犘ｔｃｐ的隶

属度函数：

ｌｏｗ：狔＝

１ （狓≤８６．０）

－０．１２狓＋１１．３２ （８６．０＜狓＜９４．３）

０ （狓≥９４．３

烅

烄

烆 ）

ｈｉｇｈ：狔＝

１ （狓≤９０．０）

０．１５狓－１３．５ （９０．０＜狓＜９６．７）

０ （狓≥９６．７

烅

烄

烆 ）

　　相应地，分别将犘ｕｄｐ、Ａｖｇ．ｐａｃｋｅｔ／ｓ和 Ａｖｇ．

Ｍｂ／ｓ划分为ｈｉｇｈ和ｌｏｗ两个模糊集并建立隶属

度函数。

取最小支持度 ｍｉｎ＿ｓｕｐ＝２５％，最小置信度

ｍｉｎ＿ｃｏｎｆ＝６０％，将各属性的模糊集作为单独的

属性（如把犘ｕｄｐ分为犝ｌｏｗ和犝ｈｉｇｈ并作为无关的属

性）分别计算出属性的支持度计数，按照改进的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进行连接、剪枝，最后得到包含最多

属性的频繁项集。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在剪枝中要

３４８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９月

将含有相同属性的项集删除，如在连接产生的

２项集中有｛犜ｈｉｇｈ，犜ｌｏｗ｝、｛犝ｈｉｇｈ，犝ｌｏｗ｝等项集，这些

项集中的项实际上属同一属性，必须删除，以减少

算法的计算量。其具体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频繁项集的产生

Ｆｉｇ．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Ｓｅｔ

　　由图１中频繁集犔３得到如下关联规则：

犜ｈｉｇｈ∧犝ｌｏｗ→ＡＭｈｉｇｈ　狊＝０．２８６，犮＝８７．２％

犜ｈｉｇｈ∧ＡＭｈｉｇｈ→犝ｌｏｗ 狊＝０．２８６，犮＝６３．８％

犝ｌｏｗ∧ＡＭｈｉｇｈ→犜ｈｉｇｈ 狊＝０．２８６，犮＝５３．２％

犜ｈｉｇｈ→犝ｌｏｗ∧ＡＭｈｉｇｈ 狊＝０．２８６，犮＝５２．３％

犝ｌｏｗ→犜ｈｉｇｈ∧ＡＭｈｉｇｈ 狊＝０．２８６，犮＝４０．１％

ＡＭｈｉｇｈ→犜ｈｉｇｈ∧犝ｌｏｗ 狊＝０．２８６，犮＝３６．９％

最后输出的强关联规则集犛为：

犚１：犜ｈｉｇｈ∧犝ｌｏｗ→ＡＭｈｉｇｈ　狊＝０．２８６，犮＝８７．２％

犚２：犜ｈｉｇｈ∧ＡＭｈｉｇｈ→犝ｌｏｗ　狊＝０．２８６，犮＝６３．８％

为了对比系统在正常状态和异常状态下关联

规则的相似度，分别在正常状态和异常状态（对网

络中的某台主机作拒绝服务攻击）下另外收集一

组数据，并对这些数据按照上面的步骤作模糊关

联规则挖掘，输出相应的关联规则 犛ｎｏｒｍａｌ和

犛ａｂｎｏｒｍａｌ，并依据式（３）计算这两个规则集与上文中

输出的强关联规则集犛的相似度，见表５。

表５中规则集的相似度表明，在网络处于异

常状态下挖掘出的关联规则集与正常状态下的规

则集存在极大差异，因此，可以通过设定规则集相

似度的阈值来确定网络是否处于异常状态。

２．３　入侵响应

规则集相似度直接量化了系统当前状态与正

常状态的背离程度，因此，可以根据相似度的大小

来建立入侵检测系统的响应机制。例如，可以对

相似度的值进行分段，以触发不同强烈程度的响

应：

表５　规则集相似度

Ｔａｂ．５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ＲｕｌｅＳｅｔｓ

规则集 规　　则 规则相似度 规则集相似度

犛ｎｏｒｍａｌ

犚ｎｏｒｍａｌ１：犜ｈｉｇｈ∧

犝ｌｏｗ→ＡＭｈｉｇｈ

狊＝０．３０７，犮＝８３．２％

０．９４５

犚ｎｏｒｍａｌ２：Ｔｈｉｇｈ∧

ＡＭｈｉｇｈ→犝ｌｏｗ

狊＝０．３０７，犮＝６９．３％

０．８８５

０．８４５

犛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犚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１：犜ｈｉｇｈ∧

犝ｌｏｗ→ＡＭｈｉｇｈ

狊＝０．２６９，犮＝７８．４％

０．８９９ ０．４０４

 不响应（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８０％）；

 通过ｅｍａｉｌ通知管理员（７２％＜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８０％）；

 改变用户进程的优先权（６５％＜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７２％）；

 屏蔽单个ＩＰ（５７％＜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６５％）；

 拒绝远程连接请求（４８％＜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５７％）；

 中断当前的所有连接（４２％＜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４８％）；

 重新启动机器（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４２％）。

３　结　语

本文阐述了模糊关联规则挖掘在入侵检测中

的具体应用，提出了在关联规则的挖掘中将事务

属性模糊集作为单一属性进行处理的方法。并以

网络流量分析为例，验证了在入侵检测中应用模

糊关联规则挖掘的可行性。

当然，作为一种异常检测的方法，它建立在有

限的统计数据和专家主观经验的基础上，必然还

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如通过遗传算法对隶属度

函数的调节以降低异常状态下的相似度，应用人

工神经网络的方法提高系统的自我学习能力等，

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参　考　文　献

１　ＨｅａｄｙＲ，ＬｕｇｅｒＧ，Ｍａｃｃａｂｅ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

ｔｕｒｅｏｆ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ＣＳ９０２０，Ｄｅｐｔ．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 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

ＮＭ８７１３１，１９９０

２　ＳｔｅｆａｎＡ．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９９１５，Ｄｅｐｔ．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

４４８



　第３０卷第９期 熊　平等：模糊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及其在异常检测中的应用

ｎｏｌｏｇｙ，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０

３　ＷｅｎｋｅＬ，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ＪＳ，ＫｕｉＷ Ｍ．ＭｉｎｉｎｇＡｕｄｉｔＤａ

ｔａｔｏＢｕｉｌｄ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４ｔｈ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８

４　ＷｅｎｋｅＬ，ＳｔｏｌｆｏＳ，ＣｈａｎＰＫ，ｅｔａｌ．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ＥＸＩＩ，Ａｎａ

ｈｅｉｍ，ＵＳＡ，２００１

５　张　剑，龚　俭．一种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入侵异常

检测方法．计算机研究与发展，２００３，４０（６）

６　ＫｕｏｋＣ，ＦｕＡ，ＷｏｎｇＭ．ＭｉｎｉｎｇＦｕｚｚ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ｉ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ＳＩＧＭＯＤＲｅｃｏｒｄ，１９９８，２７（１）：

４１～４６

７　ＤｅｂａｒＨ，ＤａｃｉｅｒＭ，ＷｅｐｓｐｉＡ．ＡＲｅｖｉｓｅｄ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ＩＢ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Ｚｕｒ

ｉｃ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１９９９

８　ＷａｎｇＷ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ｍ

ｂｅｒｓｈｉｐ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ｕｚｚ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ｕｚｚ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ｉｔｙ，２０００

第一作者简介：熊平，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安全。

Ｅｍａｉｌ：ｐｉｎｇｘｉｏｎｇ０１＠１２６．ｃｏｍ

犃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狅犳犕犻狀犻狀犵犉狌狕狕狔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犲犚狌犾犲狊犻狀犃狀狅犿犪犾狔犇犲狋犲犮狋犻狅狀

犡犐犗犖犌犘犻狀犵
１
　犣犎犝犜犻犪狀狇犻狀犵

２
　犎犝犃犖犌犜犻犪狀狊犺狌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１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ｏａｄ，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Ｇａｒｄｅｎ，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ｆｕｚｚ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ｉｍｐｒｏ

ｖ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ｍｉ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ｐｒｉｏｒｉ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ｈａｒｐ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ｅａｃｈ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ｉｓ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ｂｙａｆｕｚｚｙｓｅｔａｎｄｄｉｖｉｄ

ｅｄｉｎｔｏｓｅｖｅｒ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ｓ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ｏｆ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ｉｎｍｉｎｉｎｇ

ｆｕｚｚ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ｒｕｌ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Ｕｓ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ｒａｆｆ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

ｉｎｇｆｕｚｚ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ｒｕｌｅｓｉｎ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ｆｕｚｚ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ｒｕｌｅ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ＸＩＯＮＧＰｉｎｇ，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ｍａｊ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ｍａｉｌ：ｐｉｎｇｘｉｏｎｇ０１＠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１２６．ｃｏｍ

（上接第８３２页）

犆狅犾狅狉犐犿犪犵犲犐狀狆狌狋犐狀犱犲狓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犚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犌狉犪犱犪狋犻狅狀

犕犃犜犪狅犾犻狀１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ｅｓｔｓｔｈｅｉｎｐｕｔｉｎｄｅｘ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ｍｍｏｎｕｓｅＣＣＤｓｃａｎｎｅｒｓ．Ｂ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ａｎａｌｙ

ｓｉｎｇ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ｒ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ｄｅｔａｉｌｏｆｉｍａｇｉｎｇ．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ｄｅｔａｉｌ；ｄｅｐｔｈ；ｓｈａｒｐｅｎ；ｂｌａｃｋ／ｗｈｉｔｅ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犪狌狋犺狅狉：ＭＡＴａｏｌ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ｐａｃｋａ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３０ｔｈｅｓ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Ｒｅｓ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ｃａｎｎｅｒｃｏｌｏ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ｅ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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