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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维观测序列的犓犆犉犕混合模型
检测新型犘２犘犫狅狋狀犲狋

康　健１　宋元章１

（１　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长春市前进大街２６９９号，１３００１２）

摘　要：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综合考虑多维观测序列的实时检测模型———ＫＣＦＭ。通过抽取新型分散式Ｐ２Ｐ

ｂｏｔｎｅｔ的多个特征构成多维观测序列，使用离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算法发现流量异常变化，将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ｒｔＣＵＳＵＭ

作为差异放大器提高检测精度。实验表明，基于多维观测序列的 ＫＣＦＭ 模型能够有效地检测新型Ｐ２Ｐ

ｂｏｔｎｅｔ。

关键词：Ｐ２Ｐｂｏｔｎｅｔ；离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ｒｔＣＵＳＵＭ

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３９３．０８

　　ｂｏｔｎｅｔ即僵尸网络，是攻击者出于恶意目的，

通过多种手段传播ｂｏｔ程序，控制大量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主机而组成的网络。攻击者既可以利用ｂｏｔｎｅｔ

发起ＤＤｏＳ攻击或垃圾邮件ｓｐａｍ，也可通过ｂｏｔ

收集敏感信息或扩展ｂｏｔｎｅｔ。美国安全培训与研

究机构将ｂｏｔｎｅｔ列为２００８年十大网络安全威胁

的第二位［１］。

对于早期集中式ｂｏｔｎｅｔ（如ＩＲＣｂｏｔｎｅｔ、ＨＴ

ＴＰｂｏｔｎｅｔ等），研究者提出了很多针对 Ｃ＆Ｃ

（ｃｏｍｍａｎ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控制中心的单点检测和

防御策略。目前，对新型分散式Ｐ２Ｐｂｏｔｎｅｔ的分

析和检测研究已经展开［３１０］，但新型分散式ｂｏｔ

ｎｅｔ以Ｐ２Ｐ网络为通信方式，整个ｂｏｔｎｅｔ没有控

制中心，即不存在单一失效点，导致检测和防御失

效。２００７年１月出现的 Ｓｔｏｒｍｂｏｔｎｅｔ是新型

Ｐ２Ｐｂｏｔｎｅｔ的代表，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ｂｏｔｎｅｔ，对Ｉｎｔｅｒｎｅｔ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２］。

非集中控制的分散式结构将是ｂｏｔｎｅｔ未来的发

展趋势，因此，检测新型Ｐ２Ｐｂｏｔｎｅｔ已经成为目

前网络安全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综合考虑多维观测序列的

实时检测模型 （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ｒｔ

ＣＵＳＵＭｆｕｓｅｄｍｏｄｅｌ，ＫＣＦＭ）。

１　犛狋狅狉犿犫狅狋狀犲狋分析

Ｓｔｏｒｍ又名 Ｐｅａｃｏｍｍ、Ｚｈｅｌａｔｉｎ或 ＮｕＷａｒ，

是目前Ｐ２Ｐｂｏｔｎｅｔ的代表，它基于 Ｋａｄｅｍｌｉａ算

法［１１］和 Ｏｖｅｒｎｅｔ／ｅＤｏｎｋｅｙ 协 议 进 行 Ｃ＆Ｃ。

Ｓｔｏｒｍ的基本运行机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利用蠕虫进行传播，感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主机，关闭

防火墙，为第二阶段的二次注入打开必要的端口；

第二阶段，蠕虫程序初始化结束后，Ｓｔｏｒｍ以１０

ｍｉｎ为间隔与相关节点列表进行联系，一旦成功

入网，则开始二次注入过程。在这个阶段，ｂｏｔ节

点从Ｐ２Ｐ网络中获得与攻击者的交互方式，如寻

找加密的ＵＲＬ，通过解密 ＵＲＬ中的信息寻址或

者直接获得Ｃ＆Ｃ指令。这些指令可以是ＤＤｏＳ

攻击、发送垃圾邮件或者更新自身代码等。

在上述两个阶段中，有几个流量方面的特征

值得注意：①ｂｏｔ在初始化阶段时，需要随机连接

其他节点，连接失败的概率很高，从而产生大量

ＩＣＭＰ协议流，而这种流量特征在正常网络环境

下很少出现；② 二次注入阶段，ｂｏｔ要发送大量的

ＵＤＰ包在Ｐ２Ｐ网络中声明自己，并利用 ＵＤＰ协

议进行相应通信；③ｂｏｔ在进行邮件ｓｐａｍ时，会

大量使用ＳＭＴＰ协议
［６］，这在正常网络环境中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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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出现。本文抽取上述 ３ 种流量特征，构成

ＫＣＦＭ的多维观测序列。

２　犓犆犉犕模型

２．１　离散犓犪犾犿犪狀滤波器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器是一种实时高效的递归滤波

器（自回归滤波器），使用反馈控制的方法估计过

程状态：滤波器估计过程某一时刻的状态，然后以

（含噪声的）测量变量的方式获得反馈。Ｋａｌｍａｎ

滤波器可分为两部分：时间更新方程和测量更新

方程［１２］。

１）离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器的时间更新方程

设当前系统时刻为犽，犽时刻先验状态估计

犡犽｜犽－１为：

犡犽狘犽－１ ＝犃犡犽－１狘犽－１＋犅犝犽 （１）

其中，犡犽－１｜犽－１是犽－１时刻的后验状态估计；犝犓

为犽时刻系统的控制量；犃和犅为系统参数。

对应犡犽｜犽－１的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犘犽｜犽－１为：

犘犽狘犽－１ ＝犃犘犽－１狘犽－１犃
Ｔ
＋犙 （２）

其中，犘犽－１｜犽－１是犡犽－１｜犽－１对应的后验估计误差协

方差；犃Ｔ 表示犃的转置矩阵；犙是系统过程噪声

的协方差。以此推导，时间更新方程将状态估计

和协方差估计从犽－１时刻向前推算到犽时刻。

２）离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器的测量更新方程

已知犽时刻的先验状态估计，结合测量值

犣犽，就可以得到犽时刻的后验状态估计犡犽｜犽：

犡犽狘犽 ＝犡犽狘犽－１＋犓犵犽（犣犽－犎犡犽狘犽－１） （３）

其中，犎是测量系统的参数；犓犵为卡尔曼增益：

犓犵犽 ＝犘犽狘犽－１犎
Ｔ／（犎犘犽狘犽－１犎

Ｔ
＋犚） （４）

其中，犎Ｔ 表示犎的转置矩阵；犚是测量噪声协方

差。

对应犡犽｜犽的后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犘犽｜犽为：

犘犽狘犽 ＝ （犐－犓犵犽犎）犘犽狘犽－１ （５）

其中，犐为单位矩阵。

将上次计算得到的后验估计作为下次计算的

先验估计。即当系统进入犽＋１时刻，将式（３）中

的犡犽｜犽代入式（１）中的犡犽－１｜犽－１，将式（５）中的犘犽｜犽

代入式（２）中的犘犽－１｜犽－１。依此类推，重复进行。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Ｓｔｏｒｍ会引起网络流量

的显著变化，即ＵＤＰ包、ＩＣＭＰ包和ＳＭＴＰ包的

数目会大量增加。本文使用离散Ｋａｌｍａｎ滤波计

算上述３个特征在一段时间内的后验估计（假设

当前时刻为犽）：

λ犻 ＝犡犽狘犽 （６）

　　与仅用测量值犣犽相比，犡犽｜犽更能精确地刻画

网络特征的变化。λ犻 增大，表示网络中某观测特

征（ＵＤＰ包、ＩＣＭＰ包或ＳＭＴＰ包的数目）可能出

现了异常，然后用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ｒｔＣＵＳＵＭ算法实时

放大差异。

２．２　犕狌犾狋犻犮犺犪狉狋犆犝犛犝犕算法

一维ＣＵＳＵＭ 算法
［１３］在改变点检测和异常

检测中有广泛的应用。为综合考虑多维观测特

征，本 文 扩 展 一 维 ＣＵＳＵＭ 算 法，引 入 多 维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ｒｔＣＵＳＵＭ
［１４］处理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结果，

放大与正常流量的差异，提高检测精度。

对于随机序列｛犡１，…，犡狀｝，令犎
犻
犽代表异常发

生时刻犽，并且在第犻个观测序列被检测到，犎∞代

表没有异常发生。令∑
狀

狊＝犽

犵犻，狊（犡犻（１），…，犡犻（狊））为

检测到第犻个观测序列发生异常 犎犻犽时的评价累

计，则犻维观测序列的评价累计和犛狀（犻）为：

犛狀（犻）＝ ｍａｘ
１≤犽≤狀∑

狀

狊＝犽

犵犻，狊（犡犻（１），…，犡犻（狊 ｝｛ ））
＋

（７）

其中，狓＋＝
狓，狓＞０

０，狓≤｛ ０
。

为应用ＣＵＳＵＭ算法，对犵犻，狊（犡犻（狀））进行如

下变换：

犵犻，狊（犡犻（狀））＝犡犻（狀）－μ犻－犮犻 （８）

其中，μ犻＝犈∞犡犻（狀）表示在正常情况下的平均值；

犮犻为一个正数。式（８）将每一个犵犻，狊（犡犻（狀））变为

一个小于零的数以用来累积，故式（７）可递归表示

为：

犛狀（犻）＝
犛狀－１（犻）＋犡犻（狀）－μ犻－

犮｛ ｝
犻

＋

，犛０（犻）＝０

（９）

　　从上式可以看出，犛狀（犻）即为犡犻（狀）的累积正

值，进而可以定义判定函数：

犱犕（犛狀（犻））＝
１，犛狀（犻）＞犕

０，犛狀（犻）≤
｛ 犕

（１０）

其中，犕为一个阈值，当累积和大于这个阈值时，函

数值为１，判定为异常；否则为正常。为了提高检

测精度，本文借鉴负载平衡中的ＬｏａｄＳｈｅｄｄｉｎｇ思

想，使用Ｋａｕｆｍａｎ算法
［１５］动态调整阈值犕。

２．３　犓犆犉犕的系统流程

ＫＣＦＭ模型系统流程如图１所示：① 从监测

设备中获取 ＵＤＰ、ＩＣＭＰ、ＳＭＴＰ流比例值犆ＵＤＰ、

犆ＩＣＭＰ、犆ＳＭＴＰ；② 将它们输入到离散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器中，分别计算各个时刻的后验估计λＵＤＰ、λＩＣＭＰ、

λＳＭＴＰ；③ 上述结果作为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ｒｔＣＵＳＵＭ 的

输入，由式（１０）计算出犱（犛犻（ＵＤＰ））、犱（犛犻（ＩＣ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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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Ｐ））、犱（犛犻（ＳＭＴＰ））；④ 综合上述输出，作出判

定：

犇狋＝α狋犱（犛狀（ＵＤＰ））＋β狋犱（犛狀（ＩＣＭＰ））＋

γ狋犱（犛狀（ＳＭＴＰ）） （１１）

式中，α狋＋β狋＋γ狋＝１，α狋、β狋、γ狋为使用指数加权平均

算法（ＥＷＭＡ）计算得到的权值。当犇＞犓 时，则

判定为异常，否则是正常状态。其中，犓 为

ＫＣＦＭ模型的异常判定阈值。

图１　ＫＣＦＭ的系统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ＫＣＦＭ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３．１　网络流量比较实验

在实验１中，网络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注入

ｂｏｔ攻击。从图２可以看出，当ｂｏｔ开始传播和通

信时，ＵＤＰ包数量比正常状态时增加了近２０倍。

同时，ＩＣＭＰ包数量也从１００激增为１０００。因此，

ＵＤＰ和ＩＣＭＰ流量的比值特征能够很好地反映

ｂｏｔ传播和发动攻击时网络流量的实时改变情况。

３．２　犓犆犉犕模型检测的实时性实验

将实验１中ＵＤＰ和ＩＣＭＰ包数量转换为流

比例，然后将它们输入到 ＫＣＦＭ 中。图２中，

ＵＤＰ和ＩＣＭＰ数据包从第３５０ｓ开始增加，而在

图３中检测到增加的时刻有短暂延迟。但这种延

迟基本保持在３０～５０ｓ，因此，ＫＣＦＭ 模型完全

可以满足实时检测的要求，具有很小的反应延迟。

３．３　误报率和漏报率实验

为了评价 ＫＣＦＭ 模型在不同网络环境下的

检测能力，选择６组数据，每组数据之间在网络流

量、协议类型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从表１可

以看出，在前三组实验中，改变不同数据包的流量

比，但不发动ｂｏｔ攻击，所有算法都出现了误报。

与其他一维检测算法相比，ＫＣＦＭ 模型的误报率

较低，比较接近真实情况。后三组实验中，发动

ｂｏｔ攻击，所有算法都发生了漏报。ＫＣＦＭ 模型

的漏报率相对较低，即使在第５和第６组的高强

度攻击实验中，也能有较高的检测率。

图２　ＵＤＰ包和ＩＣＭＰ包比较

Ｆｉｇ．２　ＵＤＰａｎｄＩＣＭＰＰａｃｋｅ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图３　基于ＵＤＰ包和ＩＣＭＰ包的ＫＣＦＭ的输出

Ｆｉｇ．３　ＫＣＦＭＯｕｔｐｕ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ＤＰａｎｄＩＣＭＰＰａｃｋｅｔｓ

　　综合以上实验可知，ＫＣＦＭ 模型具有较高检

测率的同时，又保持了较低的误报率和漏报率，取

得了比较理想的实验结果。

表１　误报率和漏报率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

Ｆａｌｓ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Ｎｏ．１ Ｎｏ．２ Ｎｏ．３ Ｎｏ．４ Ｎｏ．５ Ｎｏ．６

ＵＤＰ １ １１ １１ ２６ ５９ ７９

ＩＣＭＰ ２ １６ ６ ２９ ６９ ６１

ＳＭＴＰ ２ １１ ５ ２５ ２５ ６６

ＫＣＦＭ １ ５ ３ ３８ ９１ ９３

Ｒｅａｌ ０ ０ 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　结　语

本文以Ｓｔｏｒｍ为例深入分析了新型分散式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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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２Ｐｂｏｔｎｅｔ的传播机制和其区别于集中式ｂｏｔｎｅｔ

的本质特征，提出了一种综合考虑多维网络特征

的实时检测模型———ＫＣＦＭ。实验表明，综合考

虑多维网络特征的ＫＣＦＭ 混合模型能够有效地

检测新型Ｐ２Ｐｂｏｔｎｅｔ，与目前已有的检测方法相

比，具有更高的检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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