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684025.0

(22)申请日 2019.07.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46059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1.15

(73)专利权人 南京理工大学

地址 210094 江苏省南京市孝陵卫200号

(72)发明人 王永利　郭相威　刘聪　赵宁　

张伟　卜凡　朱亚涛　罗靖杰　

刘森淼　彭姿容　朱根伟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理工大学专利中心 

32203

代理人 薛云燕

(51)Int.Cl.

H04L 29/06(2006.01)

G06N 3/04(2006.01)

G06N 3/0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11782460 A,2020.10.16

CN 109474668 A,2019.03.15

CN 107885642 A,2018.04.06

HK 1233062 A0,2018.01.19

审查员 许婵

 

(54)发明名称

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

检测装置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

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装置及方法。该装置包

括数据采集模块、数据预处理模块、数据存储模

块、系统调度模块、异常检测模块和展示模块。方

法为：数据采集模块对原生日志进行数据采集，

转化为json格式发送至数据预处理模块；进行特

征提取，得到CDN流量时间序列表示，数据存储模

块对数据采集模块的日志数据和数据预处理模

块的CDN数据进行存储；异常检测模块通过系统

调度模块获取流量时间序列数据，输入至基于改

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时间序列异常检测模型

中进行在线学习，完成异常可能性计算，输出异

常可能性判断的检测结果，展示模块对关键过程

进行可视化呈现。本发明具有检测速度快、准确

率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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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数据采

集模块、数据预处理模块、数据存储模块、系统调度模块、异常检测模块和展示模块；

所述数据采集模块，使用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日志解析工具Logstash、分

析可视化平台Kbana对Nginx的原生日志进行收集，使用安装在服务器上的Filebeat监视指

定的日志文件并获取改动信息；

所述数据预处理模块，用于对原生日志分字段进行数据解析，并将解析出的时间和流

量值字段的数据按照时间粒度进行聚合，得到CDN日志流量时间序列；

所述数据存储模块，包括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查询数据库和Mysql普通数据

库，其中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查询数据库用于存储日志解析工具Logstash处理

过的初始时间序列数据并建立索引，Mysql数据库用于存储流量的初始时间序列和数据预

处理模块处理过的基于可变时间粒度聚合的时间序列数据；

所述系统调度模块，通过调用数据存储模块接口获取需要检测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

调用异常检测模块接口进行异常检测，并将异常数据作为输入传递给展示模块接口进行可

视化输出；

所述异常检测模块，通过系统调度模块获取流量时间序列数据，并采用改进分层时间

记忆网络模型进行在线学习，完成异常可能性计算，并输出异常可能性判断的检测结果；

所述展示模块，对关键过程进行可视化呈现，包括日志数据展示、日志数据清洗展示、

时间序列展示和异常检测结果展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数据预处理模块，通过过滤插件对日志解析工具Logstash收集的来自分布式发

布订阅消息系统Kafka的消息进行处理，过滤插件包括Grok、Mutate和Date，其中Grok插件

进行正则捕获，Mutate插件进行数据的修改，Date插件将字符串形式的日期转换成date类

型，输送到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中用以生成index。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异常检测模块，包括HTMTAD模型，HTMTAD模型是指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

时间序列异常检测模型，HTMTAD模型包括编码器模块、向量矩阵更新模块、异常检测模块和

异常评分模块，其中向量矩阵更新模块包括空间池和序列存储器；

经由数据预处理模块的流量时间序列表示算法处理的时间序列输入至编码器模块，编

码器模块输出二进制向量矩阵，交由空间池对二进制向量矩阵进行池化，生成具有高度稀

疏性的二进制编码，交由序列存储器进行集合状态矩阵和预测状态矩阵的更新；异常检测

模块基于向量矩阵的状态学习高阶序列和序列的学习规则，进行异常检测并输出预测误

差，异常评分模块在预测误差的基础上使用高斯尾部概率公式进行异常可能性估计，实现

最终的时间序列异常的检测。

4.一种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1、数据采集模块将对原生日志进行采集，并将采集的数据转化为json格式，发送

至数据预处理模块；

步骤2、数据预处理模块对json格式的数据进行主要特征提取，得到CDN流量时间序列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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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数据存储模块对数据采集模块的日志数据和数据预处理模块的CDN数据进行存

储，用以日志展示和检测结果测试；

步骤4、系统调度模块分别调用其他各个模块的接口，完成整个异常检测的过程；

步骤5、异常检测模块通过系统调度模块获取流量时间序列数据，将该数据输入至改进

分层时间记忆网络HTMTAD模型中，使用HTMTAD模型进行在线学习，完成异常可能性计算，输

出异常可能性判断的检测结果；

步骤6、展示模块对关键过程进行可视化呈现，包括日志数据展示、日志数据清洗展示、

时间序列展示和异常检测结果展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所述的数据采集模块将对原生日志进行采集，并将采集的数据转化为json格

式，发送至数据预处理模块，具体如下：

步骤1.1、使用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日志解析工具Logstash、分析可视化平

台Kbana对Nginx的原生日志进行收集；

步骤1.2、使用安装在服务器上的Filebeat监视指定的日志文件并获取改动信息。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所述的数据预处理模块对json格式的数据进行主要特征提取，得到CDN流量时

间序列表示，具体如下：

步骤2.1、对对json格式的数据分字段进行数据解析；

步骤2.2、将解析出的时间和流量值字段的数据进行按照时间粒度进行聚合，得到CDN

流量时间序列表示。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3所述的数据存储模块对数据采集模块的日志数据和数据预处理模块的CDN数据

进行存储，用以日志展示和检测结果测试，具体如下：

步骤3.1、使用Elasticsearch存放Logstash处理过的初始时间序列数据，建立索引；

步骤3.2、使用Mysql数据库存储流量的初始时间序列和经过数据预模型处理过的基于

可变时间粒度聚合的时间序列数据。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4所述的系统调度模块分别调用其他各个模块的接口，完成整个异常检测的过

程，具体如下：

步骤4.1、通过调用数据存储模块接口获取需要检测的时间序列数据；

步骤4.2、通过调用异常检测模块接口进行异常检测；

步骤4.3、将异常数据作为输入，传递给可视化展示接口进行可视化输出。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5所述的异常检测模块通过系统调度模块获取流量时间序列数据，将该数据输入

至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HTMTAD模型中，使用HTMTAD模型进行在线学习，完成异常可能性

计算，输出异常可能性判断的检测结果，具体如下：

步骤5.1、通过系统调度模块获取流量时间序列数据，将该数据输入至改进分层时间记

忆网络HTMTAD模型中；

步骤5.2、使用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HTMTAD模型进行在线学习，并完成异常可能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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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步骤5.3、输出异常可能性判断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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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CDN流量异常检测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

的CDN流量异常检测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基建设施的不断完善，使得数字化战略得到系统阐释，互联网

服务持续渗透，网民规模保持稳健增长。为减少因快速增长的用户群体和巨大的数据传输

量给网络带来的压力，内容分发网络(Content  Delivery  Network,CDN)应运而生。CDN通过

大规模分布式部署服务器基础设施，使其可以服务于不同位置的互联网。CDN固有的分布性

将流行的应用程序和热点内容尽可能靠近用户，极大程度上减少了网络延迟，提高了用户

的访问速度和体验质量，节省了视频等大型文件的传输流量。如今CDN已成为互联网基础设

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流量主要由内容提供商CP和CDN所主导。然而，CDN在面向用户服

务时，由于网络异常而影响用户的体验质量的原因包括以下三类：(1)CDN节点意外中断、高

峰流量过大导致的网络拥塞而产生的故障异常；(2)热点话题导致服务器节点访问爆炸性

增长而产生的突发访问异常；(3)网络不法分子利用特定程序攻击网络导致服务器节点无

法响应用户请求而产生的网络入侵异常。

[0003] 传统的CDN流量异常检测方法存在很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004] 1、在执行效率上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同时无法满足大流量网络链路的异常检测的

响应时间要求；

[0005] 2、在检测算法中，非常依赖检测阈值的确定，如何精确地计算阈值无法给出良好

的解决方案；

[0006] 3、传统的方法重在发现异常，在诊断异常类型的方面涉及很少。

[0007] 为了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使CDN具有快速准确检测网络流量异常的能力，降低

CDN因异常发生而导致大面积网络瘫痪的可能性，对于保障网络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检测速度快、准确率高的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

的CDN流量异常检测装置及方法。

[0009]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解决方案为：一种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

异常检测装置，包括数据采集模块、数据预处理模块、数据存储模块、系统调度模块、异常检

测模块和展示模块；

[0010] 所述数据采集模块，使用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日志解析工具

Logstash、分析可视化平台Kbana对Nginx的原生日志进行收集，使用安装在服务器上的

Filebeat监视指定的日志文件并获取改动信息；

[0011] 所述数据预处理模块，用于对原生日志分字段进行数据解析，并将解析出的时间

和流量值字段的数据按照时间粒度进行聚合，得到CDN日志流量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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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数据存储模块，包括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查询数据库和Mysql普通

数据库，其中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查询数据库用于存储日志解析工具Logstash

处理过的初始时间序列数据并建立索引，Mysql数据库用于存储流量的初始时间序列和数

据预处理模块处理过的基于可变时间粒度聚合的时间序列数据；

[0013] 所述系统调度模块，通过调用数据存储模块接口获取需要检测的时间序列数据，

通过调用异常检测模块接口进行异常检测，并将异常数据作为输入传递给展示模块接口进

行可视化输出；

[0014] 所述异常检测模块，通过系统调度模块获取流量时间序列数据，并采用改进分层

时间记忆网络模型进行在线学习，完成异常可能性计算，并输出异常可能性判断的检测结

果；

[0015] 所述展示模块，对关键过程进行可视化呈现，包括日志数据展示、日志数据清洗展

示、时间序列展示和异常检测结果展示。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数据预处理模块，通过过滤插件对日志解析工具Logstash收集的

来自分布式发布订阅消息系统Kafka的消息进行处理，过滤插件包括Grok、Mutate和Date，

其中Grok插件进行正则捕获，Mutate插件进行数据的修改，Date插件将字符串形式的日期

转换成date类型，输送到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中用以生成index。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异常检测模块，包括HTMTAD模型，HTMTAD模型是指基于改进分层时

间记忆网络的时间序列异常检测模型，HTMTAD模型包括编码器模块、向量矩阵更新模块、异

常检测模块和异常评分模块，其中向量矩阵更新模块包括空间池和序列存储器；

[0018] 经由数据预处理模块的流量时间序列表示算法处理的时间序列输入至编码器模

块，编码器模块输出二进制向量矩阵，交由空间池对二进制向量矩阵进行池化，生成具有高

度稀疏性的二进制编码，交由序列存储器进行集合状态矩阵和预测状态矩阵的更新；异常

检测模块基于向量矩阵的状态学习高阶序列和序列的学习规则，进行异常检测并输出预测

误差，异常评分模块在预测误差的基础上使用高斯尾部概率公式进行异常可能性估计，实

现最终的时间序列异常的检测。

[0019] 一种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步骤1、数据采集模块将对原生日志进行采集，并将采集的数据转化为json格式，

发送至数据预处理模块；

[0021] 步骤2、数据预处理模块对json格式的数据进行主要特征提取，得到CDN流量时间

序列表示；

[0022] 步骤3、数据存储模块对数据采集模块的日志数据和数据预处理模块的CDN数据进

行存储，用以日志展示和检测结果测试；

[0023] 步骤4、系统调度模块分别调用其他各个模块的接口，完成整个异常检测的过程；

[0024] 步骤5、异常检测模块通过系统调度模块获取流量时间序列数据，将该数据输入至

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HTMTAD模型中，使用HTMTAD模型进行在线学习，完成异常可能性计

算，输出异常可能性判断的检测结果；

[0025] 步骤6、展示模块对关键过程进行可视化呈现，包括日志数据展示、日志数据清洗

展示、时间序列展示和异常检测结果展示。

[0026] 进一步地，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的数据采集模块将对原生日志进行采集，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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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的数据转化为json格式，发送至数据预处理模块，具体如下：

[0027] 步骤1.1、使用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日志解析工具Logstash、分析可视

化平台Kbana对Nginx的原生日志进行收集；

[0028] 步骤1.2、使用安装在服务器上的Filebeat监视指定的日志文件并获取改动信息。

[0029] 进一步地，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的数据预处理模块对json格式的数据进行主要

特征提取，得到CDN流量时间序列表示，具体如下：

[0030] 步骤2.1、对对json格式的数据分字段进行数据解析；

[0031] 步骤2.2、将解析出的时间和流量值字段的数据进行按照时间粒度进行聚合，得到

CDN流量时间序列表示。

[0032] 进一步地，步骤3所述的数据存储模块对数据采集模块的日志数据和数据预处理

模块的CDN数据进行存储，用以日志展示和检测结果测试，具体如下：

[0033] 步骤3.1、使用Elasticsearch存放Logstash处理过的初始时间序列数据，建立索

引；

[0034] 步骤3.2、使用Mysql数据库存储流量的初始时间序列和经过数据预模型处理过的

基于可变时间粒度聚合的时间序列数据。

[0035] 进一步地，步骤4所述的系统调度模块分别调用其他各个模块的接口，完成整个异

常检测的过程，具体如下：

[0036] 步骤4.1、通过调用数据存储模块接口获取需要检测的时间序列数据；

[0037] 步骤4.2、通过调用异常检测模块接口进行异常检测；

[0038] 步骤4.3、将异常数据作为输入，传递给可视化展示接口进行可视化输出。

[0039] 进一步地，步骤5所述的异常检测模块通过系统调度模块获取流量时间序列数据，

将该数据输入至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HTMTAD模型中，使用HTMTAD模型进行在线学习，完

成异常可能性计算，输出异常可能性判断的检测结果，具体如下：

[0040] 步骤5.1、通过系统调度模块获取流量时间序列数据，将该数据输入至改进分层时

间记忆网络HTMTAD模型中；

[0041] 步骤5.2、使用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HTMTAD模型进行在线学习，并完成异常可能

性计算；

[0042] 步骤5.3、输出异常可能性判断的检测结果。

[004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显著优点为：(1)分节点对数据进行归类实现数据的初

步清洗并进行聚合算法，基于时间粒度提取不同主体的时间序列方法，对流量数据进行聚

合实现数据的降维，使得时间序列变得平滑；输出的时间序列用于后续时间序列检测模型

的输入，允许部分噪音和数据的缺失，降低了系统需求；(2)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

时间序列异常检测模型，实现流量数据点灵活编码，通过空间池和序列存储器实现数据的

稀疏表示和高阶序列的学习，并在预测误差的基础上提出异常可能性的计算方式，降低了

模型误报几率，提高了模型检测准确性；(3)采用ELK+Filebeat体系实现CDN流量数据的采

集分析，提高了流量收集的性能。

附图说明

[0044] 图1是本发明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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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图2是本发明中数据采集模块的采集流程示意图。

[0046] 图3是本发明中数据预处理模块的预处理流程示意图。

[0047] 图4是本发明中数据存储模块的存储流程示意图。

[0048] 图5是本发明中系统调度模块的调度流程示意图。

[0049] 图6是本发明中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HTMTAD模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本发明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装置，包括数据采集模块、

数据预处理模块、数据存储模块、系统调度模块、异常检测模块和展示模块；

[0051] 所述数据采集模块，使用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日志解析工具

Logstash、分析可视化平台Kbana对Nginx的原生日志进行收集，使用安装在服务器上的

Filebeat监视指定的日志文件并获取改动信息；

[0052] 所述数据预处理模块，用于对原生日志分字段进行数据解析，并将解析出的时间

和流量值字段的数据按照时间粒度进行聚合，得到CDN日志流量时间序列；

[0053] 所述数据存储模块，包括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查询数据库和Mysql普通

数据库，其中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查询数据库用于存储日志解析工具Logstash

处理过的初始时间序列数据并建立索引，Mysql数据库用于存储流量的初始时间序列和数

据预处理模块处理过的基于可变时间粒度聚合的时间序列数据；

[0054] 所述系统调度模块，通过调用数据存储模块接口获取需要检测的时间序列数据，

通过调用异常检测模块接口进行异常检测，并将异常数据作为输入传递给展示模块接口进

行可视化输出；

[0055] 所述异常检测模块，通过系统调度模块获取流量时间序列数据，并采用改进分层

时间记忆网络模型进行在线学习，完成异常可能性计算，并输出异常可能性判断的检测结

果；

[0056] 所述展示模块，对关键过程进行可视化呈现，包括日志数据展示、日志数据清洗展

示、时间序列展示和异常检测结果展示。

[0057] 进一步地，所述数据预处理模块，通过过滤插件对日志解析工具Logstash收集的

来自分布式发布订阅消息系统Kafka的消息进行处理，过滤插件包括Grok、Mutate和Date，

其中Grok插件进行正则捕获，Mutate插件进行数据的修改，Date插件将字符串形式的日期

转换成date类型，输送到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中用以生成index。

[0058] 进一步地，所述异常检测模块，包括HTMTAD模型，HTMTAD模型是指基于改进分层时

间记忆网络的时间序列异常检测模型，HTMTAD模型包括编码器模块、向量矩阵更新模块、异

常检测模块和异常评分模块，其中向量矩阵更新模块包括空间池和序列存储器；

[0059] 经由数据预处理模块的流量时间序列表示算法处理的时间序列输入至编码器模

块，编码器模块输出二进制向量矩阵，交由空间池对二进制向量矩阵进行池化，生成具有高

度稀疏性的二进制编码，交由序列存储器进行集合状态矩阵和预测状态矩阵的更新；异常

检测模块基于向量矩阵的状态学习高阶序列和序列的学习规则，进行异常检测并输出预测

误差，异常评分模块在预测误差的基础上使用高斯尾部概率公式进行异常可能性估计，实

现最终的时间序列异常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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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一种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1] 步骤1、数据采集模块将对原生日志进行采集，并将采集的数据转化为json格式，

发送至数据预处理模块；

[0062] 步骤2、数据预处理模块对json格式的数据进行主要特征提取，得到CDN流量时间

序列表示；

[0063] 步骤3、数据存储模块对数据采集模块的日志数据和数据预处理模块的CDN数据进

行存储，用以日志展示和检测结果测试；

[0064] 步骤4、系统调度模块分别调用其他各个模块的接口，完成整个异常检测的过程；

[0065] 步骤5、异常检测模块通过系统调度模块获取流量时间序列数据，将该数据输入至

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HTMTAD模型中，使用HTMTAD模型进行在线学习，完成异常可能性计

算，输出异常可能性判断的检测结果；

[0066] 步骤6、展示模块对关键过程进行可视化呈现，包括日志数据展示、日志数据清洗

展示、时间序列展示和异常检测结果展示。

[0067] 进一步地，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的数据采集模块将对原生日志进行采集，并将

采集的数据转化为json格式，发送至数据预处理模块，具体如下：

[0068] 步骤1.1、使用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日志解析工具Logstash、分析可视

化平台Kbana对Nginx的原生日志进行收集；

[0069] 步骤1.2、使用安装在服务器上的Filebeat监视指定的日志文件并获取改动信息。

[0070] 进一步地，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的数据预处理模块对json格式的数据进行主要

特征提取，得到CDN流量时间序列表示，具体如下：

[0071] 步骤2.1、对对json格式的数据分字段进行数据解析；

[0072] 步骤2.2、将解析出的时间和流量值字段的数据进行按照时间粒度进行聚合，得到

CDN流量时间序列表示。

[0073] 进一步地，步骤3所述的数据存储模块对数据采集模块的日志数据和数据预处理

模块的CDN数据进行存储，用以日志展示和检测结果测试，具体如下：

[0074] 步骤3.1、使用Elasticsearch存放Logstash处理过的初始时间序列数据，建立索

引；

[0075] 步骤3.2、使用Mysql数据库存储流量的初始时间序列和经过数据预模型处理过的

基于可变时间粒度聚合的时间序列数据。

[0076] 进一步地，步骤4所述的系统调度模块分别调用其他各个模块的接口，完成整个异

常检测的过程，具体如下：

[0077] 步骤4.1、通过调用数据存储模块接口获取需要检测的时间序列数据；

[0078] 步骤4.2、通过调用异常检测模块接口进行异常检测；

[0079] 步骤4.3、将异常数据作为输入，传递给可视化展示接口进行可视化输出。

[0080] 进一步地，步骤5所述的异常检测模块通过系统调度模块获取流量时间序列数据，

将该数据输入至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HTMTAD模型中，使用HTMTAD模型进行在线学习，完

成异常可能性计算，输出异常可能性判断的检测结果，具体如下：

[0081] 步骤5.1、通过系统调度模块获取流量时间序列数据，将该数据输入至改进分层时

间记忆网络HTMTAD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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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步骤5.2、使用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HTMTAD模型进行在线学习，并完成异常可能

性计算；

[0083] 步骤5.3、输出异常可能性判断的检测结果。

[008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85] 实施例

[0086] 结合图1，本发明一种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装置，包括

数据采集模块、数据预处理模块、数据存储模块、系统调度模块、异常检测模块和展示模块；

[0087] 所述数据采集模块，使用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日志解析工具

Logstash、分析可视化平台Kbana对Nginx的原生日志进行收集，使用安装在服务器上的

Filebeat监视指定的日志文件并获取改动信息；

[0088] 所述数据预处理模块，用于对原生日志分字段进行数据解析，并将解析出的时间

和流量值字段的数据按照时间粒度进行聚合，得到CDN日志流量时间序列；

[0089] 所述数据存储模块，包括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查询数据库和Mysql普通

数据库，其中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查询数据库用于存储日志解析工具Logstash

处理过的初始时间序列数据并建立索引，Mysql数据库用于存储流量的初始时间序列和数

据预处理模块处理过的基于可变时间粒度聚合的时间序列数据；

[0090] 所述系统调度模块，通过调用数据存储模块接口获取需要检测的时间序列数据，

通过调用异常检测模块接口进行异常检测，并将异常数据作为输入传递给展示模块接口进

行可视化输出；

[0091] 所述异常检测模块，通过系统调度模块获取流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使用改进分

层时间记忆网络模型进行在线学习，完成异常可能性计算，并输出异常可能性判断的检测

结果；

[0092] 所述展示模块，对关键过程进行可视化呈现，包括日志数据展示、日志数据清洗展

示、时间序列展示和异常检测结果展示。

[0093] 进一步地，所述数据预处理模块，通过过滤插件对日志解析工具Logstash收集的

来自分布式发布订阅消息系统Kafka的消息进行处理，过滤插件包括Grok、Mutate和Date，

其中Grok插件进行正则捕获，Mutate插件进行数据的修改，Date插件将字符串形式的日期

转换成date类型，输送到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中用以生成index。

[0094] 进一步地，所述异常检测模块，包括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时间序列异常

检测(HTMTAD，Hierarchical  Temporal  Memory–based  Time‑series  Anomalies 

Detection)模型，HTMTAD模型包括编码器模块、向量矩阵更新模块、异常检测模块和异常评

分模块，其中向量矩阵更新模块包括空间池和序列存储器；

[0095] 经由数据预处理模块的流量时间序列表示算法处理的时间序列输入至编码器模

块，编码器模块输出二进制向量矩阵，交由空间池对二进制向量矩阵进行池化，生成具有高

度稀疏性的二进制编码，交由序列存储器进行集合状态矩阵和预测状态矩阵的更新；异常

检测模块基于向量矩阵的状态学习高阶序列和序列的学习规则，进行异常检测并输出预测

误差，异常评分模块在预测误差的基础上使用高斯尾部概率公式进行异常可能性估计，实

现最终的时间序列异常的检测。

[0096] 一种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CDN流量异常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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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7] 步骤1、数据采集模块将对原生日志进行采集，并将采集的数据转化为json格式，

发送至数据预处理模块，具体如下:

[0098] 结合图2，在数据采集模块中采用ELK(Elasticsearch+Logstash+Kibana)+

Filebeat体系采集并处理CDN中的流量数据。ELK是一种一体化日志处理平台解决方案，用

于解决服务器节点较多且登陆每台机器查阅日志的方式太过繁琐和低效的问题。ELK由分

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日志解析工具Logstash、分析可视化平台Kbana组成，提供了

日志的处理、存储、搜索、可视化功能。日志的采集使用Filebeat。Filebeat是一个开源的文

件收集器，安装在服务器上用监视指定的日志文件并获取改动信息。

[0099] 步骤2、数据预处理模块对json格式的数据进行主要特征提取，得到CDN流量时间

序列表示，具体如下：

[0100] 结合图3，在数据预处理模块中，日志解析工具Logstash采用输入插件收集来自分

布式发布订阅消息系统Kafka的消息，并通过过滤插件对消息进行处理。过滤插件包括

Grok、Mutate和Date。Grok插件用于正则捕获，Mutate插件进行数据的修改，Date插件用于

将字符串形式的日期转换成date类型，输送到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中用以生成

index。

[0101] 步骤3、数据存储模块对数据采集模块的日志数据和数据预处理模块的CDN数据进

行存储，用以日志展示和检测结果测试，具体如下：

[0102] 结合图4，在数据存储模块中采用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查询数据库和

Mysql普通数据库结合，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是一个高度可扩展的开源全文搜索

和分析引擎，可以快速、近实时地存储，搜索和分析大量数据，在海量数据的快速分析、可视

化和特定问题的解决方面有着较大优势。分布式搜索引擎Elasticsearch用于存放日志解

析工具Logstash处理过后的初始时间序列数据，并建立索引，方便分析可视化平台Kibana

搜索并进行图形化显示，展示CDN日志流量的变化趋势。Mysql数据库存储流量的初始时间

序列和经过数据预处理的模型处理过的基于可变时间粒度聚合的时间序列数据，用以送入

异常检测模型进行检测，输送异常检测结果报告，完成最终的流量异常检测。

[0103] 步骤4、系统调度模块分别调用其他各个模块的接口，完成整个异常检测的过程，

具体如下：

[0104] 结合图5，系统调度模块通过调用数据库接口获取需要检测的时间序列数据，再通

过调用异常检测模块接口进行异常检测，异常检测模块接口返回异常可能性判断结果，系

统调度模块将其作为输入传递给可视化展示接口进行可视化输出。

[0105] 步骤5、异常检测模块通过系统调度模块获取流量时间序列数据，将该数据输入至

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HTMTAD模型中，使用HTMTAD进行在线学习，完成异常可能性计算，输

出异常可能性判断的检测结果，具体如下：

[0106] 结合图6，异常检测模块包括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HTMTAD模型，改进分层时间记

忆网络HTMTAD模型是基于原有的分层时间记忆网络HTM，针对CDN流量序列数据的特性对其

进行部分改进，用以检测CDN流量时间序列中的异常。HTMTAD模型包括编码器模块、向量矩

阵更新模块、异常检测模块和异常评分模块四个模块，其中向量矩阵更新模块包括空间池

和序列存储器；

[0107] 经由数据预处理模块的流量时间序列表示算法处理的时间序列输入至编码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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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编码器模块输出二进制向量矩阵，交由空间池对二进制向量进行池化，生成具有高度稀

疏性的二进制编码，交由序列存储器进行集合状态矩阵和预测状态矩阵的更新。异常检测

模块基于向量矩阵的状态学习高阶序列和序列的学习规则，进行异常检测并输出预测误

差，异常评分模块在预测误差的基础上使用高斯尾部概率公式进行异常可能性估计，实现

最终的时间序列异常的检测。

[0108] 步骤6、展示模块对关键过程进行可视化呈现，包括日志数据展示、日志数据清洗

展示、时间序列展示和异常检测结果展示。

[0109] 综上所述，本发明分节点对数据进行归类实现数据的初步清洗并进行聚合算法，

基于时间粒度提取不同主体的时间序列方法，对流量数据进行聚合实现数据的降维，使得

时间序列变得平滑；输出的时间序列用于后续时间序列检测模型的输入，允许部分噪音和

数据的缺失，降低了系统需求；基于改进分层时间记忆网络的时间序列异常检测模型，实现

流量数据点灵活编码，通过空间池和序列存储器实现数据的稀疏表示和高阶序列的学习，

并在预测误差的基础上提出异常可能性的计算方式，降低了模型误报几率，提高了模型检

测准确性；采用ELK+Filebeat体系实现CDN流量数据的采集分析，提高了流量收集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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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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