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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相似度的 DDoS 攻击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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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了网络流量构成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相似度的 DDoS 检测方法。这种方法不是
简单的根据流量的突变来检测网络状况，而是从分析攻击对流量分布的影响着手。首先对网络流
量进行高频统计，然后对其相邻时刻进行相似度分析，根据相似度的变化来发现异常。从大量的
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基于相似度的检测方法能够比较有效的发现大流量背景下，攻击流量并没有引
起整个网络流量显著变化的 DDoS 攻击，因此更适合大规模网络的异常检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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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DoS intrusion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likeness
HE Hui, ZHANG Hong-li, ZHANG Wei-zhe, FANG Bin-xing, HU Ming-zeng, CHEN Lei
(Research Center of Computer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proposes a DDoS intrusion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likeness through analyz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 traffic. This method detects the state of network not by burst net flow but
by the impact of the traffic distribution. First, we focus on the high frequency statistics result, then
analyze its likeness of adjacent time and detect the abnormality. According to a great number of
experiments, the intrusion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likeness can find out the DDoS intrusion against
the large scale network traffic, which does not arouse the sharp changes of the network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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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Internet 的日益普及与发展，网络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 Internet 是
一把双刃剑，它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问题。在众多的问题当中，网
络安全是首要问题。目前网络入侵的频率越来越高，入侵的危害性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消耗
网络资源的入侵行为愈演愈烈。而网络带宽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直接影响到人们访问网络
的质量。因此，如何保证带宽资源的有效利用，及时发现和防御恶意消耗网络带宽的行为是
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从影响网络整体的性能来看，DDoS 是 Internet 目前面临最严峻的威胁之一。统计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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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DDoS 攻击的数量一直呈快
速增长趋势[1]。DDoS 攻击往往采
用伪造、随机变化 IP 地址和端口
方式，利用 TCP/IP 自身缺陷，产
生大量合法数据包来攻击目标，使
随机攻击流特征随机变化[2]。基于
以上特征利用原有特征提取方式
已经很难达到检测目的,而对于已
经提出的马尔科夫模型[3]、神经元
网络[4]等监测手段又很难适应本课
题研究的大流量背景的需要。
因此，本文提出了更适合于大
规模网络背景下的流量检测技术，
即基于网络流量分布的相似度的
统计方法。基于相似度的异常检测
方法能很好地发现那些不引起流
量显著变化的 DDoS 攻击，而在大
规模网络下很多攻击开始都被大
背景流量所掩盖，在这种情况下快
速、及时地发现攻击将是检测
DDoS 攻击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校
园网的大量长期实验发现，在正常
情况下，网络流量的分布是相对稳
定的，高频统计结果维持一个动态
平衡，而当受到 DDoS 攻击时则会
破坏这种稳定性和平衡状态。所
以，本文提出对网络流量高频统计
结果的相似度分析方法，将能够快
速、有效的发现大流量背景下的
DDoS 攻击。

2

对流量的高频统计

为了了解真实网络流量的分
布情况，本文对校园网出入口的实
际流量从源 IP，目的 IP，源端口，
目的端口四个方面进行了聚集分
析。本文采用了 aguri[5]作为流量聚
集工具。
图 1 是利用 aguri 对某一时期
校园网流量聚集结果显示。

图 1 校园网流量聚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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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a)中看出，对源 IP 进行流量统计，服务器 IP 能够作为高频事件被统计观察到。
从图 1(b)目的地址流量聚集的结果来看，目的地址的分布是比较分散的，因此可以利用目的
地址聚集的这种分散特性来发现 DDoS 攻击。从图 1(c)源端口聚集的结果来看，将能聚集出
那些著名服务端口如 20（FTP data）
，80（HTTP）
。从图 1(d)目的端口聚集的结果来看，发现
端口的分布也是很分散的，因此可以利用目的端口聚集的这种分散特性来发现蠕虫攻击或某
种固定端口 DDoS 攻击。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首先了解网络流量的分布情况对进一步发现网络异常状况很有帮助，
特别是流量的目的地址分布和目的端口分布。然后，采用相似度的方法对流量分布的聚集结
果进行分析，尽早发现被大流量背景淹没的 DDoS 攻击。

3

相似度的分析方法

相似度的概念
相似度是概率统计中相关系数，是用于刻画两个随机变量分布的相似程度。其定义如下：
记为 Cov(X,Y)，
即 Cov(X,Y)
定义１ 量 E{[X-E(X)][Y-E(Y)]}称为随机变量 X 与 Y 的协方差，
= E{[X-E(X)][Y-E(Y)]}。

3.1

定义 2

相关系数 Pxy = Cov(X ,Y )

，其中 D(X)，D(Y)分别为随机变量的方差。

D(X ) D(Y )

本文用相似度的概念来刻画相邻时刻高频统计结果的相似程度。即在某相邻两时刻 T1，
T2，分别做流量的高频统计，然后对聚集的结果进行相似度的分析。主要关注相邻时刻网络
业务流量百分比在各个 IP 上的变化情况，即对 T1 和 T2 时刻的数据，作如下处理：
1) 列出 T1 时刻的 IP 及其百分比数据。
2) 相对 T1 时刻每个 IP 列出在 T2 时刻的百分比数据，如果在 T2 时刻不存在，其百分比
数据定义为 0；
（因为如果这个 IP 在 T2 时刻未出现在前 N 名中，那么它的流量百分比应该是
很小的一个值，近似为 0 是合理的）
。
3) 对过程 1 和过程 2 得到的两组百分比数据求相关系数，得到参数 P1。
4) 将上述 T1 和 T2 时刻的数据对调（即：T1 时刻的数据看成 T2 时刻的数据，T2 时刻的数
据看成 T1 时刻的数据）
，重复过程 1）
，2）
，3）得到参数 P2。
P1 和 P2 就是反映 T1 和 T2 时刻的流量分布相似程度的量值，P1 和 P2 接近 1 表示 T1 和 T2
时刻的分布越相似。每间隔一段时间统计一次这样的数据，通过比较相邻数据的相似度来发
现相邻时刻的流量分布变化状况。
3.2 相似度的意义
如上文所述，每隔一个固定时间段统计一次数据，每次的 IP 项和其流量百分比项都可能
发生变化，通过相似度的刻画就可以发现这种改变。这种变化有以下几种形式：1）前一时刻
（以下记为时刻 T1）某个 IP 在下一时刻（以下记为时刻 T2）不存在或其流量百分比淡出前 N
位，这时在 T2 时刻此 IP 项和对应的百分比项将都不存在；2）T1 时刻的某个 IP 流量在 T2 时
刻发生增减的变化，此时这个 IP 在 T2 时刻仍然存在，但其流量百分比发生了相应的增减变
化。本文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及时发现和定位那些引起流量的剧增和骤减变化的 IP。
传统上解决此问题有两种途径，百分比的绝对值变化和百分比变化率。虽然这两种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解决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两种方法本身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百分
比的绝对值变化方法，主要定位在差值的变化上，不关心所比较基数的大小，会漏掉基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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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变化，而此种变化是本文流量检测关心的重点；判断百分比变化率的方法，主要定位在
变化率上，这种方式又会忽略数值大的大变化。后文将进一步分析这两种方法的缺陷所在。
本文采用的相似度的方法既能很好的发现激增和骤减的现象发生，同时又可以准确的定
位到发生激增和骤减现象的具体 IP。解决方案是：对两列数求相关系数，当相关系数超过预
先设定的阀值时，认为异常。然后定位发生异常的具体 IP。本文采用的方法是分别将每个 IP
在 T2 时刻的流量百分比数值还原成 T1 时刻，同时再求两列数的相关系数，这时当相关系数
发生变化最大的 IP 即是所求的导致异常现象发生的 IP。
下面考察一个例子，对这两组数据 Xt1 为（15, 10, 8, 7, 5, 3, 2, 1, 1, 0.8, 0.8, 0.7, 0.6, 0.6, 0.5,
0.3, 0.2, 0.1, 0.1, 0.1）和 Xt2 为（20, 11, 9, 5, 7, 3, 4, 0.8, 1, 0.6, 0.7, 0.8, 0.4, 0.5, 0.6, 0.2, 0.3, 0.2,
4.1, 0.1）
，得到的他们的相关系数为 0.960759，根据预定的阀值假设此相关系数超过了阀值，
发现异常，然后定位具体的 IP，采取还原具体 IP 百分比的方法，忽略中间的百分比变化小
的 IP 还原情况，对第一个 IP 的还原，求得的相关系数为 0.968970，对倒数第二个 IP 的还原
得相关系数为 0.978467。可以看出传统的绝对值变化方法会将问题定位在 15->20,而实际分析
表明，应该定位在 0.1->4.1。这个才是真正发生问题的 IP。上述分析结果表明，相似度的方
法弥补了第一种方法的缺陷。
接着考察第二个例子，对两组数据 Xt1 为（15, 10, 8, 7, 5, 3，2，1, 1，0.8, 0.8, 0.7, 0.6, 0.6,0.5,
0.3, 0.2, 0.1, 0.1, 0.1）
和 Xt2 为
（5, 11, 9, 5, 7, 3, 4, 0.8, 1, 0.6, 0.7, 0.8, 0.4, 0.5, 0.6, 0.2, 0.3, 0.2, 1.0,
0.1）
，求得的相关系数为 0.803253，根据预定的阀值同样假设此相关系数超过阀值，发现异
常。接下来采用还原 IP 百分比的方法来定位具体的发生问题的 IP，忽略中间的百分比变化
小的 IP 还原情况，对倒数第二个 IP 还原，得到相关系数为 0.805832，对第一个 IP 还原得到
相关系数为 0.979501。显然，传统的百分比变化率会定位在 0.1->1.0 上，而实际表明真正可
疑 IP 是 15->5，可见通过相似度的方法，找到了真正发生问题的 IP。上述分析结果表明，相
似度的方法弥补了第二种方法的缺陷。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相似度的方法能够灵敏准确的反应流量百分比的激增和骤减的变化，
并且能够准确的定位到发生问题的具体 IP，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能够解决前面提出的问题。
3.3 相似度的分析
从目前校园网出入口流量分布来看，少数几个 IP 占了总流量的 50%以上，而且相当稳定，
它们每次都出现在高频统计中前几位，由于所占比例很大，这就决定了相似度的变化范围不
能很大，从而降低了这种相似度判定方法的灵敏度。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利用相似度分析：
1) 对源地址做相似度分析：由于大量的数据往往是从服务器端返回的，如果以源地址做
高频统计，往往得到的是服务器的 IP。可以通过相似度的变化（骤减变化）来发现 down 掉
的服务器，这可能是攻击造成的后果。
2) 对目的地址做相似度分析：从高频统计实验观察，流量目的 IP 的分布并没有表现像
源 IP 那样明显的聚类行为。通常相似度比较低，当发生攻击时，被攻击 IP 的流量会显著增
加，而通常攻击会持续一定的时间，导致这个 IP 在后继的高频统计中仍然出现且占较大比例，
从而相似度增大。这样可以通过相似度的变化过程来判断攻击。
3) 对源端口的相似度分析：源端口的分析与源地址分析类似。如果是骤减变化，那么有
可能是受攻击后 down 机，同时通过查找流量骤减的端口，可以推断出受攻击的服务器类型；
4) 对目的端口的相似度分析：由于 DDoS 攻击通常采用随机端口，所以对目的端口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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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分析通常不能发现攻击，但蠕虫因为是针对特定的系统漏洞，通常只对漏洞相关的端口
产生流量。因此目的端口相似度的变化过程往往可以用来发现蠕虫。
5) 对协议分布的相似度分析：那些利用固定协议的进行 DDoS 攻击的行为，可能导致协
议分布相似度发生较大变化。
6) 对包尺寸分布的相似度分析：蠕虫爆发时往往是某种类型的包急剧增多，而这种包的
大小相差不大，因而可以导致包尺寸分布的相似度发生较大变化。

4

基于相似度的 DDoS 异常检测系统

鉴于目的 IP 的相似度对 DDoS 攻击的敏感性，本文主要实现了基于目的 IP 相似度的异
常检测系统（如图 2）
。

图2

异常检测流程图

从整个系统流量分析过程来看，首先，从数据采集模块获得原始数据包，并对其进行高
频统计，计算按流量排序的前 N 位目的 IP。然后，根据可疑点的判断条件，调用跟踪分析模
块作判定。判定后，将数据写入 RRD 数据库，并根据判定结果决定是否产生报警。整个系
统的关键模块集中在“可疑点的确定”和“流数、平均包长的判定”
。
可疑点确定：分析一次 DDoS 攻击相似度的变化过程，Ti 时刻 DDoS 攻击导致某 IP 流量
激增，导致相似度减小，这种变化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受攻击的 IP 上次统计中不在前 N 名
中，但由于攻击在本次统计中进入流量前 N 名，致使两次流量分布很不相同，相似度减小；
另一种是受攻击 IP 已经在上次统计的前 N 名中，但攻击使其相对于前 N 名中其他 IP 占有的
流量比例显著变化，导致相似度的减小。由于攻击的持续，在 Ti+1 时刻受攻击 IP 继续在前 N
名中占有较高比例，导致相似度的值持续增大，接着 Ti+2 时刻相似度趋于稳定，直到 Tm 时刻
攻击结束，受攻击的 IP 流量骤减，相似度会因前 N 名流量分布的再度变化而降低。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总结出可疑点的判断条件，采用相似度 P2 的计算方法，T1,…Ti,…Tn
（n<m）这 n+1 个采样点对应的相似度分别为 P1,…Pi,…Pn。条件如下：
1) pi−pi+1>θ，表示攻击开始时相似度的下降趋势；
2) pi+2−pi+1>βθ，其中 0<â <1 表示攻击持续时相似度的上升趋势；
3) |p j +1 − p j |< ，
å其中 i +2< j < n 表示攻击持续时相似度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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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θ是指定的下降变化阀值，β是参数，ε是攻击时的稳定阈值。如果 Tn 时刻满足这些条
件，则 Tn 是可疑点。
为了更好地确定θ 的值，本文采用了一种自适应的确定方法。用 ÄPi 实际测得相似度的
变化量，ÄQi 表示相似度变化量的估计值。
其计算公式如式（1）
、
（2）所示
∆ Pi = pi − pi +1

(1)

∆Qi = α∆Qi −1 + (1 − α )∆ Pi

(2)

由于只考虑下降趋势的影响，
所以只有当 ÄPi>0 时才用式
（2）
对 ÄQi 更新，
否则 ÄQi=ÄQi−1。
这样可以将上面的判定条件修改为

n

1
n − k +1

∑p

j

∆ Pi > ∆Qi

(3)

− p1 > β∆Qi ， 0 < β < 1

(4)

j=k

∆ Pj < γ∆Qi ， k < j < n

(5)

对 2）和 3）的修改主要是从 Tk 时刻开始计算上升趋势和平稳趋势，这是由于在攻击开
始时段，上升趋势和平稳趋势表现得并不明显，因此我们跳过攻击开始的前几个时刻，Tk 时
刻开始计算。而且平稳阈值和上升阈值都归结到下降阀值上，用β和γ两个参数来调整。
虽然通过相似度的变化可以发现网络的异常状况，但前面也提到了如果两台拥有高带宽
的主机之间进行大文件传输，也会对相似度造成较大影响。为了识别出这种情况，本文采用
一种附加的跟踪分析可疑 IP 的策略，这部分功能是由“流数、平均包长的判定”模块实现的。
流数、平均包长的判定：发现异常后进行可疑点的跟踪分析，通过比较 Ti 时刻和 Ti+1 时
刻找出对相似度变化贡献最大的 IP，即流量变化最大的 IP，然后区分该 IP 是正在进行大文
件传输，还是受到攻击而导致流量的剧变。通过分析单个 IP 的流量构成，可以很容易区别出
高带宽大文件传输和 DDoS 攻击。DDoS 攻击时一般采用随机源 IP 来隐藏攻击源，所以流数
多，且小包居多或者包长随机；而高带宽大文件传输时流数少，基本大包传输（1k 以上）
。
因此，区别这两种情况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分析这个 IP 在采样时间内的源 IP 数目和平均包
长，如果超过阈值则可认为遭到攻击。本系统主要分析 Ti+n+1 时刻可疑 IP 的平均包长和访问
该 IP 的源 IP 数目。每个采样周期的分析流程如图 2，下一个周期重复此过程，实现 DDoS
攻击检测。

5

模拟实验及结果分析

局域网模拟测试环境的构建，主要设备由一台 Cisco2950 交换机,两台曙光服务器(CPU
PIII 800 X 2，内存 2GB，17GB SCSI 硬盘)作为流量分析机和制造背景流量的发包机，均为百
兆比特网卡，还有两台 PC，一台作为攻击源，另一台作为受害者。将发包机和受害者 PC 所
接交换机的端口流量映射到分析机的端口上。具体拓扑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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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拓扑图

背景流量是哈尔滨某网络公司部分时期的 Internet 数据，
流量大约 6~10Mbit/s。
用 Netpoke
回放其数据作为背景流量。DoS 攻击工具采用 Hgod，该工具可以用最大线程数 100 向目标机
发送指定协议，指定包长的数据包，而且可以采用随机 IP 源。
基于相似度的异常检测方法最大的优点是能够发现那些并不引起总流量显著变化的攻
击，由于大规模网络背景流量很大，许多 DDoS 的攻击流量并不足以引起总流量的显著变化，
但这些攻击流量却能给目标主机或目标主机所在的网络产生巨大影响，比如假设一网络出入
口带宽 500Mbit/s，网内一服务器通常对外提供 5Mbit/s 的链接处理能力，一次 DDoS 攻击使
该服务器流量增加到 10Mbit/s，这对总流量来所增加的幅度仅仅是 1%，可以认为是正常的流
量波动，但在服务器来看流量增加了 100%，这可能是服务器难以承受的，特别是在背景流
量越大的情况下，总体流量掩盖攻击的能力就越强。针对两种攻击情况分别做了试验，如表
1 所示。
表1

实验数据表
实验一

实验二

实验开始时间

2003-06-01 20:26:13

2003-06-01 21:22:55

背景数据源

2003-05-19 日数据

2003-05-19 日数据

总流量（攻击前）

约 10Mbit/s

约 11Mbit/s

攻击开始时间

2003-06-01 20:29:02

2003-06-01 21:28:24

攻击结束时间

2003-06-01 20:31:26

2003-06-01 21:29:36

攻击强度

2 线程

10 线程

总流量（攻击后）

约 12Mbit/s

12~14Mbit/s

攻击前受害者所占流量比例

0%

4%

攻击后受害者所占流量比例

10%~14%

10%

其他 IP 所占的最大比例

6%

5%

相似度

0.66

0.82

实验的结果如图 4(a)，4(b)，4(c)所示，图 4(a)表示的相似度 P1 在攻击过程中的变化情况。
图 4(b)表示相似度 P2 在攻击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图 4(c)反映的是总流量的变化曲线。
从图 4(c)
中可以看出在整个攻击过程中总流量的变化并不大，但在图 4(a)和 4(b)中关于目的 IP 的相似
度都有一个明显的下凹，在两幅图最左边的下凹是由于开始放背景流量，使得网络中流量构
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引起的，跟攻击无关，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相似度对流量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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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敏感。图 4(a)的下凹发生在攻击结束时，这是因为它反映 P1 的变化，从前面相似度的分析
得知 P1 对新 IP 加入引起的变化并不敏感，所以在攻击开始时刻并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在攻
击结束时受害者 IP 的流量所占比例减小，退出了前 N 名，P1 对这种变化很敏感，表现出剧
烈的变化。图 3(b)的下凹发生在攻击开始时，这是因为它反映 P2 的变化，从前面相似度的分
析得知 P2 对新 IP 加入引起的变化很敏感。

图4

实验结果图

从图 4(a)和 4(b)中可以观察到目的 IP 的相似度 P2 稳定地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这
与大规模网络的相似度分布可能有些差异，在向该公司咨询后得知，所采集的数据的网络主
要是由专线用户构成，所以导致了这种相似度分布。
目前，检测 DDoS 攻击的方法,有基于统计分析的方法，基于规则检测的方法，这些方法
可以检测出一些采用简单、著名工具的 DDoS 攻击[6]，而对于采用其他方式的 DDoS 攻击，
就显得无能为力。而基于“异常检测”和“特征检测”相结合的方法[7]，对于小规模网络检
测比较有效，但对于大流量背景下的检测，尤其是在攻击流量被背景流量淹没的情况下，也
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即依赖于攻击流量是否达到一定规模。而本文提出的相似度方法，是基
于大规模网络流量的自相似特性[8]，采用相似度的分析方法发现流量异常，以达到提前检测
攻击的目的。

6

结论

基于校园网大量实验发现流量的高频统计结果是相对稳定的，当受到 DDoS 攻击时这种
稳定性遭到破坏。相似度可以用来表征高频统计结果的变化程度，并且能准确的定位导致剧
变的因素。本文采用基于相似度的方法检测 DDoS 攻击，实验证明可以发现那些并不引起总
流量显著变化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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