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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报文序列预测的车

载网络入侵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采

用T-BOX车载终端采集汽车总线、车身总线和动

力传动系统总线相关的CAN总线数据和私有协议

的反向控制；步骤二，根据汽车信息安全的三种

攻击途径构成运行场景分析车辆可能存在的安

全威胁；步骤三，根据步骤一中获得的数据集和

步骤二中获得异常报文特征库进行学习训练构

成评估检测器；步骤四，将输入的报文通过评估

检测器进行检测验证。本发明的基于报文序列预

测的车载网络入侵检测方法，通过步骤一至步骤

四的设置，便可通过让系统学习攻击类型报文，

然后识别出来进而实现防攻击的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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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报文序列预测的车载网络入侵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采用T-BOX车载终端采集汽车总线、车身总线和动力传动系统总线相关的CAN

总线数据和私有协议的反向控制，并将采集到的报文整理为数据集；

步骤二，根据汽车信息安全的三种攻击途径构成运行场景分析车辆可能存在的安全威

胁，通过统计或其他数据模型将安全威胁的特征提取出来，根据提取出来的特征描述出不

同类别报文的差异，然后获取不同攻击类型的特征并建立异常报文特征库；

步骤三，根据步骤一中获得的数据集和步骤二中获得异常报文特征库进行学习训练构

成评估检测器；

步骤四，将输入的报文通过评估检测器进行检测验证，根据验证结果判断当前车辆运

行状态是否存在信息安全攻击威胁，然后将判断的结果返回给T-BOX；所述步骤一中采集

CAN总线数据的方式为通过T-BOX设备进行抓包采集；所述步骤一中的CAN总线数据包括控

制汽车门窗、前车灯、车锁方向盘锁、喇叭信号以及提供车辆定位、车况信息、驾驶行为行车

报告、防盗系统信息；所述步骤二中的攻击途径包括物理攻击、短距离无线攻击、长距离无

线攻击，安全威胁包括欺骗攻击、窃听、重放攻击、DoS攻击、伪造攻击；所述步骤四中的评估

检测器检测评估方式为通过在每个时间步猜测当前报文的下一位的预测变量的损失来验

证检测结果，通过多种比特损失方法，可以认为每一比特位的损失都是异常信号的基础，将

整个报文序列的比特损失结合起来，为整个序列产生异常界限，最终找到最佳阈值作为数

据检测的标准，对车载总线报文信息进行检测，如果检测到报文偏离损失大于最佳阈值，则

确定车辆当前运行状态存在信息安全攻击威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报文序列预测的车载网络入侵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四中的评估检测器所执行的多种比特损失方法，每一种比特损失方法内都设定阈值

标准作为参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报文序列预测的车载网络入侵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四中的评估检测器找到最佳阈值的步骤如下：

a，收集正常数据样本，针对正常数据下变化规律有代表性的ID创建异常数据样本；

b，将正常训练样本输入到检测系统中，得到最佳迭代次数和相应损失标准；

c，根据阈值标准，对总线中的存在异常数据样本数据进行检测，判断数据样本是否异

常，进行分类；

d，针对分类的结果重复步骤1-3从而更新分类阈值标准，拟达到最优分类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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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报文序列预测的车载网络入侵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检测方法，更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基于报文序列预测的车载网络

入侵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智能交通网络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更加便利的生活，提高交通运输效率、保障交

通安全、减少了驾驶危险的同时大大增加了旅途舒适度和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但是诸多

的车辆安全事件已经对以智能网联汽车为核心的智能交通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智能网联

汽车的数据安全、通信安全和方法功能安全已经成为智慧交通方法发展的关键——不仅存

在车辆信息泄露的可能性，甚至存在联网车辆被大规模控制，造成重大社会事件的巨大风

险。

[0003] 世界著名汽车企业宝马、丰田、特斯拉、JEEP等量产的车辆均不同程度的存在信息

安全隐患，黑客已经能够通过信息篡改、病毒入侵等手段远程攻击汽车。目前，在世界范围

内关于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在安全需求、模型理论等方面的相关研究集中在美日欧等发

达国家。我国的汽车信息安全研究在近年才逐步发展，当前汽车信息安全防护技术标准亟

待完善。基于传统网络安全理论和技术，需要开展汽车信息安全防护的适用性研究，从车辆

安全漏洞、安全网关、安全服务等方面构建方法的安全防护体系，从而满足车辆计算资源低

消耗、网络节点高速移动的汽车信息安全防护要求。

[0004] 入侵检测方法(IDS，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是指可以通过收集方法日志、

应用程序信息或者进行网络抓包来发现其中违反安全策略的或对产生方法安全风险的行

为。作为汽车信息安全防护的主要方法，入侵检测具有攻击防御的通用性，不仅可以防护外

部攻击还可以防护内部攻击。在汽车行业的防护研究中，一般在通信网络和传感器中应用

入侵检测技术，主要集中于车载网络异常入侵检测。

[0005] 车载网络作为汽车信息安全的薄弱点，却在信息安全防护方面尚处于发展初期，

主要是通过统计学模型以及专家方法等方法实现车辆信息异常状态识别和特定攻击行为

检测。这些方法在计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普遍存在检测精度、误报率、内存消耗等方面的

问题。大数据分析作为一种基于统计方法实现大量数据特征提取与推理的方法，能够为汽

车驾驶行为分析和危险状态识别提供理论支撑，但是在汽车车载网络安全检测方面的研究

较少。因此，根据车载网络信息特征、数据传输规律、威胁攻击方式等内容，使用基于大数据

分析方法，可以利用神经网络新技术进行深度学习，为有效解决车载网络威胁识别的高精

度提供可能。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报文序列预测的车载

网络入侵检测方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基于报文序列预测的车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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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入侵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步骤一，采用T-BOX车载终端采集汽车总线、车身总线和动力传动系统总线相关的

CAN总线数据和私有协议的反向控制，并将采集到的报文整理为数据集；

[0009] 步骤二，根据汽车信息安全的三种攻击途径构成运行场景分析车辆可能存在的安

全威胁，通过统计或其他数据模型将安全威胁的特征提取出来，根据提取出来的特征描述

出不同类别报文的差异，然后获取不同攻击类型的特征并建立异常报文特征库；

[0010] 步骤三，根据步骤一中获得的数据集和步骤二中获得异常报文特征库进行学习训

练构成评估检测器；

[0011] 步骤四，将输入的报文通过评估检测器进行检测验证，根据验证结果判断当前车

辆运行状态是否存在信息安全攻击威胁，然后将判断的结果返回给T-BOX。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一中采集CAN总线数据的方式为通过T-BOX设

备进行抓包采集。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一中的CAN总线数据包括控制汽车门窗、前车

灯、车锁方向盘锁、喇叭信号以及提供车辆定位、车况信息、驾驶行为行车报告、防盗系统信

息。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二中的攻击途径包括物理攻击、短距离无线攻击、

长距离无线攻击，安全威胁包括欺骗攻击、窃听、重放攻击、DoS攻击、伪造攻击。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四中的评估检测器检测评估方式为通过在每

个时间步猜测当前报文的下一位的预测变量的损失来验证检测结果，通过多种比特损失方

法，可以认为每一比特位的损失都是异常信号的基础，将整个报文序列的比特损失结合起

来，为整个序列产生异常界限，最终找到最佳阈值作为数据检测的标准，对车载总线报文信

息进行检测，如果检测到报文偏离损失大于最佳阈值，则确定车辆当前运行状态存在信息

安全攻击威胁。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四中的评估检测器所执行的多种比特

损失方法，每一种比特损失方法内都设定阈值标准作为参照。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四中的评估检测器找到最佳阈值的步骤如

下：

[0016] a，收集正常数据样本，针对正常数据下变化规律有代表性的ID创建异常数据样

本；

[0017] b，将正常训练样本输入到检测系统中，得到最佳迭代次数和相应损失标准；

[0018] c，根据阈值标准，对总线中的存在异常数据样本数据进行检测，判断数据样本是

否异常，进行分类；

[0019] d，针对分类的结果重复步骤1-3从而更新分类阈值标准，拟达到最优分类检测。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1] (1)本发明提出的基于报文序列预测的车载网络入侵检测系统，相比现有的信息

安全入侵检测方法，对于不同报文都具有较稳定的检测性能，说明普适性很强，对于车辆信

息安全的防护更具可靠性和有效性。

[0022] (2)本发明基于报文序列预测的车载网络入侵检测系统，集车辆数据提取、车辆攻

击数据库建立、车辆入侵检测、车辆信息安全响应防护于一体，较传统汽车信息安全产品更

具功能优势。

[0023] (3)本发明基于多车型及车辆不同运行状态进行车辆报文数据提取，较其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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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通信数据采集更为全面，从多角度出发挖掘车辆信息点，使检测更具全面性，防护方法

更具有效性。

[0024] (4)本发明在具体实施中使用比特相关性结合确定车辆的信息入侵特征阈值，相

比其他车辆异常分类的方法，能够平衡单个比特自身变化的损失噪音与预测精确度作为异

常指标的重要性，针对不同的攻击方式，检测更为全面和有效性。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基于报文序列预测的车载网络入侵检测方法中的异常检测的流程

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基于报文序列预测的车载网络入侵检测方法中的入侵检测系统数据

库的模块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附图所给出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述。

[0028] 参照图1至2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基于报文序列预测的车载网络入侵检测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29] 步骤一，采用T-BOX车载终端采集汽车总线、车身总线和动力传动系统总线相关的

CAN总线数据和私有协议的反向控制，并将采集到的报文整理为数据集；

[0030] 步骤二，根据汽车信息安全的三种攻击途径构成运行场景分析车辆可能存在的安

全威胁，通过统计或其他数据模型将安全威胁的特征提取出来，根据提取出来的特征描述

出不同类别报文的差异，然后获取不同攻击类型的特征并建立异常报文特征库；

[0031] 步骤三，根据步骤一中获得的数据集和步骤二中获得异常报文特征库进行学习训

练构成评估检测器；

[0032] 步骤四，将输入的报文通过评估检测器进行检测验证，根据验证结果判断当前车

辆运行状态是否存在信息安全攻击威胁，然后将判断的结果返回给T-BOX，T-BOX作为车联

网系统中云端和车载端的信息交互支点，它承担着通信重任，因此，T-BOX上的发现的漏洞

威胁可能会对整个车造成安全隐患。针对不同的运行场景分析车辆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

易出现如欺骗攻击、窃听、重放攻击、DoS攻击、伪造攻击等信息安全问题。T-BOX作为车联网

系统的车载终端，直接与车内网络通信，获取车况信息，因此通过T-BOX连接汽车总线收集

车辆运行状态和报文信息，基于车辆不同状态下的信息差异和数据波动等特征，据车辆不

同运行状态提取出相应的特征，通过在线监控可以知道车载网络传输的数据形式和动态变

化规律。我们可以获取报文的时间戳、不同报文的数量、报文字段内容的变化情况等，主要

是对车辆运行控制影响的特征数据，如雨刷、车灯开启关闭，转向灯开启、发动机转速等等，

根据这些特征信息建立车辆正常特征库。提取出来的这些特征可以描述出不同类别报文的

差异，根据这些攻击的类型特点，同时通过一定的方法模拟各类攻击的数据，主要包括在不

同攻击场景下具有不同的变化规律等信息，然后获取不同攻击类型的特征并建立异常报文

特征库，如此有效的便可通过T-BOX终端针对相应的攻击行为特征进行学习，然后再检测新

进入的报文信息，判断该报文信息是否为异常特征报文，如此有效的实现整体的车载终端

防攻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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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步骤一中采集CAN总线数据的方式为通过T-

BOX设备进行抓包采集，采用抓包的方式，便可实现在不影响CAN总线数据传输的情况下对

于CAN数据进行采集。

[0034]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步骤一中的CAN总线数据包括控制汽车门窗、

前车灯、车锁方向盘锁、喇叭信号以及提供车辆定位、车况信息、驾驶行为行车报告、防盗系

统信息，如此系统只需要对于CAN总线数据进行采集即可对于汽车的各个部位控制信号进

行有效的采样。

[0035]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步骤二中的攻击途径包括物理攻击、短距离

无线攻击、长距离无线攻击，安全威胁包括欺骗攻击、窃听、重放攻击、DoS攻击、伪造攻击，

上述攻击途径为现有技术中常用的攻击方式，如此便可有效的实现对于现有技术中的攻击

方式进行模拟训练，这样就能够更好的防御入侵了。

[0036]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步骤四中的评估检测器检测评估方式为通过

在每个时间步猜测当前报文的下一位的预测变量的损失来验证检测结果，通过多种比特损

失方法，可以认为每一比特位的损失都是异常信号的基础，将整个报文序列的比特损失结

合起来，为整个序列产生异常界限，最终找到最佳阈值作为数据检测的标准，对车载总线报

文信息进行检测，如果检测到报文偏离损失大于最佳阈值，则确定车辆当前运行状态存在

信息安全攻击威胁，对于序列预测的异常特征，认为结合比特损耗的不同方法在性能上产

生不同的折衷，本专利中采取在整个序列中结合比特损失的几种方法，对每一种都设定一

定的阈值标准作为参照，综合检测，如此便可对于报文序列按照每个比特进行对比，避免出

现检测遗漏的问题，这样能够更好的对于外部的报文网络攻击进行防御的作用。

[0037]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步骤四中的评估检测器所执行的多种比特损

失方法，每一种比特损失方法内都设定阈值标准作为参照，对于每一种比特损失方法都设

置阈值标准，这样便可对于每一种比特损失方法的准确性进行有效的判断，评估结果更加

的准确有效。

[0038]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步骤四中的评估检测器找到最佳阈值的步骤

如下：

[0039] a，收集正常数据样本，针对正常数据下变化规律有代表性的ID创建异常数据样

本；

[0040] b，将正常训练样本输入到检测系统中，得到最佳迭代次数和相应损失标准；

[0041] c，根据阈值标准，对总线中的存在异常数据样本数据进行检测，判断数据样本是

否异常，进行分类；

[0042] d，针对分类的结果重复步骤1-3从而更新分类阈值标准，拟达到最优分类检测，车

辆网络异常检测性能主要通过检测率Ture  Positive  Rate(DPR)与误检率False  Positive 

Rate(FAR)两个指标进行评价，其中两个指标的定义如下式：

[0043]

[0044]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0149345 B

6



[0045] 研究中考虑许多攻击场景，并且训练适合每种场景的权重向量，以便应用适当的

模型参数。为此，在所提出的方法中开发了反馈机制，测试结果进行指标评价后反馈优化模

型架构和参数，用以改进检测效果。

[0046] 综上所述，本实施例的方法，通过步骤一至步骤四的设置，便可有效的实现通过对

攻击特征进行学习训练的方式，构成一个评估检测器，之后通过评估检测器对报文进行检

测验证，进而有效的实现防御入侵的效果。

[004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10149345 B

7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110149345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