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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僵尸网络为平台的攻击发展迅速，当前大多数的检测方法是通过分析历史网络流量信息来发现特定

协议的僵尸网络，难以满足实时需要，且不能通用。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种独立于控制协议与结构的僵尸

网络在线检测技术，能够从网络流量数据中快速检测出可疑僵尸主机。模拟实验结果表明，该技术能够高效

地实现僵尸网络在线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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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僵尸网络是被僵尸控制者预先编写的中间件

程序感染，通过命令与控制信道（Ｃ＆Ｃ）接收命令

并相互通信，协同向目标主机发起攻击的主机群。

其中，Ｃ＆Ｃ结构主要分为集中式与分布式两种。

网络安全专家已经开始关注并研究僵尸网络的检

测技术，目前已经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僵尸网络检

测方法［１，２］，但由于集中式与分布式僵尸网络采

用不同的控制协议与结构，这些方法只针对特定

协议类型的僵尸网络进行检测［３，４］，通用的检测

方法较少。另外，现有的方法大多数采用离线检

测手段［５，６］，通过分析历史网络数据检测僵尸主

机。由于网络环境不断变化，一些历史数据很容

易过时，导致检测结果不准确或不能够满足实时

性需求，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通用的僵尸网络在

线检测技术，针对不同类型的群组，提出具有数据

自适应的动态聚类技术，快速从海量网络数据中

检测出可疑僵尸主机。该方法均适用于对集中式

和分布式僵尸网络的检测。

１　网络流量群组划分

网络流量中包含各种类型的应用层协议的数

据，而当前的僵尸流量只是利用其中的ＩＲＣ、ＨＴ

ＴＰ或者Ｐ２Ｐ协议进行传输。本文利用在线分类

技术分离出满足僵尸协议特征的网络流量群组。

通过这种策略，可以将数据空间大大约减，从而为

进一步快速准确地检测僵尸网络打下基础。另

外，可以根据分离出的不同协议类型的群组，采用

不同的标准检测基于相应协议的僵尸网络。

基于网络流量的分类都是针对ｆｌｏｗ而言的。

这里ｆｌｏｗ指一次ＴＣＰ或者 ＵＤＰ连接中所有数

据包组成的集合。给定一个ｆｌｏｗ 的集合 犡＝

｛犳１，犳２，…，犳犖｝，每一个犳犻都是一个狆 维特征向

量｛狓犻１，狓犻２，…，狓犻狆｝，犆 代表一个类别集合｛犆１，

犆２，…，犆犿｝，网络流量分类的目标是定义一个映

射犳：犡→犆，从而将每一个ｆｌｏｗ划分到特定的类

别中。本文借鉴文献［６］提出的增量式的线性判

别方法（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ＤＡ），同时

针对僵尸网络在线检测的需求对其进行改进，重

新修正了决策规则。

假设犱维样本集合犡＝｛狓１，狓２，…，狓犖｝，

其中犖１ 个属于ω１类的样本记为子集犡１，犖２ 个

属于ω２类的样本记为子集犡２，犛狑和犛犫分别为类

内离散度矩阵和类间离散度矩阵，珚狓代表样本均

值。

传统的线性判别分析目的是寻找狓犻的一个

线性变换狔犻＝狑
Ｔ狓犻（犻＝１，…，犖），使Ｆｉｓｈｅｒ准则

函数取值最大化。通过构造特征空间判别模型Ω

＝ 犛狑，犛犫，珚狓，（ ）犖 ，即可获得最优的线性变换向

量狑。在将多维样本空间映射到一维样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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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可根据以下决策规则对狓的所属类别进行

判别：

狔≥狔０

狔＜狔
｛

０

→
狓∈ω１

狓∈ω
｛

２

，狔０ ＝
１

犖∑
犖

犻＝１

狔犻 （１）

　　为了满足僵尸网络在线检测的需求，改进的

线性判别方法首先采用增量的方式训练数据集，

然后对决策规则进行修正。假设已有的特征空间

判别模型为Ω＝ 犛狑，犛犫，珚狓，（ ）犖 ，对于新到来的犔

个样本，其对应的特征空间判别模型为 Ψ＝

犛狑
狔
，犛犫

狔
，珔狔，（ ）犔 ，增量式线性判别将利用Ω和Ψ

以一种增量计算的方式构造最新的特征空间判别

模型：

Φ＝ 犛′狑，犛′犫，珚狓′，犖＋（ ）犔

　　采用增量的方式可以避免利用全部数据重新

训练分类器，从而大大降低了计算开销。在线检

测中，分类的目的只是能够区分出满足特定僵尸

协议的群组，如ＩＲＣ组或Ｐ２Ｐ组，从而为下一步

的僵尸主机检测打下基础。因此，在判别精度上，

只追求较低的伪假率，而对伪真率并不需要有太

苛刻的要求。如基于ＩＲＣ和非ＩＲＣ的两类分类

问题，允许非ＩＲＣ的网络流量误分到ＩＲＣ组中，

但要尽量避免ＩＲＣ流量分到非ＩＲＣ组中，从而保

证下一步检测的精度。

为了尽可能降低伪假率，修正决策规则如下：

狔≥狔０－δ狔０

狔＜狔０－δ狔
｛

０

→
狓∈ω１

狓∈ω
｛

２

，狔０ ＝
１

犖∑
犖

犻＝１

狔犻

（２）

其中，ω１ 为目标类；δ为修正参数。通过适当增加

δ可以降低伪假率，并使伪真率控制在一定范围

内。

２　基于动态聚类技术的僵尸主机检

测

　　无论是集中式还是分布式僵尸网络，同一僵

尸网络中，僵尸主机之间具有相似的通信模式和

行为特征，因此，其网络流量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通过聚类技术搜索这种相似性，可以作为检测僵

尸流量的有效途径［４，５］。本文设计了一种数据自

适应性的动态聚类技术，可以实现网络流量数据

的高效聚类。针对聚类的结果，通过判定可疑的

僵尸流量，可以快速定位僵尸主机。

２．１　特征流模型

考虑到动态聚类的特点，本文采用数据管理

领域中的数据流模型，将ｆｌｏｗ转换为特征流，从

而为高效的聚类操作提供支持。

定义１　通信流ＣＳ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犜

内特定数据包构成的集合，这些数据包具有相同

的源ＩＰ地址、目的ＩＰ地址、端口号和协议类型。

定义２　假设ＣＳ为一个通信流，则它的特征

流ＦＳ表示为ＦＳ＝｛珝犛１，珝犛２，…，珝犛犻，…｝，其中，珝犛犻为

单位时间区间Δ狋内的一个犱维特征向量，即珝犛犜狀

∈犚
犱。

如选取特征流在１ｍｉｎ内的包的总数量、字

节的总数量和平均每个包的字节数，即可构造三

维特征向量。随着网络数据不断产生，特征流也

在不断更新。对于动态聚类来说，只关心最近一

段时间内的特征流。因此，本文采用滑动窗口模

型来表示最近的数据。当新数据到来时，则更新

当前的滑动窗口，加入新到达的数据，丢弃过期的

数据。

２．２　数据自适应的动态聚类技术

对于动态聚类而言，由于网络数据不断更新，

为了在线检测当前的僵尸行为，需要在滑动窗口

滑动时重新获取最新的聚类结果。本文的前期工

作设计了一种动态聚类技术用于ＩＲＣ僵尸主机

的检测［８］，本文将该技术应用到各种类型的僵尸

网络。

动态聚类技术首先采用经典的犓 均值方法

对所有的特征流进行聚类操作，生成若干个簇。

对每一个簇，选择位于簇中心的特征流代表该簇，

称为中心特征流。当窗口滑动时，如果特征流稳

定，则保留过去的聚类结果；如果出现下面两种情

况，再对过去的聚类结果进行更新：① 某些网络

连接断开而产生无效特征流或新的连接建立而生

成新的特征流；② 某些特征流发生演变，导致同

一簇的特征流不再相似。该技术采用两种数据自

适应的更新操作：一种是删除无效的特征流，并添

加新加入的特征流；另一种是当特征流发生演变

时，对所有的簇采用拆分与合并操作，重新构造最

新的聚簇。具体操作如下：将每个演变流构造成

一个新的临时簇，原簇中的非演变特征流将被拆

分到与其最相似的临时簇中，如果某个非演变特

征流不属于任何一个临时簇，就把它构造成一个

独立的临时簇，然后根据簇之间的相似性将临时

簇进行逐一合并，直到所有的新簇都相互独立，通

过这种方式构造出最新的聚簇。

根据动态聚类的结果对可疑僵尸主机进行检

测，如果簇内特征流具有高相似性，则称簇为可疑

僵尸簇。假设ＦＳ犻和ＦＳ犼是可疑僵尸簇中的两个

特征流，如果它们中的数据包具有相同的源ＩＰ地

址或目标ＩＰ地址，而且ρ（ＦＳ犻，ＦＳ犼）≥ε犺，则数据

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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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中另外两个ＩＰ地址所对应的主机将被认为是

可疑僵尸主机，其中ρ代表相似性度量函数，ε犺代

表僵尸特征流相似度阈值。

３　模拟实验

实验背景流量数据集是从校园网服务器抓取

的一个２００Ｍｔｒａｃｅ（不包括ｐａｙｌｏａｄ），同时在实

验室搭建两种僵尸网络平台：基于ＩＲＣ协议的

Ｒｂｏｔ和基于Ｐ２Ｐ协议的Ｎｕｇａｃｈｅ。在两种不同

平台下，分别运行僵尸程序１０ｈ，截获了２０Ｍ的

ＩＲＣ僵尸数据集和１０Ｍ的Ｐ２Ｐ僵尸数据集。将

僵尸流量数据加入到背景流量数据中，构造了两

个测试数据集：ＩＲＣｔｒａｃｅ和 Ｐ２Ｐｔｒａｃｅ。ＩＲＣ

ｔｒａｃｅ包含８０００个正常的ｆｌｏｗ 和１０４５个ＩＲＣ

ｆｌｏｗ（包含５００个ＩＲＣ僵尸ｆｌｏｗ），Ｐ２Ｐｔｒａｃｅ包

含６０００个正常的ｆｌｏｗ和２１８９个Ｐ２Ｐｆｌｏｗ（包

含５００个Ｐ２Ｐ僵尸ｆｌｏｗ）。

３．１　增量式分类技术的评测

实验从分类精度和处理速度两个角度对增量

式分类方法的有效性进行评估。ｆｌｏｗ的分类属

性选择ｂｐｐ（ｆｌｏｗ中平均每个包包含的字节数）、

ｂｐｓ（ｆｌｏｗ中平均每秒钟的字节数）、ｐｐｓ（ｆｌｏｗ中

平均每秒包含的包数）、ｐｋｔｓ（ｆｌｏｗ中包的数量）。

本实验选取数据集的前７０％进行训练，后３０％进

行测试。

首先测试增量式分类的精度。通过调整修正

参数δ，观察对于两种数据集的分类结果的伪真

率和伪假率。如图１所示，采用增量式分类技术，

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要求。对于ＩＲＣｔｒａｃｅ，当δ

＞０．１时，伪假率在１％以下；对于Ｐ２Ｐｔｒａｃｅ，伪

假率均低于５％，通过增加δ，可以使其进一步减

小。对于两种数据集，伪真率随着δ的增加均有

一定幅度的提高，但都控制在５５％左右。

图１　增量式分类的精度

Ｆｉｇ．１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在处理速度方面，增量式分类将与批量式的

分类技术进行比较。如图２所示，对于两种不同

的数据集，随着增量次数的增加，增量式方法较之

批量式方法具有更快的处理速度，能够提高２０％

～４０％，当数据量越大，增量次数越多时，优势越

明显。

图２　两种分类方法的运行时间比较

Ｆｉｇ．２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Ｔｗｏ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３．２　动态聚类技术的评测

首先从分类结果中抽取一部分包含僵尸数据

的网络流量，构造了两个特征流数据集：ＩＲＣ

１０００和Ｐ２Ｐ３００，后缀表示数据集的持续时间区

间犜分别为１０００ｍｉｎ和３００ｍｉｎ，特征流的单位

时间区间Δ狋为１ｍｉｎ。特征流中的属性仍然采用

ｆｌｏｗ中的４个属性。对于ＩＲＣ１０００，滑动窗口大

小设置为５０ｍｉｎ，跳数窗口大小设置为２５ｍｉｎ，ε犺

为０．８。对于Ｐ２Ｐ３００，滑动窗口大小为３０ｍｉｎ，跳

数窗口为１５ｍｉｎ，相似度阈值ε犺 为０．５。

首先评测动态聚类技术对僵尸主机的检测精

度。对于ＩＲＣ１０００和Ｐ２Ｐ３００，实验跟踪了整

个动态聚类过程。检测结果如表１所示，所有僵

尸主机都包含在可疑僵尸主机集合中，没有出现

漏报。

表１　可疑僵尸主机检测结果

Ｔａｂ．１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ＢｏｔＨｏｓｔｓ

数据集
可疑僵尸

主机数量

实际僵尸

主机数量
漏报数量 误报数量

ＩＲＣ１０００ ２６ １８ ０ ８

Ｐ２Ｐ３００ ９ ４ ０ ５

　　从表１可以看出，对于两种不同的数据集，检

测结果均出现一定的误报，将部分正常的主机也

加入到可疑僵尸主机集合中，但是这些主机的数

量相对较少，可以通过现有的入侵检测技术实时

分析其流量特征，通过流量内容和通信模式的验

证，即可进行逐一排除。

在处理速度方面，将数据自适应的动态聚类技

术与传统的周期性聚类技术进行比较，传统的周期

性聚类技术在滑动窗口滑动时，进行重聚类操作以

获得结果。如图３所示，对于两种方法而言，不同

的窗口大小会影响其执行时间，但是对于同一窗口

大小，数据自适应的动态聚类技术与周期性重复聚

类技术相比，在执行时间上有质的提高。

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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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两种聚类方法的运行时间比较

Ｆｉｇ．３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Ｔｗｏ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　结　语

随着黑客技术的不断发展，僵尸网络的攻击

手段也在不断改进，造成的危害也在逐步加大，因

此，对于僵尸网络检测与防御方面的研究显得尤

为重要。本文提出了一种通用的僵尸网络在线检

测技术来捕获僵尸主机。一系列的实验评估表

明，此方法具有较高的检测精度和高效的处理效

率，但在检测精度上仍然存在误报信息。在以后

的工作中，将在僵尸主机确认过程中继续深入研

究僵尸主机的行为模式，引入更加完善的评判机

制，进一步提高在线检测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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