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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跨空

间级联故障检测方法，所述方法包括：通过机器

学习技术构建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与

信息威胁故障次数的数据模型；基于所述数据模

型，输入当前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获

取信息威胁故障检测结果；根据所述信息威胁故

障检测结果确定电力信息物理系统是否存在所

述跨空间级联故障。本发明提供的方法，能够明

确由信息威胁引发的跨空间级联故障成因基础

上，通过机器学习技术对大量检测数据的训练得

到检测模型，进而利用该模型实现快速、准确的

跨空间级联故障早期告警，以辅助决策人员采取

合理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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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跨空间级联故障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通过机器学习技术构建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与信息威胁故障次数的数据模

型；

基于所述数据模型，输入当前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获取信息威胁故障检测

结果；

根据所述信息威胁故障检测结果确定电力信息物理系统是否存在所述跨空间级联故

障；

所述通过机器学习技术构建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与信息威胁故障次数的数

据模型，包括：

采集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及其对应的信息威胁故障次数，并进行数据预

处理；

将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作为机器学习技术的输入量，将所述信息空间元

件的工作状态参数对应的信息威胁故障次数作为机器学习技术的输出量；

将p个同一时刻的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集合 及其对应的信息

威胁故障次数集合 组成p个训练样本，其中，n为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

状态参数类别总数，m为所述信息威胁故障类别总数，p为正整数，t为时间标识；

将所述p个训练样本分别输入至s个分类器进行训练，获取s个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工

作状态参数与信息威胁故障次数的映射关系yt＝f(xt)；

利用决策机设置所述s个分类器的检测权重{q1,q2,...,qs}，获取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

工作状态参数与信息威胁故障次数的数据模型。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空间元件包括：网络设备、信息设备

和信息系统，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包括：网络报文的类型、长度、源地址、目的

地址、当前的网络流量、信息设备当前的工作状态。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个分类器能够选择相同或不同的机器

学习技术，其中，所述机器学习技术包括：支持向量机及其改进算法、神经网络及其改进算

法、聚类算法、极端学习机及其改进算法、集成学习算法及其改进算法和深度学习算法及其

改进算法，所述s个分类器能够选择相同或不同的训练参数优化算法，其中，所述训练参数

优化算法包括：粒子群优化算法、遗传算法、蚁群优化算法和鱼群优化算法。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

及其对应的信息威胁故障次数，并进行数据预处理，包括：

对所述采集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及其对应的信息威胁故障次数数据进

行遗漏数据补充、冗余数据剔除、非数值型数据量化及数据归一化操作。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所述信息威胁故障检测结果确定电

力信息物理系统是否存在所述跨空间级联故障，包括：

若所述信息威胁故障检测结果为拒绝服务类攻击、信息元件可靠性故障或利用型攻

击，则电力信息物理系统存在所述跨空间级联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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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跨空间级联故障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网络信息安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跨空间级

联故障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大数据等新颖技术和概念的不断涌现，极大

的改变了能源行业的传统工作模式，越来越多信息设备及系统在能源行业取得大规模应

用，现代物理能量系统正在变得更加智能化、分布化、互动化，如当前大量间歇性、分布式、

可再生能源广泛接入电力系统。未来的能源供应方式将实现信息空间与物理能量系统的深

度融合与智能化协同工作。但物理能量系统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特别是近几年发生的“北

美8.14大停电”、伊朗震网病毒事件、乌克兰电网遭恶意攻击停运等事故表明物理能量系统

的故障类型已经由原先的单一物理故障演化为跨空间级联故障。跨空间级联故障将是未来

干扰能量物理系统正常工作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由信息威胁引发的跨空间级联故障的源头

在信息空间，故障的最终影响点在电力系统，其产生和传播过程跨越了信息空间和电力系

统，其危害性比传统物理能量系统的故障更高。因此研究针对跨空间级联故障的检测方法，

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0003] 现有的能源互联网、电力信息物理系统等业务场景中的威胁检测方法主要是从信

息威胁和物理能量故障两个层面分别独立进行，两者之间相互独立缺少联系，缺少针对由

信息威胁引发的跨空间级联故障的检测技术。信息威胁的检测以入侵检测技术为主，入侵

检测是对入侵行为的检测，入侵检测系统通过收集网络及计算机系统内所有关键节点的信

息，检查网络或系统中是否存在违反安全策略行为及被攻击迹象。入侵检测的数据来源是

各种网络安全设备(如防火墙、IDS、IPS等)的日志，这些设备会实时的记录每个时间监测点

目标网络的活动情况以便分析目标网络的运行情况。物理能量系统故障的检测技术以潮流

仿真计算和二次设备监控为主：一方面，通过二次设备实时测量系统的运行状态参数，一旦

发生异常，则保护装置动作切除故障并报警；另一方面，依据实时采集的系统运行参数，调

度中心对系统未来时段的运行状况进行潮流仿真，以发现安全隐患，并提前采取相应的安

全措施消除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跨空间级联故障检测方法，其目的是明确由

信息威胁引发的跨空间级联故障成因基础上，通过机器学习技术对大量检测数据的训练得

到检测模型，进而利用该模型实现快速、准确的跨空间级联故障早期告警，以辅助决策人员

采取合理的防护措施。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采用下述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跨空间级联故障检测方法，其改进之处在于，包括：

[0007] 通过机器学习技术构建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与信息威胁故障次数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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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模型；

[0008] 基于所述数据模型，输入当前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获取信息威胁故障

检测结果；

[0009] 根据所述信息威胁故障检测结果确定电力信息物理系统是否存在所述跨空间级

联故障。

[0010] 优选的，所述信息元件包括：网络设备、信息设备和信息系统，所述信息空间元件

的工作状态参数包括：网络报文的类型、长度、源地址、目的地址、当前的网络流量、信息设

备当前的工作状态。

[0011] 优选的，所述通过机器学习技术构建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与信息威胁故

障次数的数据模型，包括：

[0012] 采集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及其对应的信息威胁故障次数，并进行数

据预处理；

[0013] 将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作为机器学习技术的输入量，将所述信息空

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对应的信息威胁故障次数作为机器学习技术的输出量；

[0014] 将p个同一时刻的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集合 及其对应

的信息威胁故障次数集合 组成p个训练样本，其中，n为所述信息元件的工

作状态参数类别总数，m为所述信息威胁故障类别总数，p为正整数，t为时间标识；

[0015] 将所述p个训练样本分别输入至s个分类器进行训练，获取s个所述信息空间元件

的工作状态参数与信息威胁故障次数的映射关系yt＝f(xt)；

[0016] 利用决策机设置所述s个分类器的检测权重{q1 ,q2,…,qs}，获取所述信息空间元

件的工作状态参数与信息威胁故障次数的数据模型。

[0017] 进一步的，所述s个分类器能够选择相同或不同的机器学习技术，其中，所述机器

学习技术包括：支持向量机及其改进算法、神经网络及其改进算法、聚类算法、极端学习机

及其改进算法、集成学习算法及其改进算法和深度学习算法及其改进算法等算法，所述s个

分类器能够选择相同或不同的训练参数优化算法，其中，所述训练参数优化算法包括：粒子

群优化算法、遗传算法、蚁群优化算法和鱼群优化算法。

[0018] 进一步的，所述采集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及其对应的信息威胁故障

次数，并进行数据预处理，包括：

[0019] 对所述采集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及其对应的信息威胁故障次数数

据进行遗漏数据补充、冗余数据剔除、非数值型数据量化及数据归一化操作。

[0020] 优选的，所述根据所述信息威胁故障检测结果确定电力信息物理系统是否存在所

述跨空间级联故障，包括：

[0021] 若所述信息威胁故障检测结果为拒绝服务类攻击、信息元件可靠性故障或利用型

攻击，则电力信息物理系统存在所述跨空间级联故障。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跨空间级联故障检测方法，提出基于机器

学习技术的检测方法技术思路及其部署位置，并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对检测数据进行训练，

生成检测模型，将实时检测数据输入检测模型以完成在线检测，最终依据检测结果实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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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空间级联故障的在线检测，该方法填补了目前在信息空间与能量物理系统紧密融合、协

同工作的业务场景中缺少由信息威胁引发的跨空间级联故障检测方法的技术空白，有效提

升了对实时发生的各类跨空间级联故障的辨识能力，加强了针对各类跨空间级联故障防护

的目的性，有助于从整体层面改善能源业务场景的运行状况，保障其安全稳定运行。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一种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跨空间级联故障检测方法的流程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数据采集应用场景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智能变电站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数据模型框架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由信息威胁引发的跨空间连锁故障过程示意图；

[0029] 图6是本发明实施中跨空间级联故障类别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详细说明。

[0031]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2]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跨空间级联故障检测方法，如图1所示，包

括：

[0033] 通过机器学习技术构建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与信息威胁故障次数的数

据模型；

[0034] 基于所述数据模型，输入当前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获取信息威胁故障

检测结果；

[0035] 根据所述信息威胁故障检测结果确定电力信息物理系统是否存在所述跨空间级

联故障。

[0036] 其中，所述信息元件包括：网络设备、信息设备和信息系统，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

工作状态参数包括：网络报文的类型、长度、源地址、目的地址、当前的网络流量、信息设备

当前的工作状态。

[0037] 具体的，所述通过机器学习技术构建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与信息威胁故

障次数的数据模型，包括：

[0038] 采集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及其对应的信息威胁故障次数，并进行数

据预处理；

[0039] 其中，如图2所示，数据采集设备(探针)和检测装置(检测模型)的部署位置为能源

互联网、电力信息物理系统等典型业务场景的控制网络，即将数据采集设备与检测装置部

署在信息空间与物理能量系统的空间边界处，例如，如图3所示，以电力信息物理系统中的

智能变电站为例进行说明，因智能变电站遵守IEC61850通信规约，其内部构造符合站控层、

间隔层、过程层、站控层网络、过程层网络的“三层两网”结构，故检测装置和数据采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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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部署在站控层网络中，以实现对站控层和间隔层中信息威胁的实时监控；

[0040] 将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作为机器学习技术的输入量，将所述信息空

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对应的信息威胁故障次数作为机器学习技术的输出量；

[0041] 例如：取部分信息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做为输入向量，如网络报文类型x1、网络报

文长度x2、网络报文的连接时间x3、网络报文的源地址x4和目的地址x5等，则输入向量为

t为时间标号，选择由拒绝服务攻击引发的电力一次设备拒动y1、由恶意攻

击引发的电力一次设备拒动y2、由恶意攻击引发的电力一次设备误动y3做为输出向量，输出

向量为

[0042] 将p个同一时刻的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集合 及其对应

的信息威胁故障次数集合 组成p个训练样本，其中，n为所述信息元件的工

作状态参数类别总数，m为所述信息威胁故障类别总数，p为正整数，t为时间标识；

[0043] 例如，根据ECPS的工作状况历史统计构建输入向量与输出向量之间的二元组做为

支持向量机的训练样本集，训练样本集中以时间标号t做为样本的划分依据，每条样本均记

录了在t时刻输入向量 和输出向量 的统计值，样本的记录格式为

再例如，某条样本为{11 ,0,0 ,0 ,0 ,0 ,0 ,0 ,0}，则表明在第11时

刻，ECPS中没有网络报文也没有信息威胁故障。

[0044] 将所述p个训练样本分别输入至s个分类器进行训练，获取s个所述信息空间元件

的工作状态参数与信息威胁故障次数的映射关系yt＝f(xt)；

[0045] 利用决策机设置所述s个分类器的检测权重{q1 ,q2,…,qs}，获取所述信息空间元

件的工作状态参数与信息威胁故障次数的数据模型，其中，各个分类器均有自己专属的函

数映射关系并以函数映射关系做为自己的检测规则，决策机将各个分类器的检测规则综合

成检测规则库并对各个分类器赋以检测权重，决策机对各个分类器的检测结果进行加权计

算，如图4所示；

[0046] 其中，所述s个分类器能够选择相同或不同的机器学习技术，其中，所述机器学习

技术包括：支持向量机及其改进算法、神经网络及其改进算法、聚类算法、极端学习机及其

改进算法、集成学习算法及其改进算法和深度学习算法及其改进算法等算法，所述s个分类

器能够选择相同或不同的训练参数优化算法，其中，所述训练参数优化算法包括：粒子群优

化算法、遗传算法、蚁群优化算法和鱼群优化算法。

[0047] 所述采集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及其对应的信息威胁故障次数，并进

行数据预处理，包括：

[0048] 对所述采集所述信息空间元件的工作状态参数及其对应的信息威胁故障次数数

据进行遗漏数据补充、冗余数据剔除、非数值型数据量化及数据归一化操作。

[0049] 所述根据所述信息威胁故障检测结果确定电力信息物理系统是否存在所述跨空

间级联故障，包括：

[0050] 若所述信息威胁故障检测结果为拒绝服务类攻击、信息元件可靠性故障或利用型

攻击，则电力信息物理系统存在所述跨空间级联故障；

[0051] 其中，所述跨空间级联故障的形成过程，如图5所示，信息元件因遭受信息攻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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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故障而导致工作异常，并将导致与之连接的电力二次设备出现异常(或以隐性故障

形态存在)，如信息攻击会引发继电保护装置拒动、变电站监测控制装置误动、自动电压控

制装置下发错误指令等电力二次设备故障。进而电力二次设备异常工作后将有可能诱使电

力一次设备出现故障，即发生电力系统扰动，从而使信息安全风险的破坏作用从信息空间

向电力系统投影。

[0052] 故信息攻击、软件系统或硬件可靠性故障、电力二次设备故障和电力系统扰动之

间存在明显的因果逻辑关系，正是由于信息空间与电力系统的紧密耦合，它们在ECPS中顺

序爆发形成了跨空间级联故障，电力二次设备对跨空间级联故障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其做为ECPS内部的空间联动接口，将离散时空特性的信息空间与连续时空特性的电力

系统紧密耦合起来，实现了离散信息流与连续能量流之间的交互，同时原本孤立于信息空

间的安全风险有可能借助于电力二次设备将其危害扩散到电力系统中，诱发电力系统扰

动，进而影响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0053]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是所有的信息安全风险均可引发电力系统扰动，同理也不

是所有的电力系统扰动均可由信息安全风险引发。如信息收集类攻击为拒绝服务类和利用

型攻击的前提，在电力企业内外网安全隔离条件下假消息攻击难以直接引发电力二次设备

故障，风电场风速变化和日照强度变化等系统扰动不会因网络攻击产生，跨空间级联故障

中不包括上述安全风险。如图6所示，每一条由信息攻击或信息元件可靠性故障出发并至电

力系统扰动结束的路径均为一种跨空间级联故障，其中，由于信息元件因可靠性出现故障

后会导致无法正常工作，其对二次设备的危害等同于拒绝服务类攻击，故在图6中将信息元

件可靠性与拒绝服务类攻击进行合并。

[0054]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上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

可以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未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任何

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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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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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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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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