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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

框架系统，负责工控网络数据通信的安全，包括

内容交付网络，所述内容交付网络，包括入侵检

测及防御系统模块、隐马尔可夫模型模块和交付

策略模块，负责每一个ICS设备的实时入侵检测、

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模块预测移入或移出虚拟

蜜罐设备的概率和基于交付策略模块的它们设

备之间的数据交付。通过本发明，可以做到ICS系

统的安全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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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其特征在于，保护工控网络数据通信的安全，

所述系统，还包括内容交付网络；

所述内容交付网络，包括入侵检测及防御系统模块、隐马尔可夫模型模块和交付策略

模块，负责每一个ICS设备的实时入侵检测、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模块预测移入或移出虚拟

蜜罐设备的概率和基于交付策略模块的它们设备之间的数据交付；

所述入侵检测及防御系统模块，负责监视ICS系统的所有设备，包括基于误用的入侵检

测系统MIDS、基于异常的入侵检测系统AIDS和基于网络的入侵检测系统NIDS；

所述隐马尔可夫模型模块，对ICS系统的所有设备进行分类，并提供将受到攻击的设备

转移到虚拟蜜罐设备中的概率和从虚拟蜜罐设备移出的设备的概率；

所述交付策略模块，包括安全可信策略、负载均衡策略和就近交付策略；

所述安全可信策略，将ICS设备采集的数据交付给安全可信的LD设备，以保证数据的安

全可靠和它的内容不被篡改；

所述负载均衡策略，以平衡可用ICS系统的所有设备的负载，将计算任务交付给负载轻

的LD设备；

所述就近交付策略，将数据交付给最近或次最近的LD设备，满足ICS系统的实时性要

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虚拟

蜜罐设备，负责监控虚拟蜜罐设备中的设备、生成恶意ICS设备的日志文件、更新攻击数据

库、生成入侵检测规则，并同步到内容交付网络的入侵检测及防御系统模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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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网络安全、网络管理和自动控制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到一种

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控制系统ICS（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s）用于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管理

和维护，国家关键基础设施通常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如冶金、天然气管道、水资源、电

力。经营这些的企业，为了能够实现对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的基础设施的集中管控，引进

了工业云。由于近年来5G（Fif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s  System第五代移动

通信）技术的商用和它的优异性能，提升了工业云的实时性和实现了万物互联，因此，满足

了ICS的实时控制的需求。基于工业云的工控网络，一般由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s）、人机界面（HMI  Human  Machine  Interface）、主终端

单元（MTU  Master  Terminal  Unit）和远程终端单元（RTU  Remote  Terminal  Unit）等几个

子组件组成。这些子组件部署在工业云的虚拟机VM（virtual  machine）上，接收ICS现场设

备采集数据，并进行运算及其将运算结果输出到ICS现场控制设备，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

化。这些就构成了ICS系统。然而，ICS现场设备采集数据和进行运算及其将运算结果输出到

ICS现场控制设备的数据，一旦被篡改，造成的后果不堪想象。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基于工业

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以实现对ICS系统所覆盖的工业设备的安全预防措施。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以

应对传统的安全解决方案已不再适合基于工业云的ICS系统的网络安全。

[0004] 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其特征在于，保护工控网络数据通信的安

全，所述系统，还包括内容交付网络；

所述内容交付网络，包括入侵检测及防御系统模块、隐马尔可夫模型模块和交付策略

模块，负责每一个ICS设备的实时入侵检测、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模块预测移入或移出虚拟

蜜罐设备的概率和基于交付策略模块的它们设备之间的数据交付；

所述入侵检测及防御系统模块，负责监视ICS系统的所有设备，包括基于误用的入侵检

测系统MIDS、基于异常的入侵检测系统AIDS和基于网络的入侵检测系统NIDS；

所述隐马尔可夫模型模块，对ICS系统的所有设备进行分类，并提供将受到攻击的设备

转移到虚拟蜜罐设备中的概率和从虚拟蜜罐设备移出的设备的概率；

所述交付策略模块，包括安全可信策略、负载均衡策略和就近交付策略；

所述安全可信策略，将ICS设备采集的数据交付给安全可信的LD设备，以保证数据的安

全可靠和它的内容不被篡改；

所述负载均衡策略，以平衡可用ICS系统的所有设备的负载，将计算任务交付给负载轻

的LD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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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就近交付策略，将数据交付给最近或次最近的LD设备，满足ICS系统的实时性要

求。

[0005] 进一步地，所述虚拟蜜罐设备，负责监控虚拟蜜罐设备中的设备、生成恶意ICS设

备的日志文件、更新攻击数据库、生成入侵检测规则，并同步到内容交付网络的入侵检测及

防御系统模块中。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在于：

在本发明中，提供了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负责工控网络数据通信的

安全，包括内容交付网络，所述内容交付网络，包括入侵检测及防御系统模块、隐马尔可夫

模型模块和交付策略模块，负责每一个ICS设备的实时入侵检测、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模块

预测移入或移出虚拟蜜罐设备的概率和基于交付策略模块的它们设备之间的数据交付。通

过本发明，可以做到ICS系统的安全可控。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的ICS分层结构示意图；

图2是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的部署示意图；

图3是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的示意图；

图4是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的内容交付网络工作流程示意图；

图5(1)是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的一阶马尔可夫一般转移图的示意图；

图5(2)是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的二阶马尔可夫一般转移图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下面是根据附图和实例对本发明的进一步详细说明：

随着工业控制现场智能应用的增加，以及减少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阶段之间延迟的要

求，已有技术提供了许多解决方案。例如，有的让数据处理在网络设备上执行，这些设备可

以是路由器、网关或交换机，而不是向距离较远的服务器发送数据。不希望在这样的服务器

上运行实时性强的工业ICS现场智能应用（即其性能受网络延迟的影响），是为了能够获得

实时和快速的计算结果。运行实时性强的工业ICS现场智能应用的另一种选择是在靠近数

据采集节点的设备上执行其数据处理（就近处理策略）。具有计算能力且靠近数据采集节点

的设备，一般是网络设备，诸如路由器、网关和交换机。也就是说，已有技术设想使用这些网

络设备并创建一个边缘计算来处理实时性强的工业智能应用。与一般的云计算相比，这种

边缘计算设备将为智能应用提供较少的延迟，但是与云计算相比，无法获得较好的计算能

力。因此，安全可信的工控网络的建设势在必行。

[0009] 图1为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的ICS分层结构示意图，它的最底层包

含数据采集设备、视频摄像设备和执行器，这些设备可以是传感器、RFID标签、摄像头、物联

网（IOT）设备，以及变频电机设备。它们将负责采集实时数据，并将这些数据通过智能应用

（例如，控制器）进行处理后做出实时决策（例如，向执行器输出调节煤气阀门的开度）。它的

中间层由用于将数据在最低层设备和工业云计算基础设施之间进行通信的现场的网络设

备所组成，该层可以充当现场网络设备层，可以处理部分或全部计算，从而使工业应用性能

不受网络延迟的影响。最上层是工业云层，主要由虚拟机组成。如果现场网络设备层没有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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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计算资源，那么它可以将请求直接发送到工业云层基础设施中进行计算。即使数据处

理在现场网络设备层完成，那么原始数据、中间数据和计算结果最终也需要存储到工业云

计算基础设施上，为方便起见，下面将各层的ICS设备简称为设备。

[0010] 在工业ICS环境中，设备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多个智能应用使用，不同的用户会

引起网络安全问题。如果黑客对设备进行攻击，ICS系统的传感器会得到错误的采集数据和

提供错误的输出数据，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例如，错误地打开了煤气阀门，会造成工厂大

爆炸和人员伤亡的恶果；而且网络攻击还会影响ICS系统的性能，以及被黑客攻击的设备还

可能与竞争对手共享数据等不愿看到的事情。目前，已有的安全协议在提供数据处理或计

算之前对每个设备进行身份验证。但是，如果经过身份验证的设备被黑客攻击，那么情况就

会变得更糟，因为ICS系统中的设备在工控网络中具有某些权限才能访问。因此，对ICS环境

的网络攻击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1）未经验证的网络攻击；（2）未经授权的网络攻击。如果

设备未经身份验证并试图攻击ICS系统中的设备，则此网络攻击称为未经身份验证的网络

攻击或外部网络攻击。但是，如果网络攻击的设备经过身份验证，并且在应用程序的安全可

信的网络中，则它被称为未授权或内部网络攻击。对通过身份验证的设备进行跟踪，因为它

们在工控网络中具有一定的使用权限。根据美国网络犯罪2013年的一份调查，所有网络攻

击中，有34%是内部网络攻击，31%是外部网络攻击，其余35%的网络攻击无法归类为内部或

外部网络攻击。Furnell（2004）进行的另一项调查表明，系统安全管理员更加了解和关注外

部网络攻击，而无视大多数内部网络攻击。由于ICS系统是一个多用户的体系结构，不同的

应用程序之间可以共享资源，因此很难识别出内部网络攻击者。在ICS系统中，内部网络攻

击所造成的破坏性也很高，因为使用实时数据的应用程序是关键性的应用程序。例如，如果

一个应用程序处理实时气象数据并预测洪水或其他自然灾害，那么被攻击的设备提供虚假

数据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工控网络安全框架来保护ICS服务免受恶

意设备的攻击。对ICS系统恶意设备攻击进行积极预测，将使设备在ICS中得到更好和安全

的部署。

[0011] 概率论和统计学中的卡尔曼滤波、线性滤波和非线性滤波技术均可以被应用到本

申请中，其中的马尔可夫模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详见图5（1）、图5（2）和下文的表1）。马

尔可夫模型是满足马尔可夫性质的随机模型，它表明未来事件发生的概率取决于当前状态

而不是过去状态。而隐马尔可夫模型是中间状态不被观察或隐藏的一种马尔可夫模型。马

尔可夫模型被用于基于当前用户活动的网络安全和评估。利用隐马尔可夫模型可以根据

ICS设备的活动性来预测恶意设备的发生概率。在本申请中，利用两阶隐马尔可夫模型对恶

意设备进行搜索，并根据其最近的活动将其转移到虚拟蜜罐设备上。蜜罐是系统管理员设

置的一个陷阱，是ICS系统的真实诱饵，用来引诱ICS系统上的网络攻击者。蜜罐可以是计算

机、应用程序或数据，可以模拟ICS系统的真实行为并记录攻击者的攻击路径。不同于入侵

检测系统（IDS）、入侵检测及预防系统（IDPS）和防火墙，蜜罐允许用户攻击它们。正确地安

装蜜罐可以提高ICS系统的效率和安全性；但是，如果蜜罐是静态的，攻击者知道它的位置，

那么它的存在价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为了使本申请提出的工控网络安全框架更具自适

应性，建议采用虚拟蜜罐设备，且蜜罐的位置是动态变化的，恶意设备永远不知道蜜罐的确

切位置。与传统的蜜罐相比，虚拟蜜罐技术不仅可以防止蜜罐的身份曝光，而且还易于部

署。虚拟蜜罐设备就像一个虚拟机映像，可以很容易地部署在任何可用的管理程序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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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Machines，虚拟机）上。根据网络攻击的级别和严重程度，虚拟蜜罐设备可以自动

扩展其资源容量，使其更适应恶意设备的任何级别和数量的网络攻击。

[0012] 恶意设备网络攻击可能是任何ICS系统中的主要瓶颈，根据工业现场智能应用程

序的重要性，其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本申请的主要目的是设计一个有效的工控网络安全

框架，在ICS中识别恶意设备，并将恶意设备的工作转移到虚拟蜜罐设备中，使ICS系统在本

质上更加安全和具有自适应性。

[0013]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申请提出了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网络安全框架，该安全

框架由三部分所组成，用于缓解恶意设备。在第一部分，所有使用ICS系统运行其服务的设

备都要受到内容交付网络中的IDS的监视。内容交付网络由两个模块组成，即IDS和马尔可

夫模型。在第二部分，内容交付网络使用马尔可夫模型模块对设备进行分类，并提供将设备

转移到虚拟蜜罐设备的可能性或概率。内容交付网络的马尔可夫模型模块也有助于降低入

侵检测系统的误报率。在第三部分，虚拟蜜罐设备监控恶意设备，生成攻击者活动的日志文

件，并将其保存在攻击数据库中。攻击数据库是本申请用来防止将来的未知攻击的发生，使

系统更具自适应性。本申请还能够基于马尔可夫模型模块产生的概率，从虚拟蜜罐设备中

恢复合法的边缘设备。

[0014] 一般地，ICS系统包括HMI（Human  Machine  Interface人机界面）、工程师站、远程

诊断工具、数据库、控制器、传感器和执行器。这些组件之间的通信依赖于工业网络协议。

HMI用于监控受控过程，并能显示历史状态信息。传感器和执行器一般部署在ICS现场，而控

制器可以部署在工业云的VM中；另外，工程师站、HMI和远程诊断工具均可以部署在工业云

的VM中。工程师站用于配置控制算法和调整控制参数。远程诊断工具用于预防、识别和恢复

异常情况，或诊断和修复故障。控制器可以通过PLC来实现，用于控制工业生产过程。传感器

（如温度和压力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和收集数据，执行器（如阀门、电机和开关）执行控制

器命令。工业网络协议是一种网络协议，例如，Modbus/TCP，控制器通过它与子控制器、工程

师站、人机界面HMI、执行器或传感器通信。ICS控制回路的控制过程主要包括将测量数据从

传感器传输到控制器，以及将控制数据从控制器收集和传输到执行器。随后，传感器根据控

制过程收集新的测量数据，并再次将测量数据传输给控制器，形成闭环控制。在工业生产

区，受控过程通常在几毫秒到几天的周期时间内连续运行。由此可知，这些控制数据和测量

数据，如果受到网络攻击而一旦被篡改，则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0015]  图2是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的部署示意图，该工业云可以是基于

RT  Hypervisor（实时Hypervisor），工业云可以位于企业的地理范围内。也可以是企业

Intranet范围内，主要用于部署本申请的工控网络安全框架模块和ICS系统的应用或子系

统等，其中，安全框架模块部署在CVM（Control  VM）上，而ICS系统的应用或子系统可以部署

在VM上。工业云部署完成后，用户可通过电脑、平板、手机多种终端方式，实时关注、控制工

厂生产流程和设备运行状态。

[0016] 在本申请中，ICS中的设备可以分为四类：合法设备LD（Legitimate  Device）、敏感

设备SD（Sensitive  Device）、受攻击设备UD（Under-attack  Device）和黑客设备HD（Hacked 

Device）。LD是那些设备，它们以正确的方式使用它们拥有的权限，并且从未试图破坏ICS系

统的安全性。SD是那些设备，它们向ICS系统发送很少的假数据点（SD可能会无意中发送虚

假数据，或者可能受到一些业余黑客的攻击，但对于这样的设备还需要仔细监控），业余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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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但会发起对ICS整个系统有影响的攻击，如破坏密码，多次发送验

证码请求。UD是一些受到专业黑客攻击的设备，必须立即加以防范；专业黑客是经过充分训

练的黑客，他们对ICS系统发起非常恶劣影响的网络攻击，这些网络攻击可以是系统级的，

可以阻止整个应用程序。HD是这样的设备，据IDS预测，这些设备正在被黑客攻击，并向ICS

系统发送连续的假数据，若这些设备保持活动，则需要转移到虚拟蜜罐设备中，以便能够成

功地预测到攻击者的路径。

[0017] 图3是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的示意图。它给出了本申请所建议的

工控网络安全框架，该安全框架包括内容交付网络。所述内容交付网络包括入侵检测及防

御系统模块、隐马尔可夫模型模块和交付策略模块，负责每一个ICS设备的实时入侵检测、

基于隐马尔可夫模型模块预测移入或移出虚拟蜜罐设备的概率和基于交付策略模块的它

们设备之间的数据交付。所述入侵检测及防御系统模块，负责监视ICS系统的所有设备，包

括基于误用的入侵检测系统MIDS、基于异常的入侵检测系统AIDS和基于网络的入侵检测系

统NIDS。所述隐马尔可夫模型模块，对ICS系统的所有设备进行分类，并提供将受到攻击的

设备转移到虚拟蜜罐设备中的概率和从虚拟蜜罐设备移出的设备的概率。所述交付策略模

块，包括安全可信策略、负载均衡策略和就近交付策略。所述安全可信策略，将ICS设备采集

的数据交付给安全可信的LD设备，以保证数据的安全可靠和它的内容不被篡改。所述负载

均衡策略，以平衡可用ICS系统的所有设备的负载，将计算任务交付给负载轻的LD设备。所

述就近交付策略，将数据交付给最近或次最近的LD设备，满足ICS系统的实时性要求。进一

步地，所述虚拟蜜罐设备，负责监控虚拟蜜罐设备中的设备、生成恶意ICS设备的日志文件、

更新攻击数据库、生成入侵检测规则，并同步到内容交付网络的入侵检测及防御系统模块

中。

[0018] 如图3所示的安全框架，能够识别恶意设备，使ICS系统在本质上更具自适应性。当

检测到一种特定类型设备的黑客攻击路径时，ICS系统就变得具有自适应性，它被存储在攻

击数据库中，以便将来能够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在本申请中，所有设备之间的数据交付

都都要通过位于ICS环境中的内容交付网络来进行，内容交付网络含有多个交付策略，例

如，安全可信策略、负载均衡策略、就近交付策略等。所述安全可信策略，将数据交付给安全

可信的设备，以保证数据的安全可靠和内容不被篡改等；所述负载均衡策略，以平衡可用

ICS设备资源的负载，可以将计算任务交付给负载轻的设备。所述就近交付策略，将数据交

付给最近或次最近的ICS系统的设备。当在ICS上提出服务请求时，内容交付网络会在IDS的

持续监视下向LD设备应用程序提供服务。

[0019] 当IDS检测到任何网络攻击时，它会生成攻击告警并触发对ICS设备的入侵检测。

IDS向Markov1发送设备标识和攻击类别。马尔可夫1是计算设备及其攻击类别概率的入侵

检测的马尔可夫模型。马尔可夫2是这样的马尔可夫模型，它根据马尔可夫1发送的信息预

测设备是否应转移到虚拟蜜罐设备中。内容交付网络持续监控每个设备的活动，并使用

Markov1更新设备的转移概率矩阵值。被移到虚拟蜜罐设备的ICS设备进行连续监控。如果

在虚拟蜜罐设备上被检测到LD，则使用markov3计算设备的LDP（Legitimate  Device 

Probability），并将该值发送给markov4。马尔可夫3是虚拟蜜罐设备的一阶马尔可夫模型，

马尔可夫4是虚拟蜜罐设备的二阶马尔可夫模型。Markov4预测是否将设备移回LD状态。同

时，它监视HD的所有活动，并在最后生成日志文件。所有日志文件都保存在攻击数据库中。

说　明　书 5/8 页

7

CN 111338297 A

7



攻击数据库有助于内容交付网络在将来防止该类型的攻击的发生。

[0020] 内容交付网络将每个ICS设备的数据交付请求定向到合法的设备上，它通过使用

所部署的IDS监视每个设备设备的活动。内容交付网络的IDS可以是多种类型的IDS的组合，

例如，基于误用的入侵检测系统（MIDS）、基于异常的入侵检测系统（AIDS）和基于网络的入

侵检测系统（NIDS）。MIDS分析所有设备活动，如果任何设备滥用其权限，则会生成攻击告

警。AIDS分析所有设备的活动，当设备被检测到某些异常行为时，会生成攻击告警。NIDS分

析ICS工控网络的流量，并发现网络拥塞时生成攻击告警。

[0021] 利用内容交付网络中嵌入的马尔可夫模型模块，可以帮助内容交付网络根据设备

交付数据的请求和IDS系统生成的数据识别恶意设备。当对设备发起攻击时，IDS生成攻击

告警，并将检测到的设备信息发送到内容交付网络的马尔可夫模型模块中。马尔可夫模型

根据入侵检测系统IDS的信息，预测设备是否应该转移到虚拟蜜罐设备中，详见图4给出的

入侵检测的工作流程图。一阶马尔可夫模型（Markov1）从IDS生成的输出预测设备类别和被

移到虚拟蜜罐设备的概率。二阶马尔可夫模型（Markov2）根据设备类别和设备的移动概率

来决定是否在虚拟蜜罐设备上移走该设备。

[0022] 虚拟蜜罐设备负责生成恶意设备活动的日志文件，与防火墙或IDS不同，虚拟蜜罐

设备不提供攻击保护，但能够检测攻击路径并生成网络攻击日志文件。日志文件存储在攻

击数据库中，内容交付网络使用这些文件所生成的入侵检测规则来检测将来发生的相同类

型的攻击。虚拟蜜罐设备还负责在虚拟蜜罐设备上找到因误报而被误移入的LD。为了能够

在虚拟蜜罐设备上检测LD，利用蜜罐二阶马尔可夫模型。

[0023] 本申请的虚拟蜜罐设备对恶意设备进行监控，并对误入虚拟蜜罐设备的LD进行识

别。虚拟蜜罐设备监视器测量恶意设备的每个活动，并将其结果发送到日志文件生成器中。

在这里，日志文件生成器生成恶意设备活动的日志文件，并将其保存到攻击数据库中。该攻

击数据库有助于在将来防止未知的攻击，因而具有自适应性。当被监控的恶意设备被虚拟

蜜罐设备的监控器检测为LD时，立即用markov3计算其LDP。之后，马尔可夫4在LDP的基础上

决定是否将设备移回。

[0024] 图5(1)是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的一阶马尔可夫一般转移图的示

意图，图5(2)是一种基于工业云的工控安全框架系统的二阶马尔可夫一般转移图的示意

图。运用概率论和统计学中的卡尔曼滤波、线性滤波和非线性滤波技术，存在现实世界用于

预测未来的重要产出。马尔可夫模型根据系统的当前结果而不是过去的活动来预测未来结

果的概率。利用隐马尔可夫模型提高马尔可夫模型的性能。该模型能够预测隐态系统的下

一个状态，而隐态是马尔可夫模型无法预测的。本申请采用隐马尔可夫模型检测设备的未

来行为。它还决定在什么情况下是否移出虚拟蜜罐设备上的设备，因为合法的设备在任何

时间都有可能在其他设备的帮助或不帮助下被黑客攻击。本申请的两阶马尔可夫模型分析

了当一个入侵检测系统对设备的工作产生攻击告警时的每个设备的特征（马尔可夫模型的

术语如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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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由于多个ICS设备将不同类型的数据交付到设备进行计算，应用传统的IDS会产生

大量的误报。因此，本申请也能够降低传统IDS的误报率，以使本申请更有效。当IDS检测到

设备上的恶意活动时，会生成攻击告警，并将设备标识和攻击类型发送到两阶马尔可夫模

型。两阶马尔可夫模型分两次对恶意设备进行检测。首先，马尔可夫1利用马尔可夫模型对

设备进行分类，并计算其移走概率SP（Shifting  Probability）。其次，这些输出被发送到

MarkoV2中，对于MarkoV2，根据设备的SP和攻击类型，有一个隐马尔可夫模型预测设备是否

必须转移到虚拟蜜罐设备中。同样，合法设备也会从虚拟蜜罐设备中恢复过来，而也会因

IDS的任何连续误报被错误地转移到虚拟蜜罐设备中。

[0026] 设备的移走取决于其SP或合法设备概率LDP（Legitimate  Device  Probability），

可分别由Markov1或Markov3计算。本申请的维特比算法（viterbi  algorithm）对这些值进

行预测。马尔可夫1或马尔可夫3和马尔可夫2或马尔可夫4分别使用了一般转移图，如图5

（1）和图5（2）所示。由于设备的不同行为，每个设备的转移图都会有所不同，这些转移图会

在设备每次活动后由维特比算法更新。隐马尔可夫模型中的维特比算法根据用户执行的活

动或排放序列计算所有隐藏状态的概率。如下的算法1说明了维特比算法根据恶意设备生

成的请求序列识别恶意设备的步骤。维特比算法是动态规划的一个例子，它使用与前向后

退算法相同的模式。维特比算法不同于前向后退算法，主要有两种情况：（1）维特比算法使

用最大化函数代替前向后退算法中的求和函数；（2）维特比算法将最大化函数的值存储在

一个矩阵中，该矩阵在回溯过程中读取，从而选择最佳序列。

[0027] 假设 (i)给出了设备以长度t请求序列结束状态i的最大概率，这将导致隐马尔

可夫模型的首次t观测，可以定义 (i)如下：

(i)=max{P(q(1) ,  q(2) ,  …,  q(t-1);  O(1) ,  O(2) ,…,  O(t)∣q(t)= )}

下面给出了用于执行维特比算法的思路。

[0028] 算法1提供了根据设备的输入请求计算输出状态所涉及的所有步骤。第一步给出

了算法所有变量的初始化，即似然概率和存储矩阵。第二步是一个递归步骤，计算设备提供

的每个输入的可能性概率。它还将计算出的概率存储到所有参数的矩阵中。此递归步骤根

据步骤iii中所述的终止条件而终止。在达到终止条件后，进行步骤IV所示的回溯步骤，根

据设备提供的所有输入请求找到最适合设备的输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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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这里， (i)表示基于长度t的输入请求，边缘设备在状态i结束的概率。 是状态i

的初始状态概率。 (O(t))  表示如果初始状态为i，则输出为O(t)的概率。 表示是从状

态i到状态j的转移概率。

[003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来限定本发明的实施范围；凡是依本

发明所作的等效变化与修改，都被视为本发明的专利范围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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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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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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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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