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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绿盟科技

绿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盟科技），成立于 2000
年 4 月，总部位于北京。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证券代码：300369。绿盟科技在国内设有 50 余个分支机构，
为政府、金融、运营商、能源、交通、科教文卫等行业用户与各类型企
业用户，提供全线网络安全产品、全方位安全解决方案和体系化安全运
营服务。公司在美国硅谷、日本东京、英国伦敦、新加坡及巴西圣保罗
设立海外子公司和办事处，深入开展全球业务，打造全球网络安全行业
的中国品牌。

版权声明

为避免合作伙伴及客户数据泄露 , 所有数据在进行分析前都已经 
过匿名化处理 , 不会在中间环节出现泄露 , 任何与客户有关的具体信息，
均不会出现在本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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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执行摘要
随着云计算、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已串

联起工业物理系统、人类社会系统以及网络信息系统，成为社会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与此
同时，网络空间的攻击面随之延伸和拓展，网络空间攻防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现象愈发明显。
伴随着攻防对抗态势的升级，自动化、智能化技术与攻防技术的融合已成为网络安全技术发
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安全知识图谱作为安全领域的专用知识图谱，由节点和边组成大规模的安全语义网络，
为真实安全世界的各类攻防场景提供直观建模方法。第一，通过知识图谱框架进行高效融合
海量零散分布的多源异构安全数据；第二，图语言将安全知识可视化、关系化和体系化，非
常直观和高效；第三，自带安全语义，威胁分析可以模拟安全专家的思考过程去发现、求证、
推理。安全知识图谱是实现网络安全认知智能的关键，亦是应对网络空间高级、持续、复杂
威胁与风险不可或缺的技术基础。

绿盟科技推出安全知识图谱的技术白皮书《践行安全知识图谱，携手迈进认知智能》，
旨在对安全知识图谱概念内涵、核心框架、关键技术和应用实践进行全面地总结与介绍，期
望为读者带来全新的技术思考，助力网络安全智能化迈入认知智能阶段。

本技术白皮书的主要观点如下：

 ● 认知智能是网络攻防智能化的必然趋势：人工智能应用进入深水区，从感知智能走向
认知智能是必然趋势。随着网络空间攻防对抗态势不断升级演化，网络攻防与人工智
能技术及应用进行深度协同，共同迈向认知智能。

 ● 实战攻防场景是安全知识图谱的“试金石”：安全知识图谱从实验室研究走进实战化
的安全攻防，走进常态化的日常安全监测中，以实战对抗等方式促进安全知识图谱的
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安全知识图谱将成为 APT 威胁追踪的关键：APT网络攻击具有攻击手段复杂、潜伏
期长、危害性高的特点，安全知识图谱统一描述 APT攻击每个阶段的 TTPs，实现对
APT攻击的威胁追踪，掌握攻击者的攻击特征，发掘潜在的危机，支持预测并防范
未来的攻击行为。

 ●  安全知识图谱为海量安全数据提供有效管理：安全威胁分析难题不在于数据的缺乏，
而在于管理和使用这些数据的能力。安全知识图谱将不同的安全信息组合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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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能图景，通过图可视化交互功能分析复杂威胁并制定最佳防御。

 ●  自动化构建技术推动安全知识图谱工程化：人工构建图谱耗时耗力，构建出的图谱
规模较小，导致实用能力有限。积极探索降低人工参与度，通过机器去批量化自动执
行安全知识抽取，利用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模型补全关系，提升自动化安全知识图谱
构建水平是推动安全知识图谱工程化的关键。

 ● 促进安全知识图谱生态建设，共同推动网络安全智能化：安全知识图谱关键技术研究
和攻防场景应用实践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技术生态的构建，促进相关标准的制
定和人才的培养，共同推动网络安全智能从感知智能迈向认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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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竞赛的制高点，对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均至关重要。近 10年来人
工智能快速发展，当前人工智能处于由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发展的阶段。足够多、足够好的
数据支撑人工智能“感知”阶段，而以深度学习算法为代表的智能模型使计算机拥有思维，
从而达到“理解、决策”，推动“认知”阶段的兴起，就是实现具有推理、可解释性、认知
的人工智能。认知智能往往需要提取内在隐含的知识，或者基于背景关联知识获得认知结果，
基于同样的数据在不同的业务需求、不同的背景知识下认知结果可能大不相同。中国科学院
院士张钹在《迈向第三代人工智能》[1]中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方法存在局限性，数据驱动的
本质缺陷在于只能学习重复出现的片段，不能学习具有语义的特征。因此，探索具有语义推
理能力的“认知”智能技术，将知识驱动与数据驱动结合，是走向真正的人工智能的关键。

随着人工智能迈入认知阶段，人工智能因其智能化与自动化的识别及处理能力、强大的
数据分析能力，可与网络空间安全技术及应用进行深度协同，对网络空间安全的理论、技术、
方法、应用产生重要影响，促进了网络安全技术的变革性进步 [2]。近年来网络空间攻防对抗
态势不断升级，对抗由过去的工具化逐步进化到了自动化和智能化。攻击者通过人工智能发
现新漏洞，监控用户行为进行自动化攻击或诱骗动作等；面对智能网络攻击，我们需要充分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智能化的安全防御，需要针对多源异构安全数据的深度挖掘、统计计
算、关联分析等技术进行革新与丰富，全面提高威胁攻击的识别、响应和反制速度，提升风
险防范的预见性和准确性。伴随着攻防对抗态势的升级，自动化、智能化技术与攻防技术的
融合已成为网络安全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所以，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加快推动了
网络安全智能化发展。

专家系统

感知智能

认知智能

基于专家经验与知识构建的知

识库和预置的自动化匹配机制、

流程，实现典型安全防御检测、

响应策略的生成。

面向流量、样本、情报等

多种类型行为的分析与异

常检测，从大规模背景数

据中自动识别、分类关键

信息。

融合多维、多源异构数据，

实现关联、消歧、回溯、

预测等深度推理，从关键

线索中得出具有丰富上下

文与逻辑的结论。

决策智能

围绕核心业务目标，基于推

理结论与任务依赖、环境依

赖、响应效果评估等方法，

获得鲁棒的决策结果和行动

方案。

图 1　网络安全智能防御技术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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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智能化发展趋势

回顾网络安全智能化攻防发展历程，智能化成为网络安全防御的核心动能。我们可以将
智能驱动的网络安全防御技术发展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如图 1所示，包括专家系统阶段、
感知智能阶段、认知智能阶段以及决策智能阶段。以下分别简要进行介绍：

 ● 专家系统阶段：专家系统能够利用安全专家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处理安全领域
问题。在专家系统阶段，防护设备与系统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主要基于专家经验与知
识驱动的专家系统。面向不同的应用场景，需要专家编写指定的检测规则系统、响应
规则系统等。这些以列表结构、树结构、图结构简单组织的规则逻辑结构，能够有效
自动化响应特定分析场景下的攻击行为。从专家系统的外部来看，该系统确实能够表
现出智能分析的效果。然而，随着攻防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升级，攻防场景与流程的细
化，此类专家系统一方面系统分析逻辑的完备性在大数据场景下迎来关键挑战，针对
攻击的误报率、漏报率和整体准确性性能衰减很快；另一方面难以有效自适应演化，
过度依赖专家资源，可维护性低，能够支撑的场景愈发受限。

 ● 感知智能阶段：感知智能是对大规模安全数据的采集和特征抽取，完成威胁识别。随
着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技术的研究开展，网络安全防御中面临的诸多检测和分类问
题，也迎来新的解决方案⸺�智能感知，即从大规模数据中，进行识别、检测和分类，
挖掘出异常的、恶意的攻击行为。例如恶意流量、恶意样本、恶意邮件、异常业务等
分析场景中，通过数据驱动的算法能够高效的数据统计规律建模，挖掘恶意行为 /样
本与正常行为 /样本之间的关键区分性特征。虽然在诸多威胁感知场景下，基于统计
机器学习的智能分析方法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但在面对高度动态复杂的网络行为分析
时，感知层输入往往缺乏有安全语义的规范化建模，数据层次异常而非真实恶意攻击
的误报情况难以避免。此外，多维度单点的感知分析结果，仍需要深度的专家参与的
研判与关联分析，才能完整还原攻击行为全貌，限制了 APT等高级复杂攻击技战术
的分析自动化水平的提升。

 ● 认知智能阶段：认知智能是对安全数据的数据间关系和逻辑进行分析理解，强调知识
和推理。面向复杂网络环境、复杂攻击技术组合以及多层次多源异构的数据融合，网
络空间安全防御亟需具有能够实现深度理解分析能力的认知智能技术方案。不限于感
知层的孤立的识别范围和分析深度，认知层主要负责实现数据、情报、知识、环境等
多维度数据的自动关联、语义消歧，构建更完整、更丰富的数据湖基础设施，进而基
于数据湖，实现威胁溯源归因、攻击意图识别与行动预测等与安全专家相媲美的自动
化分析能力。在认知智能阶段，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知识图谱、因果推理、意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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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认知层次的智能技术与安全场景、安全数据的融合水平，成为认知智能技术发展的
关键因素。

 ● 决策智能阶段：决策智能在认知的基础上进行安全决策，其目标就是将信息转化为更
好的防御行动。网络安全防御系统的决策效果，将影响到信息业务系统、物理设备甚
至社会组织的稳定运行状态，是经济、安全、政治攸关的。因此，在感知和认知的基
础上，只有具备决策智能的网络安全防御系统，才能够进一步在安全防御策略自主构
建、自适应脆弱性修复、攻击事件响应与缓解等传统完全依赖系统负责人与安全专家
部署的策略制定过程中实现自动化。决策的过程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包括信息收集
的精确性评估、策略知识的完备性识别、系统风险的整体量化以及决策系统的效果预
测等等。这些关键能力的构建，都依赖于负责、鲁棒、透明的可信任安全智能技术基
础设施。

网络安全智能化的发展，正随着多维度感知智能技术的演进，向认知智能和决策智能化
方向演进。在这个过程中，安全知识图谱技术，已成为整个技术体系的基础性核心工作。安
全知识图谱技术，一方面，通过本体建模、实体对齐、链接构建等方式，为认知、决策过程
提供超融合的数据基础设施，是大规模异构数据源统一分析的基础；另一方面，基于知识图
谱的推理，包括表示学习、关联分析、事件溯源、行为预测等能力，是认知智能的主要组成
部分；最后，围绕知识图谱构建的逐层推理与分析，为指定场景下决策智能的达成提供了关
键输入要素和策略构建框架。

推进网络空间安全知识图谱的构建与基于知识图谱的推理技术走向成熟，已成为网络安
全智能从感知智能迈向认知智能、决策智能的必由之路，亦是应对网络空间高级、持续、复
杂威胁与风险不可或缺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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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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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概念内涵
知识图谱是由谷歌提出的概念，其本质是由实体（概念）及实体（概念）间关系，以及

关联属性组成的一种语义网络，通过结构化的数据组织结构，以有效表示实体（概念）之间
的语义关联关系。一个典型的知识图谱主要可划分为模式层和数据层。

 ● 模式层是整个知识图谱构建的基础，是数据组织的范式，一般通过本体库的设计实现。
本体，是结构化知识库的概念模板，描述了数据的元信息与元结构。

 ● 数据层是根据模式层本体模板范式生成的实体、关系及属性的实例集合，这些实例描
述某一类或某一个概念的知识事实。

从知识图谱的知识范畴、应用场景来看，可划分为通用知识图谱和领域专用知识图谱。
通用知识图谱，例如 Freebase、Wikidata、DBpedia等大规模知识库，主要应用于普适性的
智能搜索、推荐场景中，提供具有广度的、基本的知识关联基础设施。领域专用知识图谱，
则基于某知识子域，构建具有深度的知识空间，服务于该知识领域内特定的查询、分析需求。

图 2　安全知识图谱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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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知识图谱技术框架

安全知识图谱是网络安全领域专用知识图谱。安全知识图谱作为一种实体和概念等安全
知识的高效组织形式，能够发挥其知识整合的优势，将零散分布的多源异构的安全数据组织
起来，为网络安全空间的威胁建模、风险分析、攻击推理等提供数据分析和知识推理方面的
支持，从而加速安全进入认知智能阶段。如图 2所示，一个典型的安全知识图谱基于网络和
安全知识库、情报库、资产库、行为日志中关键实体（概念）及关系构建的大规模语义网络，
分为模式层和数据层两部分。

模式层是知识图谱的核心，在模式层存储的是经过提炼的知识，通常通过本体库来管理。
网络安全知识图谱本体覆盖网络威胁对应的“战术 -技术 -工具 -数据源 -恶意软件 -攻击模
式 -弱点 -漏洞 -软硬件”等复杂、多元和多路径交互关系。如图 3所示，STIX（Exchange 

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是网络空间威胁情报的一种描述语言与信息组织结构。STIX 2.0

版本的本体（在 STIX中称为 STIX Domain Objects, SDO）主要包括如图 3所示的多种实体（概
念）及其之间的语义交互关系。该本体结构，即给定了描述威胁情报信息与知识的一种语义
结构范本。

图 3　STIX2.0 的模式层

数据层存储的是实例数据信息。在上述模式层本体设计框架下，一个具体的情报事实示例，
如图 4所示。在该实例情报中，各个情报要素实体从原始的报告中抽取出来，并依照本体模
板实现语义化的关联，形成有向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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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TIX2.0 的数据层

2.2　技术优势
知识图谱技术，是通用人工智能与专用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技术组成之一。通过语义化

的知识组织结构，知识图谱将机器算法与领域知识充分融合，极大促进了知识工程方向智能
化的发展速度。在智能推荐、智能搜索、通用认知推理、人机交互问答、智能决策支持等应
用场景中，知识图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实践。

图 5　安全技术图谱的技术优势

安全知识图谱作为安全领域的专用知识图谱，充分融合安全知识、经验与数据，发挥人
工智能技术的巨大潜在价值，加速网络安全领域的智能化与自动化。其技术优势如上图：

 ● 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安全知识图谱构建将海量零散分布的多源异构安全数据通过图谱
框架进行高效融合，充分发挥其知识整合的优势。随着移动终端的应用更加广泛、智
能化的深入，多元、多源的数据使大数据的发展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类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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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每天产生海量的检测数据，而攻击者的操作行为也隐藏在系统自身记录的审计日志
和网络流量数据中，这些基础数据来源分散、语义多样、格式异构、相互关联。安全
知识图谱通过形式化地描述安全领域的概念、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使得概念、
实体间相互联结，构成网状图结构。安全知识图谱为不同来源的安全数据统一结构，
为不同安全攻防场景直观建模。

 ● 图可视化可解释性：以图的语言将安全知识可视化、关系化和体系化，非常直观和高
效，并利用图分析进行关联关系深度挖掘，洞察“肉眼”无法发现的关系和逻辑。网
络环境本身具有典型的图结构，网络安全知识、信息、数据依照知识图谱的形式组织
起来，能够充分发挥图结构优势。图结构对比其他的数据结构有更强的表达能力以及
对应更多用途的图算法。将基于图的统计、分析、推理方法融入到知识挖掘的过程当
中来，通过探索安全知识图谱中的直接和间接关系，有可能发现攻击者和相关攻击证
据。安全知识图谱的逻辑结构是类人脑模式，其中的信息输入和采集也是由人提供的，
因此大大提高了图算法结论的可信度。

 ● 深度安全语义推理：安全知识图谱自带安全语义，蕴涵逻辑含义和规则，通过交互探
索式分析模拟安全专家的思考过程去发现、求证、推理。知识图谱中的各类实体（概
念）之间的关系，保留了明确的语义信息，即各类型的上下游信息依赖关系。安全知
识图谱本质上是一种语义网络的安全知识库，语义网络的图结构可以更好地表示自然
语言的结构，从而更好地将自然语言的语义提取出来。相比传统理解，一是可以真正
理解攻防背后的知识；二是可以基于知识图谱进行计算和推理。在安全应用场景中，
图的边代表实体/概念之间的各种语义关系，比如两个恶意样本实体之间的相似关系等。
基于语义信息的关联与推理技术实现安全的深度语义理解，对攻击和防御从多维度进
行知识增强的语义分析，协助提供上层安全运营等应用场景所需语义计算与推理能力。

安全知识图谱已成为网络安全智能迈向认知智能的关键技术，亦是应对网络空间高级、
持续、复杂威胁与风险不可或缺的基础技术。

2.3　核心框架
基于网络空间安全知识图谱，构建具有感知、认知、决策智能的安全应用，需要解决数

据的统一建模、实体抽取与关系构建、复杂语义的推理分析和场景化的应用适配等不同层次
关键问题。对应这些主要问题，对应本体建模、图谱构建、知识表示和图谱推理等网络安全
知识图谱关键技术。如图 6所示安全知识图谱的核心框架，对不同来源数据通过关键技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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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构建安全知识图谱，同时安全知识图谱在不同攻防场景中应用实践，以下做简要介绍。

安全知识图谱关键技术

安全数据来源

结构化数据

漏洞信息

威胁情报

告警日志

资产信息

样本特征

……

非/半结构化数据

APT报告

安全社区

博客论坛

应急响应分析

新闻网站

……

本体建模 图谱构建 知识表示 图谱推理

安全知识图谱应用

ATT&CK威胁建模

APT威胁追踪

企业智能安全运营

网络空间测绘

软件供应链安全

……

安全知识图谱

两安融合的工业系

统防护

图 6　安全知识图谱核心框架

2.3.1　多源异构的数据来源
安全知识图谱的数据为多源异构数据，不仅来自多个不同来源，而且有混合型数据（包

括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和离散性数据（分布在不同的系统或平台的数据）。数据来源包括企
业内部和互联网。企业内部信息系统本身每天产生海量的检测数据，而攻击者的操作行为也
隐藏在系统自身记录的审计日志和网络流量数据中。互联网数据包括开源情报、安全论坛发
布的信息和网络公布的安全报告等。这些数据来源分散、语义多样、格式异构、相互关联，
没有一种完善的解决方案对其协同处理，且存在数据爆炸、语义鸿沟、概念漂移等问题挑战。
面对复杂 APT攻击的分析更需要通过多源异构数据融合技术从多源数据中得出估计和判决，
以增加数据的置信度、提高可靠性、降低不确定性。

安全知识图谱构建将海量零散分布的多源异构安全数据通过图谱框架进行高效融合，充
分发挥其知识整合的优势。整合审计日志、网络流量、安全告警、威胁情报等多源异构网络
安全数据，为后续识别和发现攻击活动，还原出定向网络攻击场景和攻击过程，完成追踪溯
源等工作提供必要的数据基础。

2.3.2　本体建模
本体是一种语义数据模型，对数据的语义化组织模式的设计是知识图谱的核心。通常来讲，

知识图谱将各类格式的原始数据，如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抽取为形
如 (Subject, Predicate, Object)的三元组形式。在该形式下，实体 Subject（S）与实体 Obje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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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自然形成具有谓语关系Predicate（P）的语义子结构。通过大规模语义子结构的串联组织，
即构成完整的知识图谱结构。其中，Subject（S）与 Object（O）实体的类型、两者之间关
系属性类型，以及两者的值属性类型的规范等，构成了知识图谱的模式层本体范式。

安全知识图谱的威胁建模，即针对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知识库、情报库、数据日志的领
域知识进行本体建模，以给出归一化、抽象化、可推理的安全本体范式。本体包括实体（节点）
类型、实体的属性类型及实体间的关系类型，即表示图结构的抽象概念结构类。本体范式决
定了知识图谱覆盖的知识 /情报 /数据范畴、数据抽象的粒度以及语义关联模板，进而决定
了围绕知识图谱开展的相关推理应用的可用性、覆盖度以及使用价值。

2.3.3　图谱构建
知识图谱的构建工作，即基于知识 /情报 /数据资料库，在数据模式层本体模式的规范下，

抽取实例实体、关系及属性信息形成知识图谱数据层语义网络的过程。通常来讲，知识图谱
的构建过程主要包括知识抽取、知识融合、知识存储、知识更新等主要步骤。在知识抽取环节，
实体、关系、属性等要素按需从各类结构化、本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中提取出来。在知识
融合阶段，需完成各类实体的对齐、关系语义的消歧和知识的映射等工作，将提供满足知识
图谱质量要求、设计规范的数据资料。知识存储阶段，主要是将结构化语义网络数据存储到
数据库中，一般的存储介质是各种类型的图数据库。在知识更新阶段，将根据数据层信息的
实时性、置信度、语义明确性等维度和更新策略，剔除失效数据，更新最新状态，保证知识
图谱信息的高价值属性。

从图谱构建流程上看，安全知识图谱与传统图谱没有太大区别，需要特别注意的是：1）
需构建更细粒度的数据质量评估方法，以保证安全图数据的高置信度与高安全性，否则将可
能影响基于知识图谱的安全应用的鲁棒性。2）在知识 /情报 /数据的时效性管理方面，需要
更灵活的更新机制，以保证图谱数据的时效性。3）由于安全语料与通用语言规律差别较大，
基于通用领域的语料训练的信息抽取模型不适用于安全专业领域的信息抽取，没有成熟的自
动化安全知识图谱构建技术是阻碍知识图谱大规模应用的主要难题。

2.3.4　知识表示
知识表示学习面向知识图谱中的实体和关系进行表示学习，传统的知识表示以三元组表

示为主，如W3C公布的 RDF[3]为三元组表示提供了标准化形式。但是基于传统的知识表示
面临诸多难题：计算效率问题，需要专门图算法，复杂度高，可扩展性差，数据稀疏问题。
近年来知识表示学习可以在低维空间中高效计算实体和关系的语义联系。



安全知识图谱技术白皮书

014

网络安全空间本身就是由多个节点组成的，每一个计算设备和网络设备连接在一起形成
完整的网络，大到互联网、小到局域网都刚好符合语义网的本质特征，即多关系有向图 [4]。
网络空间可基于语义网进行知识表达，即用包含节点和边的图的形式描述网络空间。针对网
络空间知识表达的特点，对网络空间中的实体、属性、关系等信息进行形式化描述。充分利
用网络空间多源异构数据，构建面向应用场景的本体模型，以及考虑复杂推理模式的知识表
示学习已成为当前网络空间知识表示的关键。

2.3.5　图谱推理
知识图谱的推理分析，主要面向高层次应用提供关联查询、知识压缩表示、知识归因预

测等自动化、智能化推理能力支撑。不同的推理方法涉及不同的知识表示。

安全知识图谱的推理环节，需要重点解决多层次数据、情报、知识之间的语义鸿沟问题、
大规模网络实体信息关联的依赖爆炸问题等多种基础性难题。语义鸿沟问题，主要是由不同
来源、不同采集尺度的数据融合导致的高层语义难以对齐的问题。知识图谱构建的语义消歧
技术，只能在特定的标尺下完成粗略的数据融合，但要实现跨源、跨维度的知识推理，仍需
要有效的语义学习机制。依赖爆炸问题则是由于现有的数据采集技术、跟踪技术、知识建模
技术的限制，安全知识图谱实体之间的信息流无法精确刻画，上下游实体之间的信息依赖随
着图上跳数的增加呈现指数级爆炸的现象，将导致知识图谱信息传播的消散。

2.3.6　安全知识图谱应用
安全知识图谱将针对不同的安全子领域的知识 /情报 /数据子集，提供针对优化的推理

服务能力，包括攻击与威胁建模、威胁情报关联归因、企业智能安全运营能效提升、软件供
应链安全等方面。以下概述几类应用场景。

1. ATT&CK 威胁建模：基于 ATT&CK对各个攻击生命周期的攻击行为建模。安全知识
图谱一般包含基础的威胁建模知识与威胁攻击数据，可根据威胁相关知识的融合抽
象，提供更细粒度、更动态的建模理论框架。

2. APT 威胁追踪：通过威胁情报关键要素的抽取与动态行为推理，实现 APT攻击者团
伙的威胁主体画像与自动归因，辅助攻击事件的研判与取证。

3. 企业智能安全运营：基于安全知识图谱的事件风险画像、攻击路径调查、响应策略推
荐，能够提供丰富的、具有安全语义的上下文，有效支撑动态事件的研判和策略部署，
降低安全运营对专家经验与知识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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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空间测绘：实现面向网络空间测绘领域知识图谱的语义搜索、查询，智能问答和
知识推理等任务，将资产、漏洞、安全机制、攻击模式等信息进行关联分析和数据融
合汇聚，充分掌握网络空间资产及其状况。

5. 软件供应链安全：构建软件供应链知识图谱，通过知识图谱的关联与推理，完成软件
供应链的风险识别、高风险推荐、影响范围分析和缓解措施决策等。

6. 两安融合的工业系统防护：安全知识图谱运用大数据分析和图挖掘技术，对现代工业
控制系统中信息层和物理层的耦合关系进行深度解析，实现“决策制定、风险预判、
事故分析、攻击识别”等能力的智能化辅助和自动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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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本体建模
3.1.1　定义
安全本体是本体概念 [5]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应用，主要从安全角度出发，包含了资产、威胁、

脆弱性、恶意软件、攻击模式、防护对策、事件等概念知识抽象化后的安全领域模型，即给
出归一化、抽象、可推理的安全本体范式。该本体模型其主要用于提供安全领域形式化统一
的术语及术语间关系，同时具备本体推理和查询的功能。本体构建的过程是整个安全知识图
谱的构建与应用的基石，因此，构建知识完备、粒度适中、语义丰富的数据模式层本体模型，
是安全知识图谱的关键技术。

3.1.2　背景
随着信息安全学科的不断发展，如何将安全领域知识进行形式化建模和分析，为安全评

估奠定更加严谨规范的基础，逐渐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体模型及相关的技术为这个
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将本体知识引入信息安全领域主要有几种原因：

 ● 本体中体现的知识是共同认可的，反映在领域中公认的术语集合。

 ● 本体的层次结构信息与概率的语义关系可以增强信息。

 ● 本体中概念间关系表达形式可以让机器读懂并进行推理和海量信息挖掘。

总而言之，本体具有表达、存储、查询和推理的能力，能够应用于需要处理大量信息和
隐含逻辑推理的安全领域。

在安全行业内，大量研究成果的也证实了本体在安全领域的应用的可行性，如
Tsoumass 等人 [6]创建了一个安全本体（Security Ontology, SO）来对信息系统的资产、对
策和风险管理的概念进行分类。Vorobiev 等人 [7] 开发了一个安全资产漏洞本体（Security 

Asset Vulnerability Ontology, SAVO），以对网络威胁、风险、拒绝服务攻击、非法访问和
漏洞的概念、属性以及关系进行建模。此外，Syed 等人开发了统一网络安全本体（Unified 

Cybersecurity Ontology, UCO）[8]，以集成各种网络安全本体、异构数据方案以及用于网络
威胁情报共享和交换的常用网络安全标准。网络安全细分领域本体，其旨在解决某些具体
维度上特定的网络安全问题，划分粒度更为细致，包括入侵检测本体（Intrusion Detection 

Ontology, IDO）、恶意软件分类本体（Malware Classification Ontology, MCO）、恶意软件行
为本体（Malware Behavior Ontology,  MBO）、网络威胁情报本体（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 

Ontology, CTIO）、数字取证本体（Digital Forensics Ontology, DFO）、安全运维处理本体



安全知识图谱技术白皮书

018

（Secure Operations and Processes Ontology, SOPO）、网络攻击和影响本体（Cyber Attack 

and Impact Ontology, CAIO）和网络安全对策技术本体（MITRE D3FEND Ontology）。

3.1.3　关键挑战
网络安全概念分类是构建完备的网络安全本体的基础，概念类型复杂，知识范围广泛是

一项巨大的挑战。如复杂的网络环境、资产类型、多样的攻击技术，从安全分析的角度可以
按照攻击类别，攻击目标，漏洞利用和网络攻击产生的影响再进行分类。攻击类别则可以细
分病毒、蠕虫、特洛伊木马、缓冲区溢出、拒绝服务攻击、网络攻击、物理攻击、密码攻击
和信息收集攻击等概念。本体设计需要从应用目标和范围出发，考虑其适用性，简洁性。

3.1.4　关键技术
3.1.4.1　构建方法

本体构建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手工构建本体，复用已有本体，自动构建本体。安全知
识图谱属于领域知识图谱范畴，然而安全本体建模中概念和属性定义大部分依赖安全专家的
知识或经验，所以采用手工和复用已有本体的两种方式进行构建，基本方法步骤如下：

1. 确定本体的专业领域和范畴

在构建本体前必须先确定本体将覆盖的专业领域、范围和应用目标。在信息安全领域，会
涉及到计算机、网络、信息数据、威胁情报、软硬件资产、攻防技术等范畴，可复用该细分领
域的本体模型。如网络本体 (A network ontology for computer network) ADDIN EN.CITE ，IT资
产识别规范 (NISTIR 7693)[9]，网络安全对策技术本体（MITRE D3FEND Ontology）。同时明确
该本体的应用目标，如安全领域知识图谱，ATT&CK威胁建模分析或安全风险评估，威胁情报
分析与共享，攻防自动化等。

2. 考查复用现有本体的可能性

本体的主要作用就是解决知识的共享和重用问题。所以在设计和建立自己的领域本体之
前，应该先调研是否有相关本体已构建，基于这些本体进一步改进和扩展。

3. 列出本体中的重要术语，统一词汇

调研和收集安全领域需要的所有术语，保证术语列表的全面性。列举出该领域中的所有
概念以及对该概念的详细解释，针对每个概念，要列出它所有可能的属性及属性对应的属性
值和相关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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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定义类（概念）及其层次结构

结合上一步的术语概念和标准定义类及其层次结构，对于领域本体一般采用自顶向下（专
家知识导向）方法构建，需先定义类，再定义层次结构。

 

图 7　类层次结构

5. 定义类的属性及约束

类所表示的信息有限，我们需要增加定义类的属性来进一步描述类和类之间关系。一般
来说，属性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 数值属性：属性有着许多限制，如值的类型、枚举值、值的数量等，值类型有
String/Integer/Number/Boolean/Enumerated/Instanced等。

图 8　数值属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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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象属性（关系）：实体关联到实体的属性，也称之为实体间关系。

属性都可以通过约束和限制来规范属性的应用域（Domain）和范围（Range），所
有父子类存在继承关系，关系属性同时存在，属性应该被放置到最宽泛的类中（即越靠近
顶层越好）。

6. 创建实例

最后一步是创建类的具体实例，相当于面向对象中对象实例化，填充实例 ID，数值属性
及关系等。

图 9　实例填充

3.1.4.2　构建工具

在领域内，技术人员可以把本体模型理解为关系型数据库的 ER模型（Entity-relationship 

model），对于本体构建也有开源的可视化工具可使用，推荐：

 ● protégé （stanford.edu）

 ● WebProtégé （stanford.edu）

基本满足 3.1.4.1构建方法中所有步骤，工具支持 OWL、RDF、Turtle和 JSON-LD的格
式导入导出，以下对 protégé进行简单的介绍。

https://protege.stanford.edu/
https://webprotege.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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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攻击模式类关系视图

以上工具通常应用于本体模式 (Schema)构建阶段，后期需要填充大量的实例（Individual）
来补充整个知识图谱，推荐使用开源工具包和 API，同样支持本体构建和 SPARQL查询：

 ● Protege OWL API（JAVA）

 ● OWLAPI（JAVA）

 ● Owlready2（Python）

 ● RDFLib（Python）

图 11　OWLAPI 加载本体文件

https://github.com/protegeproject/protege-distribution/releases/tag/v5.2.0
https://github.com/owlcs/owlapi
https://pypi.org/project/Owlready2/
https://github.com/RDFLib/rdf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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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Owlready2 SPARQL 查询

以上是安全本体建模的方法及使用的工具技术。在目前复杂的网络环境中，构建一个通
用的网络安全本体是一个复杂繁琐的过程，强依赖于网络安全专家的领域知识和信息技术知
识，所以安全本体应该以应用场景为导向，确定应用范围后再构建适合场景的本体。

3.2　图谱构建
3.2.1　定义
安全知识图谱构建是将互联网中公开的或企业内部的安全数据进行整合，对碎片化的多

源异构数据深层次挖掘，通过融合与关联形成知识，最后以图的形式存储，用于智能化的安
全管理及应用。

3.2.2　背景
自 2012年 Google发布推出基于知识图谱的搜索引擎服务以来，知识图谱在学术界和工

业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应用，它以接近人的认知智能视角给海量信息的组织、管理提供支
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许多人工智能应用，如智能搜索、智能问答、个性化推荐和大数据分
析与智能决策。目前一些基础的结构化知识库发展到上亿级实体的规模，例如 Google知识
图谱项目包含约 5.7亿个实体，主要利用维基百科Wikipedia中的半结构化数据，其中实体
大多数是人名、地名、组织名等通用领域类型。领域知识图谱在金融、医疗和社交等生活场
景被广泛使用，例如金融风控知识图谱辅助金融公司发现黑灰产分析，药物知识图谱可以发
现药物间的相互作用。

在网络空间中也存在着海量的安全数据，其中大部分知识都存在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
的网页和非结构化的文本数据中。常见的结构化数据包括漏洞 (CVE) [10]、攻击模式（CAPEC）[11]、
知识数据库等知识以及从传感器收集的网络资产和终端日志等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包含日志
文件、XML文档、JSON文档、Email等，而非结构化数据则包含 APT报告、威胁分析报告、
博客、推特和文档数据，安全研究和分析往往从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中挖掘出大量的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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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事件、安全漏洞等知识。

目前由 Syed等人开发的统一网络安全本体（Unified Cybersecurity Ontology, UCO）[8]被
广泛应用，该本体集成了安全领域相关概念和异构数据实例化融合方法，用于威胁情报共享
和交换。网络安全分析师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设计领域网络安全本体，聚合相应的安
全数据来构建知识图谱。例如由MITRE公司推出的 Cygraph网络安全态势分析图谱，从网
络架构（Network Infrastructure）、安全状态（Security Posture）、网络威胁（Cyber Threats）、
任务准备（Mission Readiness）四个层次构建知识图谱，用于支持针对关键资产保护的攻击
面识别和攻击态势理解等任务。四个不同层次的知识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去捕获数据：

 ● Network infrastructure：网络拓扑信息，如主机、网络设备、安全设备、组织等。

 ● Cyber posture：网络基础设施中影响网络攻击 /防御的元素，如主机配置、漏洞、
服务、共享资源、防火墙策略等。

 ● Cyber threats：潜在的网络威胁，如攻击告警、CAPEC攻击模式、ATT&CK攻击
技术等。

 ● Mission readiness：任务准备包含任务目标、任务、信息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网
络资产的依赖关系。

图 13　Cygraph 知识图谱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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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Graph可以用于建立可能的攻击路径的预测模型，识别关键的漏洞，将警报与攻击路
径关联起来，并允许在任务保证的上下文中进行基于图的数据分析。

将网络安全知识图谱对概念的划分粒度提高可以有利于解决领域内特定维度或固定场景
上的应用问题，如恶意软件知识图谱（Malware Knowledge Graph）对恶意软件、系统进程、
网络通信、源代码、漏洞利用 payload和攻击行为等概念、属性和关系建模，辅助恶意软件
家族分类。D3FEND网络安全对策知识图谱针对 ATT&CK攻击技术、数字工件和防御技术三
种概念进行建模 [12]，帮助网络安全分析师理解进攻性技术和防御性技术的关系以及如何应对
攻击威胁。

在确定安全知识图谱的应用场景和构建网络安全本体后，图谱构建成为安全知识图谱研
究与应用中的关键步骤，如何选取数据源、数据预处理技术、应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挖掘知
识并融合决定了知识图谱的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和可理解性。

3.2.3　关键挑战
随着知识图谱的兴起，网络安全厂商和研究团队也在逐步探索安全知识图谱的构建和应

用，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主要集中在构建过程的前几个阶段，主要在本体构建、数据收集、信
息抽取和知识存储四个部分。

 ● 本体模型：定义完备和准确的本体模型，上一章本体建模中提到在确定知识图谱的应
用场景、范围和目标后，首先需要安全专家根据规范和约束划分概念，层次结构和关
系。对于复杂的应用场景，预定义的本体模型可能不够完备，需要随着信息挖掘的过
程逐步完善。

 ● 数据收集：从互联网开源数据中自动化获取准确和高质量信息，公开的网络安全数据
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存在由黑客发布的虚假威胁情报数据。

 ● 知识抽取：高效准确地从非结构化数据中抽取出实体和关系，主流的机器学习或深度
学习模型难以高效抽取。一方面当前没有通用的网络安全语料库，仅靠人工标注的数
据量较少，另一方面安全领域专业性强，安全实体和关系类型多样，结构复杂。

 ● 知识存储：合理存储图数据需要结合多种存储方法以支持快速或模糊检索，高效知识
推理等知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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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关键技术
目前知识图谱的构建方式分为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两类，自顶向下是从网络安全的原理、

需求、规范等角度出发，定义知识图谱的概念模式，然后聚合相应的实体和关系来构建知识
图谱。自底向上是从现有的网络安全数据中所获取的实体出发，分析其内容、格式然后总结
出概念模式，形成知识图谱。安全知识图谱实体存在复杂性和多样性，可以结合两种方式不
断完善安全本体，首先使用自顶向下的方式，基于预定义本体提取出安全实体及关系，然后
采用自底向上，采用机器学习技术从安全数据中挖掘新的概念来更新本体。

下图展示了安全知识图谱构建过程的架构图，主要可以分为五个部分：数据采集、知识
抽取、知识融合、知识应用和知识存储。

图 14　知识图谱构建关键技术

3.2.4.1　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是指根据本体模型覆盖的领域和应用目标，选取不同的数据源进行采集，并将
按其结构分为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

安全知识图谱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内部拥有的安全数据，如网络
资产，包括硬件（计算机、网络设备、外围设备）、软件（应用程序、网络、操作系统）等
数据，企业部署的安全防护设备所产生的安全数据，如流量日志、终端日志这些主要以结构
化形式存储的数据，一些内部安全事件溯源报告则以非结构化的形式存储；另一方面是互联
网中的开源安全知识库，其中结构化数据包括攻击模式列表和分类标准 CAPEC、NVD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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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等。半结构化的数据主要有权威机构发布的威胁情报 (STIX)、开源威胁指标 OpenIOC，非
结构化网络安全数据主要为文本数据，如漏洞描述、恶意软件分析报告、攻击组织分析报告，
安全热点事件等信息，来自于网络安全机构研究报告、社交媒体、安全社区博客及供应商公告等。

 ● 结构化数据：主要来自企业内部，通常存储在关系型数据库中，授权后可以直接获取。

 ● 非结构化数据：主要依赖于手工收集和自动化爬虫，在获取开源数据时尽量选择可靠
的数据源，例如权威安全研究机构来保证信息可信度，然后利用爬虫技术采集威胁情
报网站上特定格式的 IOC描述，安全研究机构发布的威胁组织分析报告等。

3.2.4.2　知识抽取

知识抽取是知识图谱构建中最关键的一步，从海量的多源异构数据中抽取出安全实体，
实体间的语义关系和属性信息，形成高质量的知识。知识抽取主要针对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
的文本数据，涉及到的技术包括实体抽取、关系抽取及属性抽取。而对于结构化数据如企业
内部的网络资产信息，可以根据预定义的本体模式映射转换为 RDF三元组，若将知识存储在
图数据库中，则应当转换为相应的图格式数据。

实体抽取，也可以称为命名体识别，从原始文本中自动对预定义的实体进行识别并提取，
安全知识图谱一般聚焦于与网络威胁相关的实体，例如攻击者、恶意软件、漏洞、攻击技术等。
实体抽取的方法主要包括：1）基于规则和词典，通过规则进行匹配；2）基于机器学习，常
见的主要有隐马尔科夫模型（HMM）和条件随机场（CRF）；3）基于深度学习，主流模型
包括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和双向长短期记忆网络（BiLSTM）。通用领域知识图谱和安
全知识图谱关注的实体类别不同，因而导致通用的实体抽取方法不能适用于安全类实体抽取，
安全实体抽取存在以下难点：

 ● 安全领域专业性强，安全实体类型多，且变化频率高，例如新出现的恶意软件和新发
布的漏洞。

 ● 安全实体结构复杂并且存在多义问题，例如攻击模式可能由多个词（短语）构成，还
有一些实体名称具有中英文双重名称，或者中英文缩写。

 ● 当前没有通用的安全文本语料库，主要依赖于人工标注构建模型的训练集。

安全实体抽取方法一般需要结合规则匹配和深度学习模型，融合实体的结构特征和语义
特征（词特征、字符特征和句法依存特征）对文本数据进行深层次挖掘。由于领域的特殊
性，一些安全类实体的结构特征明显，比如 CVE漏洞编号，IOC失陷指标中的 IP、域名和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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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地址，文件哈希，这类实体可以通过正则表达式或词典匹配的方式来提取。而无明显结构
特征的实体需要借助深度学习模型来提取，单纯地通过端到端神经网络模型未充分考虑语义
特征，可能无法准确捕获安全实体。李涛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特征融合的威胁情报领域命
名体识别模型（MF-BiLSTM-LSTM），融合实体的词、字符和句法依存特征作为输入，通过
BiLSTM编码得到序列特征，再使用自注意力机制（Self-attention）学习序列中每两个词之间
的依赖权重，最后利用 LSTM解码模型得到实体预测结果 [13]。秦娅等人设计了基于 FT-CNN-

BiLSTM-CRF的网络安全实体识别模型，通过特征模板（Feature Template，FT）提取局部
上下文特征，利用 CNN提取单词的字符级特征，然后通过双向长短记忆网络 BiLSTM提取序
列的语义特征，最后传入 CRF进行标签预测 [14]。

关系抽取是指从文本数据中发现实体和实体之间的语义关系，例如给定实体对 ,找出两者
间的关系，关系属于本体模型中预定好的关系类别，因而关系抽取可以看做是对实体间的关
系分类问题。目前关系抽取的方法主要有三种：1）基于监督学习，通过本体模型预定义的关
系类别对实体对进行标注，构建训练集然后使用监督学习模型进行分类；2）基于无监督学习，
即开放关系抽取，无需定义关系类别仅通过实体对的聚类结果来判断关系，此方法缺乏评价
标准，不适用于安全类关系抽取；3）基于远程监督学习，依赖已有知识库进行实体间语义
关系进行人工标注，然后使用监督学习方法进行分类，但在安全知识图谱的实际构建过程中，
知识库中的数据一般来源于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数据，例如 CVE、CWE等特定实体和关系，
其大部分类别实体缺乏对应，因而导致标注数据存在类别失衡的问题，影响关系抽取结果。
因此网络安全实体的关系抽取主要采用监督学习模型，首先对安全关系抽取问题建模为实
体间的关系分类，将实体对所在的上下文句子作为输入，挖掘句子序列中多种特征再进行
分类预测。

目前安全知识抽取的步骤通常是首先通过实体抽取得到安全相关实体，然后根据预定义
的实体类型进行候选实体对之间的关系预测或根据句法关系得到三元组，再转换为对应的
RDF数据或图数据，在这种流水线模式的知识抽取中存在误差传播和效率低的问题，实体抽
取过程中产生的错误数据也会被作为关系抽取模型的输入，影响最后的抽取结果。目前一些
研究将联合抽取模型应用到安全知识抽取中，通过对文本进行序列联合建模，即在标注实体
时同时标注该实体在上下文中所对应的关系，通过监督学习模型联合预测出实体和关系，以
解决流水线抽取中误差传播和效率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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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　知识融合

知识融合是根据本体模式定义，将知识抽取后所产生的数据进行融合，例如根据本体
定义的概念，对语义相似实体进行消歧融合，删除无关实体等错误信息，最后形成高质量
的知识库。

删除无关信息主要是指删除不符合本体模型定义的实体和关系，例如一些被关系抽取模
型打上错误标签的三元组，将软件和地区建立了关系，不符合本体模型定义从而删除。

消歧融合指的是将具有相同意义的实体进行合并，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又可称为共指消
解，主要有三种方法：1）基于规则的方法，依赖于人工制定规则，例如中英文对照表将具
有双重名称的实体进行融合；2）基于统计的方法，统计实体出现的频率和可靠性，通过打
分和排序来判断是否共指；3）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通过判断实体单词或短语和已标注的
数据间的相似性来判断是否存在共指。

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被广泛采用在通用领域的共指消解问题上，然而安全领域缺乏大规
模的标注数据，可以通过与规则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安全实体的共指消解。张晗等人通过规
则完成代词的共指消解，使用深度学习模型完成安全相关的名词短语的共指消解 [15]。

3.2.4.4　知识存储

知识图谱是基于图的数据结构，它的存储方式主要有三种方式：关系型数据库、RDF(资
源描述框架 )存储和图数据库 (Graph Database)：

 ● 基于关系型数据库的存储：使用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存储知识图谱有三种方式。
1）构建三元组（S, P, O）表，以元组为单元进行存储。2）构建属性表，将属性相
似的主语（S）聚为一张表类似的关系型数据结构，其中每一条数据代表一个实体，每
一列代表一个属性。3）垂直分割，以谓语（P）划分三元组表，根据属性的不同建立
数据表。使用关系型数据库存储知识需要预先确定所有的概念类型和关系，若需要添
加新的三元组模式，数据库更新十分麻烦，并且关系型数据库在知识推理上效率较低。

 ● 基于 RDF 的存储：大部分开放的知识图谱采用这种存储技术，一个 RDF数据集由
一组相关的三元组（S, P, O）组成，这个三元组集合就可以抽象为一张图，所以也称
为 RDF graph，通常是 XML格式的文件存储 (kg.rdf / kg.owl)。然而，基于 RDF存储
在大数据量存储和查询时会遇到瓶颈，以及更新只能以离线的方式进行，因此一般在
数据量不大、知识更新不频繁的情况下考虑使用原生的 RDF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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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图数据库的存储：图数据库是一种非关系型数据库，以解决在关系数据库中建
模时的复杂层次结构及实体关系，使用图检索语言可以提高关系查询效率，特别是
多跳查询场景下的查询速度优于关系型数据库。目前部分开源的图数据库有 Neo4j、
Baidu Hugegraph、JanusGraph、TigerGraph等，图数据库提供了完善的图查询语言。

安全知识图谱通常涉及到复杂多变的应用场景，如恶意软件知识图谱规模大且更新频繁、
攻击事件分析知识图谱应用于攻击路径推理、攻击事件调查、攻击者画像。在图谱查询方面，
如需搜索“APT32”的近期分析报告和攻击技术路线图，需要执行模糊和多跳查询，查询效
率会随着图谱的复杂度和数据量增长而降低，所以完全依赖图数据库存储，则有可能不支持
或查询效率低的问题。安全知识图谱中的节点与关系复杂，因此往往需要采用多种方法结合
来存储，对于非关系型数据和结构固定型的数据可使用关系型数据库、文档数据库等，如存
储概念和实体的基本信息，关系型数据如三元组数据采用图数据库存储，可按需对数据进行
缓存，如 Redis、Memcache等。

3.3　知识表示
3.3.1　定义
知识表示是研究计算机表示知识的可行性、有效性的一般方法，是把人类知识表示成机

器能处理的数据结构和系统控制结构的策略 [16]。知识表示在安全知识图谱的应用中具有关键
作用，采用合理的方法来表示知识，能使机器尽可能全面地学习知识，并表现出类似于人类
的行为。

3.3.2　背景
在机器学习中，表示学习将原始的数据转换为机器可以学习的形式，一个好的表示在构

建分类器和预测器的时候易于提取有用的信息，使后续的学习任务更容易 [17]。在知识表示方
面，表示学习将语义信息表示为向量，通过距离表示语义的相似情况。为了弥补传统机器学
习模型对于背景知识的忽略，需要将知识图谱作为机器的输入，即通过对知识图谱中的语义
信息进行表示学习得到输入机器所需要的向量。知识图谱的嵌入表示学习是面向知识图谱将
包括实体和关系的内容映射到低维向量空间，实现对实体和关系之间语义的有效描述，通过
在低维空间计算实体和关系的语义关联，为对应的领域提供新的思路 [18]。安全知识图谱通过
知识表示可以将不同类型的安全数据进行连接，再通过知识推理过程实现安全知识的丰富与
网络安全领域的应用。随着知识的规模逐渐扩大，针对高效的知识表示方法的研究会促进安
全知识图谱的发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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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关键挑战
安全知识图谱借鉴通用知识图谱的高效的知识表示方法，利于充分利用安全知识图谱中

的知识，提升安全知识获取、融合和推理的性能。早期的知识表示方法对于过程性和非确定
性知识的表示能力有限，且当知识规模较大时，无法灵活地扩展以及用于后续推理等任务。
近年来，基于知识表示学习方法主要分为两种：基于结构的知识表示学习方法和基于语义的
表示学习方法。基于结构的知识表示学习方法大多采用三元组（head, relation, tail），可简
写为（h, r, t）表示方法，对应知识图谱的（S, P, O）数据结构，具有一定的稀疏性，且无法
进行语义层面的计算。基于语义的表示学习方法往往存在参数多，处理大型知识图谱效率较
差的问题，降低复杂度后的此类方法仅能在部分场景中应用，适用度会降低。

3.3.4　关键技术
基于结构的知识表示学习方法，从三元组的结构出发，通过衡量 head和 tail之间的距离

来学习知识图谱中实体和关系的表示。TransE模型 [19]认为头实体 head的 embedding加上
关系 relation的 embedding近似等于尾实体 tail的 embedding，如图 15所示。简单高效的 

TransE 模型取得了巨大的突破，针对简单关系的建模效果显著，但是在复杂关系的建模效果
较差。因此，为了解决 TransE 模型存在的问题，研究人员相继提出了多种 TransE的变体模
型包括 TransH[20]，TransD[21]，TransA[22]和 KG2E[23]等。TransE 模型及其变体在知识表示学
习领域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应的模型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解决了不同方面的问题。

图 15　TransE 向量空间示意图

相比于基于结构的知识表示学习方法利用基于距离的评分函数，基于语义的表示学习方
法采用基于相似度的评分函数，从语义出发来学习知识图谱中实体和关系的表示，注重挖掘
向量化后实体和关系潜在的语义，通过匹配向量空间表示中实体和关系的潜在语义来度量事
实的可信性 [18]，可以分为 RESCAL[24]模型及其变体和基于神经网络的语义匹配模型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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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CAL 将每个实体与向量进行关联，捕获其潜在的语义，用矩阵表示关系以此建模潜在因
素之间的成对相互作用，利用双线性函数来进行评分。RESCAL的变体模型 [27-29]针对模型复
杂度、扩展性、实用性以及效率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优化。基于神经网络的语义匹配模型利用
不同的神经网络架构进行语义匹配，其中NTN[30]是表达能力最强的模型，但是存在参数过多，
导致处理大型知识图谱时的效率较差的问题。

随着知识表示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何有效地获取全面的知识特征，更好地融合空间
时间维度的知识表示，同时避免知识的表示学习导致语义损失的问题，成为此类研究的关键。

3.4　图谱推理
3.4.1　定义
知识图谱推理就是利用已知的知识推理出新知识的过程。随着知识图谱概念的出现与发

展，知识图谱推理已成为知识图谱上层应用的基础性技术。

知识图谱推理的两个主要应用是知识补全和知识去噪。知识图谱推理过程中通常用（head, 

relation, tail）三元组形式表达事物的属性以及事物之间的语义关系。其中，事物和属性值作
为三元组中的实体，属性和关系作为三元组中的关系。知识图谱补全实际上是给定三元组中
任意两个元素，试图推理出缺失的另外一个元素。如给定（head，relation）或者（relation，
tail），找出与之形成有效三元组的 tail或 head，称为实体预测；或给定 head和 tail，找出
与之形成有效三元组的 relation，也称为关系预测。无论实体预测还是关系预测，最后都转化
为选择与给定元素形成的三元组更可能有效的实体 /关系作为推理预测结果。这种有效性可
以通过规则的方式推理或通过基于特定假设的得分函数计算。而知识图谱去噪，实际上是在
判断三元组的正确与否。因此，虽然知识图谱补全专注于扩充知识图谱，而知识图谱去噪专
注于知识图谱内部已有三元组正确性的判断，但本质上都是基于已有知识通过推理方法来评
估其三元组的有效性。

3.4.2　背景
安全知识图谱是知识图谱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实际应用，包括基于本体论构建的安全知识

本体架构，以及通过威胁建模等方式对多源异构的网络安全领域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整合，
转化成为的结构化的智慧安全领域知识库。其中代表工作有STUCCO[32]、UCO[8]、MALOnt[33]等。

安全知识图谱推理面临着通用知识图谱同样的问题。安全知识图谱构建集成了与安全相
关的异构知识库如 CVE，CAPEC，CCE[34]，CVSS[35]， CYBOX[36]，KillChain和 STUCC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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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异构信息的集成主要通过安全专家介入来实现，这些知识之间存在的间接的关系或潜在
的知识需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来挖掘。

攻击事件调查是基于已经确定的攻击事件回溯整个攻击过程，理想情况是基于知识图谱
辅助实现对整个攻击路径的调查。由于告警的数据量庞大，关系和实体数量呈指数级增长，
从海量的路径中人工排查攻击路径是不现实的。另外，由于数据采集和知识提取的不完全性
会存在路径缺失的情况。为解决攻击路径调查问题，需要有效的安全知识图谱的关系推理机
制。知识图谱推理技术是解决这些挑战的一种可行方法。

3.4.3　关键挑战
知识推理技术是知识图谱的关键技术之一，通过已知的知识推理获得新知识来完善知识

图谱。在安全知识图谱中还可以用于辅助攻击路径调查，存在的挑战如下：

 ● 知识推理的主要对象多是二元关系，而安全知识图谱中存在大量的多元关系。处理多
元关系的方法是将其拆分为二元关系进行推理，这样拆分会损失结构信息。因此，如
何尽可能完整地利用多元关系中复杂的隐含信息推理？

 ● 现有的知识推理往往都是基于大量高质量的数据集训练推理模型，在相应的测试集
中测试优化模型来完成推理。除了数据集获取成本高的问题，通过数据集训练的模
型的泛化能力也极为有限，而安全领域缺少高质量的样本，如何实现小样本或零样
本学习？

 ● 安全知识图谱中知识的有效性往往受到时间空间等动态因素约束，如何合理利用知识
的动态约束信息完成动态推理？

3.4.4　关键技术
针对安全知识图谱应用的需求介绍两种经典的知识图谱推理技术：基于图表示学习的关

系推理与基于神经网络的多关系推理方法。图谱推理主要涉及到图关联检索、图数据挖掘算
法、图表示学习方法、关系推理等。图关联检索通过最短路径、相似性分析等方法，提供指
定实体、关系、属性特征查询的响应。图数据挖掘算法包括图上的节点聚类、社团发现、重
要节点发现、路径挖掘等等，为知识图谱提供深入的数据洞见。图表示学习通过结构、属性
等维度的学习方法，习得知识图谱关键要素的向量化表示，可用于支持知识检索、知识推理
等类型的技术实现。关系推理基于表示学习结果或通过端到端的图神经网络模型设计，提供
知识语义推导、关系链路预测等推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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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1　基于图表示学习的关系推理

基于图表示学习的推理通过将知识图谱中包含实体和关系的元素映射到一个连续的向量
空间中，为每个元素学习在向量空间中表示，向量空间中的表示可以是一个或多个向量或矩
阵。表示学习让算法在学习向量表示的过程中自动捕捉推理所需信息，通过训练学习将知识
图谱中离散符号表示的信息编码在不同的向量空间表示中，使得知识图谱的推理能够通过预
设的向量空间表示之间的计算自动实现，不需要显示的推理步骤。基于知识图谱表示学习
的关系推理包含：知识图谱表示学习与潜在关系预测。关系推理常用的表示学习方法有：
TransE（Translating Embedding）系列算法、RESCAL、DistMul等。

Bordes 等人 [19]提出了第一个基于转移的表示模型 TransE，开启了知识图谱表示学习的
研究热潮。TransE 的主要思想是：如果三元组（h，r，t）成立，头实体向量 h与关系向量
r的和与尾实体向量 t相近，否则远离。后续的研究工作大都基于这个假设。由上述基本转
移假设得到得分函数 ，即用 L1 或 L2 范数衡量距离。学习过程替换头实体或尾实体得到负
例，类似支持向量机，最小化一个基于Margin的损失，使正例的得分比负例的得分至少高
一个Margin。在进行推理时，得分函数取值大的候选实体 /关系即为推理结果。TransE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未考虑丰富的语义信息，缺乏对空间中向量分布位置的进一步调整，同时
TransE没有考虑丰富的关系等。因此 TransE在安全应用场景中应用存在很大局限性。

基于知识图谱表示学习方法由于其有效合理的向量空间假设，是一种简单高效的关系推
理方法。针对安全知识图谱的问题，基于知识图谱表示学习方法已在安全知识补全与攻击路
径调查得到了应用。

3.4.4.2　基于神经网络的多关系推理

基于图表示学习的关系推理实现单步关系推理，可以用于单步攻击事件调查和断链修复。
而在攻击过程中通常需要对复杂的多步攻击进行分析。多步关系推理的算法主要来自 PRA 算
法 (path ranking algorithm)，将路径作为特征，预测实体间是否存在指定关系集。

这里介绍一种经典多步关系推理 PATH-RNN[37]。Path-RNN的输入是两个实体之间的路径，
输出推理出的二者之间的新关系，将关系之间的连接用 RNN 表示来进行推理。路径的表示
是在处理完路径中所有的关系之后由 RNN 的最后的隐状态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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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PATH-RNN 方法

PATH-RNN的架构如图 16所示，对每一条可能的路径用一个 RNN来表示，将该路径每
一个节点上的实体和连接的边进行向量化后输入一个 RNN单元。整条路径的最终向量表示
就是 RNN最后一个单元输出的隐藏状态，将该路径的向量表示和要预测的关系的向量表示
求相似度，相似度最高的就是目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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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TT&CK 威胁建模
威胁建模是网络安全威胁分析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一种分析和解决安全问题的结构化方

法，用来识别、量化并应对威胁，利用抽象的方法来帮助思考风险。由安全人员传达安全漏
洞的破坏力、定义防范和减轻系统威胁的对策，并按轻重缓急有效实施补救措施的过程。如
在业务安全这个维度，通过定位攻击目标和可利用的业务安全漏洞来提高系统安全性，然后
定义防范或减轻系统业务风险的对策的过程。

威胁建模主要含有资产、威胁（攻击行为）、漏洞几个主要元素，通过识别威胁和制定
保护策略来保证信息 CIA(机密性 /完整性 /可用性 )三要素。图 17所示，资产（Assets）
受到各种威胁（Threats）影响，这些威胁可能是黑客等人为因素，也可能是火灾地震等自然
因素。威胁通过利用系统的脆弱性（Vulnerabilities）可导致暴露（Exposure），形成风险（Risk）。
适当的对策是使用防护措施（Safeguards），缓解风险使资产得到安全保障。

图 17　威胁建模目标

4.1.1　需求场景
MITRE对威胁模型和威胁知识库的概念抽象层次进行了粗粒度的划分，如图 18所示，

划分到不同层次的模型、概念没有优劣之分，区别在于不同的抽象层次决定了模型的表达能
力和能够覆盖的概念的粒度。较高层抽象可谓高屋建瓴，从宏观的角度给威胁事件定性、给
风险评级。较底层的概念提供更多细节，对威胁事件提供确切实际的解释、指导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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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知识模型抽象分层

从建模的层次来看，MITRE ATT&CK（Adversarial Tactics, Techniques, and Common 

Knowledge）处于概念抽象层，是其区分与其他威胁模型、威胁知识库的关键。ATT&CK

正是从攻击者视角，研究分析整理以往的攻击技术知识框架，用于识别网络攻击行为。
ATT&CK模型的建模主要集中于行为层面，而传统防护设备的告警则属于指示器层。指示器
层能够检测已知的恶意数据，由人为特征进行驱动，误报少，粒度小，对应告警数量庞大。
行为层的分析针对可疑的事件进行检测，由行为进行驱动，误报相对较多，粒度粗，事件数
量少，生命周期更长。ATT&CK在行为层进行建模，一方面能够充分利用威胁情报的 TTP进
行知识共享，另一方面能够在更宏观的程度对攻击者进行画像，能够从具体的技术手段和指
示器规则中解脱出来。

ATT&CK是一个反映各个攻击生命周期的攻击行为的模型和知识库，主要应用于评估攻
防能力覆盖、APT情报分析、威胁狩猎及攻击模拟等领域。经过数年的知识积累，ATT&CK

已经从针对企业内网的、Windows平台的、终端侧的、post-compromise行为分析模型，拓
展为多场景（企业内网、移动环境、工控）、多平台（Windows、Linux、macOS、Cloud等）、
针对多源数据（终端、网络、文件等）、攻击链全生命周期的行为分析模型。兼具丰富的
实战效用和可拓展的顶层模型设计，ATT&CK越发得到安全业界的重点关注。目前安全厂商
使用 ATT&CK模型攻击技术来评估产品的威胁识别能力，基于 ATT&CK知识模型的开源项
目 CALDERA（https://github.com/mitre/caldera）应用红蓝对抗的自动化仿真系统；Atomic 

Red Team ™基于 ATT&CK设计的新型自动化测试框架；项目安全分析知识库 CAR（https://

car.mitre.org/） 基于 ATT&CK攻击模型开发的分析知识库。如今一些安全产品如态势感知、
终端检测与响应 (EDR)、入侵检测系统 (IDS)、动态沙箱等均在从数据分析的角度和 ATT&CK



安全知识图谱技术白皮书

038

的攻击技术进行映射，体现安全产品的攻击技术识别能力，进一步达到对攻击者进行威胁建
模的过程。

MITRE今年发布的 D3FEND网络安全对策技术的知识库，更具体地说是网络安全对策技
术知识图谱，主要目标是促进防御性安全技术功能词汇的标准化。此模型和 ATT&CK模型进
行建立关联，有效促进安全防护的闭环。

4.1.2　应用方案
网络安全业界的一个新兴趋势是从攻击端口开始威胁建模。组织通过扫描现有应用系统，

整合当前可能威胁的数据或攻击面，安全运营团队像黑客一样思考，试图识别潜在威胁或进
行威胁狩猎。

在日常的安全运营过程中，安全分析需要从海量的告警，日志，文件，IOCs等发现确切
攻击是一项巨大的挑战，ATT&CK作为知识库内容以及威胁建模的框架，能够在一些核心节
点上，将告警数据、漏洞扫描数据及威胁情报数据进行碰撞融合，形成抽象化不丢失语义的
安全知识图谱。

图 19　攻击模式实例化

上图是一个攻击模式实例化的简单示例，研究人员基于 ATT&CK知识库形成模式，将海
量告警日志归一化处理，达到数据去重、抽象表示且不丢失语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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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CK作为知识库以及威胁建模的框架，能够在一些核心节点上，将告警数据、漏洞扫
描数据及威胁情报数据进行碰撞融合形成图谱。大规模的数据知识化后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结
构，即知识图谱，能够提供数据的多跳检索和模式分析，能够通过图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综合
评估与预测。

图 20　攻击组织 APT34 的知识图谱

上图将 ATT&CK知识库提供了 APT34组织相关实体，包括利用工具，攻击技术，恶意样
本 , 技术 , 软件 , 组织，数据源等。可见收集的威胁情报知识及产生于安全运营中的攻击事件、
恶意软件、IOCs等形成了大规模的安全知识图谱，先验知识能够提供关联分析的数据基础，
基于图算法结合机器学习模型进行攻击组织推荐、关联分析的攻击威胁的风险评估。



安全知识图谱技术白皮书

040

图 21　ATT&CK 与威胁情报交换 STIX 的映射关系

STIX2.0威胁情报交换标准同样也提供了一种范式，采用 STIX2.0对象可以完全表达
ATT&CK知识内容，将其融入到网络安全知识图谱，一方面可提供攻击能力图谱，另一方面
提供全面的安全知识面。

4.1.3　应用展望
网络安全大数据对威胁检测分析带来机遇，也同样带来挑战。我们需要更加有效的数据

收集，合理的数据组织，准确的数据分析以及丰富的可视化能力，支撑分析任务中的模拟、
关联、知识沉淀等过程，进而逐步自动化安全防御能力。随着 ATT&CK行为知识的积累和相
关技术的日益完善，不止在攻击模拟、红蓝对抗领域，更多的检测响应、用户实体行为分析、
威胁狩猎、防病毒等威胁分析产品和方案逐渐向战术 -技术矩阵靠拢、对齐。以 ATT&CK进
行威胁建模并建立行为分析的知识库，并以图数据形式组织，能够打通数据间壁垒，加速威
胁情报、原始日志、检测数据、扫描数据、威胁知识库等多源数据的融合分析。ATT&CK不
仅仅是一个模型，一个字典矩阵，一个标尺，ATT&CK所促成的生态，将促进生态下组织内
外部的数据交互和共享。鉴于实际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只对攻击行为进行建模来分析问题是
远远不够的。因此绿盟科技结合知识图谱，设计了多个本体对整个网络威胁进行建模分析，
并兼容MITRE组织的 CAPEC、MAEC和 ATT&CK等模型的接入和使用，能够从多方威胁情
报中提取关键信息并作为知识对知识图谱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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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PT 威胁追踪
由于高级持续性威胁（APT）攻击往往具有明确的攻击意图，并且其攻击手段具备极高

的隐蔽性和潜伏性，APT正日益成为针对政府和企业重要资产的不可忽视的网络空间重大威
胁。基于威胁情报实现攻击行为、事件归因的关键，在于情报的深度关联与置信度评估。在
情报深度关联方面，最重要的驱动力还是情报的标准化与规范化。这一点上STIX 2.0情报标准、
ATT&CK技战术矩阵、CAPEC攻击和脆弱性枚举库等开源数据库、标准的完善，推进了整个
网络空间威胁情报体系水平交互的完备化。

目前，结合知识图谱进行 APT组织的威胁情报分析逐渐引起各国政府和网络安全研究者
的关注，以威胁元语模型为核心，通过分析已经发布的 APT分析报告等数据，提取 APT组
织的描述信息和分析逻辑关系，自顶向下构建 APT知识图谱，再结合知识图谱的本体结构对
APT组织进行追踪和画像。在威胁高度组织化、武器化、规模化的背景下，探索 APT情报采
集技术和组织画像归因显得尤为关键，目前业内也均对其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工作，例如，绿
盟科技结合攻击组织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以及模板化爬虫的方式实现 APT、恶意代
码家族情报半自动化采集的方法，并采用上下文感知计算框架的攻击组织追踪方法和基于特
征图聚类的未知攻击组织发现方法来实现海量多模态数据场景下 APT组织归因 [38]。

4.2.1　APT 情报收集
在 APT威胁分析和溯源中涉及的信息安全要素信息杂乱，自成体系，没有有效的组织，

导致在事件分析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进行信息的梳理，无法将相关的专家知识保存下来
并形成可复用的知识库。而知识图谱技术通过对领域知识的定义，用语义网将散乱的知识以
逻辑方式进行关联，有效解决信息安全领域知识不成体系、无法将专家知识转换成机器语言
的问题。因此，需要结合攻击组织知识图谱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设计攻击组织知识图
谱本体，确定情报采集类型，属性以及相关字典规范定义，结合爬虫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构
建可快速扩展抽取的情报运营体系，最终实现 APT、恶意代码家族情报半自动化采集的方法。

4.2.1.1　需求场景

网络威胁情报领域以及相关安全要素已有大量相对成熟的标准体系，如国内标准《信息
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威胁信息格式规范》（GB /T36643-2018），国外情报结构化威胁信息表
达体系（Structured Threat Information Expression），其次针对特定安全要素的标准规范有：
通用攻击模式枚举和分类（Common Attack Pattern Enumeration and Classification）、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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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属性枚举和特征描述（Malware Attribute Enume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通用漏
洞披露 CVE等。攻击组织知识图谱以攻击组织（APT、恶意代码家族等）为核心，通过组织
技术水平（攻击工具、攻击手段、掌握的漏洞、恶意样本）、网络基础设施（IP、域名、电
子邮箱）以及历史战役、攻击目标特征、危害意图等知识，实现对攻击组织的综合画像。

当前大量高级威胁情报存在于非结构化的文本信息中，需要通过情报源配置模板实现情
报源的高扩展性构建，针对性筛选攻击者相关情报，剔除无关数据。结合知识库和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可以实现多类威胁情报的自动化提取，主要包括原始情报采集、情报主题区分和威
胁情报自动化提取。其中，原始情报采集模块需要对非结构化情报数据源的分析，建立通用
采集配置模板，实现高度可扩展性；情报主题区分模块以攻击者为核心，识别区分 APT组织
和恶意代码家族相关的原始情报，过滤情报源中的无关数据；威胁情报自动化提取模块结合
已有攻击技术手段标准知识库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基础和高级威胁情报的自动化提取。

4.2.1.2　应用方案

1. 攻击组织知识图谱本体设计

绿盟科技对于攻击组织涉及的各类安全实体主要参考上述的安全要素规范，实体关系的
设计则主要参考STIX2.0描述语言以及MITRE公司定义的CAPEC、MAEC、CWE、CPE等标准，
构建威胁元语体系，涵盖 4个层次，11个主要实体类型，以及百万级别的知识节点，最终构
建的本体如图 22所示。

图 22　攻击组织本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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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NSA网络武器库中的永恒之蓝漏洞为例。该示例中包括威胁主体：NSA；攻击工具：
Metasploit；攻击模式：永恒之蓝漏洞攻击；脆弱：CVE-2017-0143；防护手段：端口关闭、
流量丢弃；目标：window 7操作系统。在实际业务场景中只要检测该知识体系中的某一威胁
本体，如SMB远程执行代码漏洞（CVE-2017-0143），通过建立的知识图谱语义关系（weakness_

of和 defensed_by）以及实际业务场景下的资产信息（服务器、防火墙、路由器），输出影
响的资产（服务器）以及提出相关处置建议（关闭 445端口、流量丢弃），不仅仅实现态势
信息的获取，并进一步地推理其影响范围和可采取的防御措施，关联关系如图 23所示。

图 23　永恒之蓝漏洞攻击示例

2. 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模板化爬虫的情报采集技术

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模板化爬虫的情报采集技术实现流程如图 24所示。原始情报采
集模块主要通过配置数据源，选择对应的模板输入指定配置项并进行调试，生成爬虫文件，
同时利用多个中间件提升爬虫的爬取性能，从而达到快速且高兼容性地爬取，输出结构化数
据和非结构化的原始报告文档（HTML文件）。由于数据源所采集的数据中可能包含网站 /

自媒体所发布的类似于招聘类信息，产品宣传类信息等，因而需要对于非结构化数据（HTML

文件）进行主题区分处理，且对情报主题进行区分可使后续的情报信息提取更加快速。采取
基于 JIEBA分词的主题分类方法，在对 HTML文件解析提取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自建
词典来进行关联，将采集文本分类为 APT攻击组织相关主题、恶意代码家族相关主题、其它
主题三类。威胁情报自动化提取通过原始报告的输入，利用规范化文本清洗对文本样本中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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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威胁情报进行清洗和回显，结合针对性的正则和命名实体识别技术进行威胁情报提取，
提取的情报类型包括网络地址、域名、链接、漏洞、攻击技术手段、样本哈希等，结合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识别攻击者、软件工具、地理信息、攻击目标等其余信息，最终输出格式化的
威胁情报数据。

图 24　情报采集技术流程

4.2.2　APT 组织画像归因
对 APT组织建模建立知识库，利用知识库进行攻击仿真重复训练，最终的目的还是围

绕归因，检出恶意行为，并解决如何将恶意网络活动与特定组织或个人进行联系的问题。
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增强归因项目进行攻击组织的行为监控和追踪。
增强归因项目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先进行活动的监测和归纳，从海量数据中抽取能够代表确
切事实的元数据；再对元数据进行多源数据融合和模糊性数据的时序关联；最后对数据进行
验证和扩充，以提供可信的攻击者情报。

与此同时，APT组织建模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2017年 Shadow Brokers泄露了NSA（美
国国家安全局）的多个震惊世界的攻击武器工具，世界顶级 APT组织的攻击水平由此可见一
斑。泄露的内容中除了各种0day漏洞利用工具，还有一款类似Metasploit的Exploit攻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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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多个模块进行武器的组装和攻击，说明 APT组织具备高水平的漏洞研究和定制武器开发
能力。未知攻击和定制武器的使用给 APT组织的归因溯源带来挑战。综上所述，针对 APT

组织画像归因存在亟需解决的关键难题。

4.2.2.1　基于上下文感知计算的网络 APT攻击组织追踪

4.2.2.1.1　需求场景

对大部分网络监管单位和企业来说，网络安全运营很大程度上已经变为一个大数据分析
和处理问题。越来越多的单位和组织在进行网络安全防护和管理过程中往往面临需要实时分
析海量来自于各种安全设备的告警数据，这些告警数据往往具有海量、多源和异构的特点。
如何从海量多模态的告警数据中快速发现高危安全事件特别是 APT攻击组织相关的事件是目
前监管单位和企业的一个重要课题。 

4.2.2.1.2　应用方案

为了有效解决海量多模态数据场景下攻击组织相关的高危安全事件的快速发现问题，构
建基于攻击组织本体的上下文感知计算总体的框架，如图 25所示。首先需要定义以攻击组
织为核心的本体结构，基于该本体结构设计上下文的采集模块和上下文推理模块，通过上下
文采集和上下文推理模块将非实时的多源异构威胁情报和实时的沙箱样本信息进行采集，并
进行语义的过滤、融合及推理后存储至基于攻击组织本体构建的攻击组织知识库中，其中，
上下文采集模块的主要功能是从异构、复杂多样的信息源中获取上下文信息，一方面包括非
实时的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网页，结构化的 SITX格式的开源威胁情报信息，公开性质的
博客论坛以及本地积累的攻击组织的威胁情报信息等；另一方面也包括网络威胁检测设备和
恶意样本沙箱等实时的结构化的日志告警信息。

图 25　基于上下文感知计算的攻击组织追踪方法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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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攻击组织本体结构定义范式化安全事件的模板，在大数据流式计算框架下实现流式
处理引擎将海量多模态数据进行解析，理解成为复合安全事件模板的范式化安全事件。基于
攻击组织本体结构，从威胁主体、攻击模式和目标客体定义范式化安全事件的威胁特征维度，
结合大数据流式计算框架，针对海量多模态告警数据进行事件范式化理解。攻击者进行实际
的入侵活动时往往不会只利用一种攻击手段，而是在更广的时间域内利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
攻击方法进行攻击，以达成攻击目标。因此，在进行攻击行为的监测和追踪时，需要将更大
时间范围内的事件进行关联，从而获得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攻击行为场景。利用攻击组织知识
库进行事件威胁上下文语义的富化、攻击链关联和攻击组织特征关联计算，最终发现攻击组
织相关的高危事件。

4.2.2.2　基于特征图聚类的未知攻击组织发现

4.2.2.2.1　需求场景

目前单纯依靠人工研判或者依赖安全专家基于离线的数据进行特征模型构建和分析已经
很难有效满足大部分单位和组织对 APT组织安全事件实时分析的要求。业界进行包括 APT

组织在内的攻击团伙的追踪和发现的方法主要包括直接基于网络流量进行特征建模和基于样
本代码特征进行建模来进行攻击团伙发现。但是由于原始流量数据量级往往过于巨大，其中
的噪声特征往往占据非常大的比例，直接基于原始流量构建的特征模型的鲁棒性往往不太好，
并且这一类方法通常需要耗费较多的人工分析成本，某些情况下只能基于离线保存的历史数
据进行分析，无法满足实时分析和追踪的需求。在实际的网络环境当中绝大多数的告警都是
由少数攻击团伙发起攻击时触发的，因此如何从海量、多源、异构的告警中实时、快速和有
效地发现 APT攻击团伙成为日常安全运维和管理中非常具有意义的工作。

4.2.2.2.2　应用方案

基于特征图聚类的未知攻击组织发现方法主要包括：

1. 基于攻击范式化模型的海量异构告警的范式化理解模块；

2. 结合攻击链和攻击源模型的事件特征关联模块；

3. 攻击源特征图模型的构建及聚类模块。

整体系统框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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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整体系统架构图

基于实时生成的包含多条攻击链的攻击源数据，以攻击源 IP为核心，抽取其中的特征生
成特征点，并连接特征点和核心点。抽取的特征包括攻击源数据中所有相关的特征，也包括
通过威胁情报关联补充的部分信息，特征点与核心点之间的连接边为带权边，特征定义及说
明如下表所示。

表 1　特征点定义

特征点 说明
攻击源 IP 核心点

攻击模式 根据采用的攻击模式频率分别赋予不同权重，频率越高权重越大

攻击源活跃时间 攻击源发起攻击的时间段，单位精确到小时，根据频率分别赋予不同权重，频率越高权重越大

攻击目标 IP 攻击源攻击过的目标 IP

攻击目标端口 根据频率分别赋予不同权重，频率越高权重越大

攻击源地理信息 国家、省 /州、城市

协议 相关协议信息

服务类型 相关的服务信息

样本动作 攻击源相关的恶意样本动作

样本动作相关参数 动作相关参数特征点连接到样本动作特征点上

上述构建的攻击特征图是带权无向图。基于此带权无向图，利用符合要求图社群聚类算
法针对特征图进行社群聚类，最终生成多个社群聚簇。每一个社群聚簇可以认为是同一攻击
团伙。在实际进行特征图聚类的过程中，由于大部分图聚类算法都是基于全局模块度最优化
进行聚类，因此往往会生成一些社群特征不是特别明显的大社群，这些大社群内部实际上还
可以进一步进行划分成为更小的社群。因此还需要针对较大社群进行进一步拆分和再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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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 27所示。特征图聚类完成之后，划分完成的每一个聚簇均可看成一个待研判的团伙。
此时可根据团伙归并规则进行团伙的归并，归并包括新生成团伙的归并，也包括新生成团伙
和历史上生成团伙的归并。此外，还可通过人工按照相关业务需求添加团伙标签。

针对特征图所有节
点进行聚类

开始 生成社群聚簇
是否有节点数超过最大

节点数阈值
结束否

遍历所有超过阈值
的社群

是否已经遍历所有超过
阈值的社群

是

是

对下一个社群进行
内部社群聚类

聚类完成后模块度是否
低于设定阈值

将该社群按照聚类
结果进行拆分

否否

是

图 27　特征图聚类流程

4.2.3　应用展望
随着安全厂商攻击检测能力的提升，APT组织相应地采取更复杂的规避检测方法。最

为常见的手段为查看进程或特定文件路径进行反病毒软件的检测，通过注册修改禁用如
Windows Defender等安全检测。其次利用各类算法对 shellcode进行加解密，特别是越来越
多 APT组织利用隐写术将密钥甚至脚本保存在位图文件中，并通过合法的云服务托管，导致
检出难度大增。还有各种不好归类的技巧如：无文件、白利用、利用 .vhdx加载载荷、ADS

数据流隐藏后门等，加大了 APT组织攻击行为的隐蔽性。

传统威胁情报的生成依赖事件驱动的专家分析方法，依赖专家经验，耗时耗力，且情报
时效性差。此外，威胁情报要素的准确提取关系着网络空间防御的时效性、有效性，决定了
网络空间已发生威胁、事件的分析、响应周期。为了更好更精准地对不同 APT组织进行刻画，
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套统一的语言来描述不同 APT组织的行为和特征，随之构建关于 APT

组织的知识库，以及对知识库的扩充和使用，包括知识库内部的持续更新，利用知识库进行
攻击仿真、对已知攻击组织的追踪和对未知攻击团伙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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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企业智能安全运营
网络环境本身可以与图数据结构结合，因此将知识图谱技术引入到企业安全运营中具备

可行性。知识图谱本质上是一种叫做语义网络的知识库。安全运营知识图谱是以安全运营领
域知识图谱为核心，面向网络环境数据、威胁行为数据、威胁情报数据、安全运营知识库等，
构建本体化、标准化、全局化的知识结构。目前图结构以及图分析算法的研究发展迅速，图
结构及图算法也已经被应用到网络安全场景中。国内方面，已有许多产品和研究关注安全数
据的图分析方法。例如，研究人员 [39]结合知识图谱设计了多个本体对整个网络威胁进行建模
分析，并兼容MITRE的 CAPEC、MAEC 和 ATT&CK 等模型的接入与使用，能够从多种威胁
情报中提取关键信息并作为知识对知识图谱进行扩展。

接下来分别从攻击画像、攻击路径调查以及响应缓解策略推荐三个方面进行详细介绍。

4.3.1　攻击画像及威胁评估
4.3.1.1　需求场景

攻击画像及风险评估是针对复杂的企业环境，利用采集到的日志或是设备告警构建相关
的威胁图谱，以属性图的形式来刻画攻击和攻击源。然后利用图的相关方法对攻击源和攻击
行为进行风险与威胁评估。

企业为了应对网络威胁，通常会部署多个检测设备（如网络入侵检测设备 IDS/IPS、全流
量检测和网络应用防护系统WAF等）。由于检测设备规则的敏感性，导致企业安全运营人
员每天要面对海量的告警，海量告警的筛选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安全行业。企业安全设备
产生的告警远远超出了安全运营人员的排查能力。而在这些告警中，真正有威胁的（即代表
系统真正被黑客攻击的）攻击源和攻击行为所占的比例却非常小。

在网络空间战场中，大部分攻击事件并不是孤立产生的，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如
冗余关系和因果关系等。当前的攻击检测设备缺少对这种关联的分析能力，从而导致高误报
问题。检测设备产生的告警日志通常是低级的、孤立的，安全运营人员需要丰富的安全知识
和经验才能针对告警做出相关研判，这进一步增加了企业安全运营的挑战。

因此，在安全大数据涌现与高级威胁对抗的大背景下，将安全知识图谱应用到企业智能
安全运营中，对提升安全运营的自动化水平，减少对人力投入与专家经验的依赖，降低威胁
分析与响应的周期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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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应用方案

图 28　基于安全知识图谱的企业威胁风险评估技术

在企业环境中，安全设备每日产生海量的告警，给安全运营人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此，
针对企业环境存在的问题，通过构建安全属性图模型来从不同维度对攻击源的威胁度进行评
估。

威胁建模选择属性图对整个环境进行建模。这里以 IP地址、端口、网段、告警、文件、
日志等实体为图模型的节点。边是表示节点之间的关系，关系通常分为显式关系与隐式关系。
显式关系是通过日志数据直接可以得到的关系，而隐式关系是通过数据挖掘方法得到的节点
之间暗含的关联关系。

企业环境中，安全运营人员通常是基于告警信息识别攻击者与攻击行为。针对单一的告
警信息，安全运营人员很难做到预判，这就需要一种有效的关联告警上下文的评估方法来辅
助安全运营人员进行企业日常运维。为了挖掘告警之间的因果依赖关系，需要构建告警因果
关联图，并利用图表示学习方法 DeepWalk学习告警的向量表示。详细过程如图 29所示。

图 29　告警关联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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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属性知识图谱模型，可以参考深度图神经网络的一些方法，如图自编码器 [40]等来实
现威胁评估。

4.3.2　攻击路径调查
攻击路径调查是指在网络攻击事件发生时，找到攻击路径以及相关的攻击过程。尤其是

当前攻击技术不断往多步复杂的方向发展，溯源变的越来越困难，攻击事件调查成为企业安
全运营的关键。

4.3.2.1　需求场景

在网络空间中，作为防御者需要“知彼”，就是回答在网络攻防对抗中谁攻击了我，攻
击点在哪以及相关攻击路径，这便是攻击事件调查 [2]。攻击源威胁评估是从海量的数据中找
到真正的攻击者，回答的是谁攻击了我的问题。除此之外，还需要找到相关的攻击路径实现
攻击事件的完整调查。通过攻击事件调查技术可以确定攻击源或攻击的中间介质，以及其相
应的攻击路径，以此制定更有针对性的防护与反制策略，实现主动防御。可见攻击事件调查
是网络空间防御体系从被动防御到主动防御转换的重要步骤。

随着网络攻击入侵的手段不断进步，现有的网络攻击不再局限于单步攻击，通过单步攻
击引发网络安全设备产生的告警往往无法代表攻击者的攻击目的，仅代表复杂的多步攻击的
一个步骤。复杂的多步攻击是攻击者实施多步的攻击行为来达到最终的攻击目的，通常需要
关联每一步的攻击行为才能发现其攻击意图。目前遇到真实的网络攻击时通常需要有经验的
安全专家来分析多家安全厂商的产品提供的告警等信息，并结合其自身的专家知识去调查取
证分析，进而得到攻击者完整的攻击路径，从而在攻击路径的每一环节上进行应急处置。因此，
智能的攻击路径调查是网络空间防御体系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

4.3.2.2　应用方案

攻击路径调查大多建立在对溯源图的分析处理上，传统的方法从系统层面进行数据挖掘，
构建进程、文件与文件名之间的因果依赖关系 [41]，不考虑应用层的语义。然而对于攻击路径
调查，应用程序日志能提供大量与攻击相关联的信息，研究人员 [42]将系统上与攻击取证相关
的事件统一到整体的日志中，以此提高攻击调查能力。例如，Omegalog[43]利用应用程序事
件序列识别事件处理的环路，解决依赖关系爆炸问题，同时，集成应用程序的日志也可以缓
解数据孤立问题。此外，一个完整的攻击过程通常横跨多个主机，需要关联网络侧日志与终
端侧日志，进而调查得到完整的攻击路径，其中，网络侧与终端侧关联溯源是此类研究的难点。
zeek-osquery[44]平台基于网络侧与终端侧数据细粒度的因果挖掘进行实时的入侵检测，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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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收集、处理、关联主机和网络数据，例如，将网络流归因于进程和用户。

目前，攻击者入侵手段已经从单步定点攻击转向高级、隐蔽并长期潜伏的趋势发展。如
何将多步攻击中的每一步都关联起来依旧是攻击路径调查的难点，引入安全知识图谱技术是
实现智能化地攻击路径调查的利器。其中，安全知识图谱与日志之间的语义鸿沟问题是制约
安全知识图谱应用到攻击路径调查的关键，主要原因是安全知识图谱是描述安全事件相关的
抽象知识，而日志信息记录的是网络流量和系统行为等，其不仅包含攻击事件相关的信息，
同时也包含系统正常运行的相关信息，只有通过对相关知识补充才可以解决这种语义鸿沟的
问题，实现安全知识图谱与日志的语义关联，使知识图谱与底层日志数据处于同一层次的语
义空间，再通过图分析方法实现攻击路径调查。如图 30所示，攻击者利用系统文件上传漏
洞上传Webshell文件 chopper.php，并利用该文件进行终端操作。从系统日志可以得到进
程 httpd.exe写文件和操作命令行的相关信息。安全专家人工研判时会考虑 httpd.exe进程是
Apache中间件的系统进程，Webshell攻击是利用Web中间件实现的，以此实现 ATT&CK中
Webshell攻击技术到 httpd.exe进程的关联。因此，引入安全知识图谱技术是实现智能化地
攻击路径调查的必经之路。针对海量知识质量以及扩展性的问题，未来的研究方向预计会针
对复杂网络环境中能导致攻击成功的多种因素进行融合，构建统一的基于知识图谱的模型，
通过对动态图模型的上下文分析，发现并还原攻击者的攻击路径，进而打破现有攻击路径调
查过程极度依赖安全专家的瓶颈。

Apache

chopper家族

chopper.php

Web中间件

ATT&CK
Webshell

CAPEC
Webshell

httpd.exe

cmd.exe

write

WEB编程语言

ASP

PHP

图 30　Webshell 攻击场景的通用知识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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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响应缓解策略推荐
智能安全策略推荐是一种通过集成多个系统和平台来调整不同的安全工具和技术的方法，

以简化安全流程，增强安全自动化以及加速事件响应。它有助于将复杂的事件响应过程和任
务转换为一致的、可重复的、可度量的和有效的工作流。与人工协作相结合，安全编排将人员、
流程和技术集合在一起，以提高安全操作团队的整体效率。

4.3.3.1　需求场景

网络安全已经逐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其重要性已逐渐凸显。就目前的网络防御手
段而言，大体逃不过两种方式，一是在软件开发阶段引入各种规范，加强系统的安全性，减
少攻击面，二是通过纵深防御的方式在网络的各个层面加强安全性，如：加密、访问控制、
防火墙、入侵检测等等。然而这种静态的防御方式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复杂的网络环境。一方
面人工防护手段如软件测试、渗透测试、补丁部署、安全事件分析等等，这些手段的时效性
较低，跟不上攻击者的攻击速度，另一方面企业庞杂的网络环境和设备产生的海量数据，人
力已无法详尽分析，做出的决策往往有局限性。因此现代企业需要更高级的防护手段。为了
解决上述防护手段的时效性和人力的局限性问题，我们提出安全智能决策的概念，期望自动
化实现事件响应的流程，提高时效性，并使用大数据分析的手段对当前网络进行建模分析，
做出更加合理的决策。

安全智能决策的目标为根据当前的网络环境以及历史经验，在一定时间内，实现对当前
事件的响应。

4.3.3.2　应用方案

图 31　应急响应智能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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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智能决策包含事件响应的操作具体有：

1.  攻击理解，判断攻击正在进行还是网络已经被攻陷，如果是正在进行，则需要进行攻
击缓解，如果网络已经被攻陷，如：攻击者正在进行隐私数据回传，那么在切断通信的同时，
还需要进行攻击事件调查，找出被感染的机器，修补漏洞，清除木马；

2. 执行策略，根据攻击理解的结果，结合当前网络环境、防御成本等因素，确定最终要
执行的动作。 

更进一步，由于事件响应对于告警的处理是不完善的，事件响应中获得的经验一般是固
定成防护设备的规则，但是当这样的经验逐步累加之后，攻击模式便可以构建了，如MITRE

公司提出的 ATT&CK模型，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提出的 Kill-Chain模型等，并且借助深度学
习强大的预测能力，针对一些攻击，我们可以预测攻击者下一步的攻击方式和攻击目标，从
而进行主动防御，我们将之称为攻击预测。攻击预测和攻击事件调查统称为攻击推理，其中
攻击事件调查为前向推理，攻击预测为后向推理。       

安全智能决策模块首先对待处理的告警或事件进行攻击理解，借助已有的知识库了解当
前攻击的阶段、严重程度等等，借助原始日志和全流量等数据进行攻击事件调查，得到更多
被感染的机器，并且利用提前建立的预测模型，预测下一次攻击事件的类型和严重程度，通
过攻击理解模块，可以获取对当前攻击事件的完整刻画，包括当前事件、由当前事件引起的
其他事件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即得到战略层面的信息；

行动决策模块接收攻击理解模块对当前攻击的攻击刻画，结合当前环境信息、决策目标、
决策知识库做出防护策略，如：对 IP192.168.0.1进行封堵，及战术层面的决策；动作执行模
块则需要根据实际的机器、网络等给出具体可行的操作，如，IP为 192.168.0.2的 IPS机器
对 192.168.0.1的 DNS报文进行封堵。

最后具体的行动由 SOAR来完成，完成相应的动作后，需要利用一定手段对动作的有效
性进行评估，评估的结果会影响智能决策模块作出下一步的决策行动。另外整个决策模块全
程需要各种类型的攻击知识库做支持，如：ATT&CK模型，Kill-Chain模型，CVE漏洞库等等。

4.3.4　应用展望
当前知识图谱在企业安全运营中面临如下难题，还有待后续解决。 

 ● 缺少高质量的黑样本数据：在真实的企业环境中有效的黑样本获取是难点。高质量攻
击样本数据的获取严重依赖于企业检测设备。同时，在真实环境中能碰到的有效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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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稀少，无法为机器学习提供大量的样本数据来学习攻击相关的特征，因此攻击画像
严重依赖于安全专家人工提取。

 ● 无监督学习的局限性：当前企业威胁评估方法大部分是基于异常检测思路，而“异常”
并不等于“攻击”。

 ● 威胁评估结果的可解释性：利用深度图表示学习方法可以有效学习到攻击行为、攻击
源和被攻击者之间的潜在关系，但是深度图表示学习方法是一个黑盒模型，缺少可解
释性，最终的攻击事件研判依然需要安全运营人员人工进行。

 ● 响应能力滞后性：从原理上讲，不论是传统的 IPS，还是现代的下一代杀软、邮件网
关等等，这些固化、硬编码的响应方案不可避免会“漏报”，究其根本，实际上传统
方案无法理解“上下文”，即无法动态理解每个用户、每个设备、每个部门的正常模式。

 ● 安全设备缺乏对内网环境的可见性：可见性分由多个方面组成，如：资产的可见性、
漏洞的可见性、网络拓扑的可见性等等，现代企业的 SOC一般被动地收集大量信息，
但是缺乏对这些信息的进一步认知。攻击行为影响因素缺乏认知和量化，因此自动化
响应往往也成为空中楼阁。

 ● 误报的控制：基于大量误报的自动化工具对于安全运营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虽然有
一些模型会把告警的置信度进行评估，只对高置信度的告警进行处置，但是置信度如
何计算，计算结果是否可靠等问题依然很具挑战性。

 ● 动作采取的实时性：动作采取的延迟越大，内部网络所遭受的风险越大，具有关研究
表明 [5]，对于一个熟练的攻击者，响应延迟为 10小时，入侵的成功率为 80%，20小时，
成功率为 95%，30小时，攻击者几乎没有失败过，而目前业界在使用的 SOAR，绝
大多数场景还是在攻击成功，损失造成之后再进行响应，其动作的实时性还是有待提升。

尽管知识图谱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图模型已经在安全领域多个场景得到应用并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安全知识图谱在原有的图模型中融入了更多的知识，为检测、分析与响应提供
了更多的语义信息。可以大大降低安全运营人员的知识门槛。当前安全运营已在知识图谱的
助力下从感知阶段向认知阶段发展。

4.4　网络空间测绘
网络空间上的资产种类层出不穷，涉及的范围很广，从各种硬件设备，网络设备、安全设备、

工控设备等，再到各种软件，操作系统、门户网站、应用程序等互联网上暴露的资产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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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攻击者的首选，只有摸清这些资产的基本信息和当前状态，才能有针对性实施网络防护。
因此面向网络空间测绘的研究愈发重要。网络空间测绘面向网络空间资产进行分析和梳理，
考虑不同类别、环境等因素，发现网络空间威胁，提前制定预防策略，并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以便在安全防护上做到“量体裁衣。首先，对网络基础设施、云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物联
网等测绘，获得网络资产多维信息库。然后，针对网络空间测绘领域构建领域安全本体模型，
实现面向网络空间测绘领域知识图谱的语义搜索、查询，智能问答和知识推理等任务，将资产、
漏洞、安全机制、攻击模式等信息进行关联分析和数据融合汇聚，充分掌握网络空间资产及
其状况。目前，安全知识图谱在网络空间测绘中的应用主要包括网络空间资产风险分析和团
伙关系分析等。

4.4.1　网络空间资产风险分析
4.4.1.1　需求场景

网络空间安全防护不仅仅是构建更厚的防火墙，对资产、资产脆弱性、用户信息、IT架
构信息的掌控程度，往往决定了网络空间防御能力的上限。目前资产管理方案远未像理想中
那么成熟，特别是在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资产数量剧增，类型
更加丰富，脆弱性暴露的形势也更加严峻。“知己”比“知彼”显得更加关键，无论是暴露
在公网的资产还是边界内未纳入管理的“黑资产”，都将大幅增加网络空间安全防护风险。

网络空间资产风险分析主要是对资产的风险态势进行评估，通过主动指纹探测、被动的
信息采集、收集，分析已知资产现状和发现未知资产，评估易被攻陷的高危主机、存在恶意
行为的主机、重点关注的 IP/域名、域名备案情况等，整合成为网络空间资产、身份、数据
等各类实体及其特征信息，以此输入到安全知识图谱中，进而形成网络空间资产的整体画像
和实体局部画像，支持网络空间资产风险的全面、深度分析。

4.4.1.2　应用方案

基于知识图谱的网络空间资产风险分析需要考虑网络空间内的各类实体和实体的属性（基
本信息、脆弱性、合规信息等），以及实体之间的关联关系。资产数据图的构建，需要资产管理、
脆弱性管理、风险评估等工具和服务的支撑，也需要类似企业组织信息、IT系统架构信息、
人力资源信息等业务数据来支持环境实体的丰富和关系建立。Cauldron[45]利用网络安全属性
构建网络捕获组件，通过漏洞数据库获得受影响的软件和硬件，融合漏洞扫描工具和防火墙
数据等，以此分析易受到攻击主机服务的网络连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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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Cauldron 拓扑脆弱性分析

基于知识图谱的网络空间资产风险分析需要实时监控和分析资产风险的变化，分析的关
键是保证实体实例的覆盖率以及准确的动态画像，其中，已知类型实体的召回，在于通过特
征指纹匹配与行为模式匹配，快速召回收录在册的实体类型实例；未知类型实体的分类，需
要通过无监督或半监督的特征与行为聚类、信息流或结构性关联分析、统计频繁项挖掘等方
法，识别未知实体数据中的模式信息，寻求与已知类型实体的相似性与关联性。因此，对资产、
威胁情报、关系、漏洞、知识库、安全行为事件等进行本体建模，通过关联匹配实现数据的
融合，形成更加完整的基于资产的安全知识图谱，为后续下游任务奠定基础，进而以应对千
变万化的网络空间的问题。

4.4.2　团伙关系分析
4.4.2.1　需求场景

互联网的发展和各种社交平台的出现将人类在真实物理环境中的社交活动带入网络虚拟
世界。在网络空间中，用户往往倾向于使用昵称或者虚拟身份开展各种活动，这就导致难以
识别其真实身份。犯罪分子正是利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以伪造的身份实施犯罪，给社会带
来了严重危害。利益驱动下的攻击组织、团伙控制相对稳定的攻击资源，形成对指定目标的
精细化打击。因此，利用知识图谱关联分析的技术对海量的大数据进行挖掘，通过人工智能
算法实现对网络空间数据隐含关系的挖掘，及时有效分析团伙行为，实现定位、识别攻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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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团伙，将对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4.4.2.2　应用方案

团伙行为发现是网络空间测绘领域中知识图谱应用的一个典型场景。攻击团伙往往已经
形成了一个密切协作的网络，严重威胁网络空间安全。攻击团伙发现的关键是基于网络空间
数据生成关联图与图上社区发现。社区发现的常用技术包括基于模块度优化的方法、基于谱
分析的方法、基于信息论的方法、基于标签传播的方法及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等等。数据驱
动的攻击团伙发现是一种情报或行为数据增强技术，基于动态情报数据的结构关联性、特征
关联，召回疑似团伙、组织，并刻画其行为模式，有助于完善攻击事件的证据链，提升情报
置信度 [46]。目前，团伙关系分析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传统图挖掘方法很难有效地从图模型中
提取全局特征，从而忽略潜在的关联关系。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快速处理亿级数据的嵌入方法不断被提出。图嵌入技术
是连接知识图谱和深度学习的桥梁，因此需要利用有效的图嵌入技术 [47, 48]来提升团伙分析的
性能。图嵌入技术能从整个图模型的全局视角来进行分析，尤其是在团伙局部关联中无法发
现的潜在异常，可以通过图嵌入技术提供一个全局视角来更清晰地洞察不同实体的潜在关联。
如下图所示，通过构建认证和访问事件行为数据图，在关联图上使用 Louvain社区发现算法
识别图结构层次的用户、服务设备等实体的网络社区 [49]。进而，识别定位关键的跨团伙社区
的访问路径，来辅助动态策略部署。

图 33　认证和访问行为社区发现 [49]

4.4.3　应用展望
为应对无孔不入的威胁，需要发现网络安全防护的关键实体、关键关系，在威胁事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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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前后，对威胁的潜在影响范围、影响深度进行全面的评估，保证攻击面的准确识别。网络
空间测绘领域中的数据种类多且数据变化快，导致测绘识别成本极高，从而给网络空间安全治
理带来极大的挑战。基于安全知识图谱进行网络空间测绘，需要分析是否存在易被攻陷的高危
主机，域名是否无法正常访问，仿冒的恶意网站，泄露到多种文库的各类敏感信息等，此外，
需要结合动态行为与资产环境，融合终端、网络、脆弱性、威胁情报等多源历史日志，回溯、
精炼、重构攻击者的行为数据，进行聚合画像和多维度评估。全面了解庞大复杂的信息资产在
互联网上的暴露情况，敏感数据泄露情况，资产的备案信息，威胁情报情况，常见端口或服务
的变化等。实时追踪攻击过程和攻击结果，提前预知可能存在的风险，采取相关的防护措施。

4.5　软件供应链安全
4.5.1　需求场景
软件供应链 [50]是指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下游采购使用了上游提供的软件、信息或服务，

生产出的中间产物继续被下游使用生产，而将软件一环一环呈现给最终使用者的一种形式。

相比传统软件安全，软件供应链面临的安全风险不断加大，遭受破坏而引发的网络安全
事件数量逐步上升。第一，软件供应链攻击面从软件产品本身的漏洞扩大为上游供应商的软
件、组件和服务的漏洞，任何一个上游阶段的漏洞都会影响下游所有软件，这就导致软件供
应链的受攻击面不断扩大。第二，攻击面的扩大显著降低了攻击者攻击的难度，一旦对软件
供应链中的任意环节进行攻击或篡改，都将会引起安全风险的连锁反应，产生巨大的安全危
害。最后，软件供应链开源化趋势增加，导致影响软件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都不可避免受到开
源环境的影响。

为了有效保障软件供应链的安全，关键需求如下：

 ● 需要全面梳理软件供应链中涉及到的供应商、软件、信息、工具、服务、上下游交付
环节，保证供应链流程不会存在遗漏。

 ● 需要识别哪些代码、工具存在安全风险，重点是明确哪些组件引用了哪些高危组件，
又有哪些系统引用了这些组件。

 ● 上游的漏洞如被引入当前环节，需追踪当前环节的产出会被哪些下游所使用，跟踪信
息流，确保问题发生时的影响范围是可知、可控和可追溯的。

 ● 针对安全风险需要决策方案，通过替换、升级、修复进行解决，或者通过防护、封堵
等方式进行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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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应用方案
为了满足上述供应链安全的关键需求，利用安全知识图谱中的关系，可以表示为软件供

应链中的“引用”关系。基于知识图谱相关的图分析方法，识别软件供应链中的高风险点和
影响范围，给出相应的措施进行缓解，从而有效解决软件供应链安全的问题。安全知识图谱
在软件供应链安全中的应用方案 [51]包括软件供应链知识图谱构建、风险识别、高风险推荐、
影响范围分析和缓解措施决策等关键步骤。

1. 软件供应链知识图谱构建

从调查文件创建包含位置的软件供应链安全知识图谱，如图 34所示不同软件对象和对象
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地理位置的风险、关于开源社区的风险、关于供应商可信能力的风险等，
可见其中有很多节点和过程都存在安全风险并容易遭受攻击。

图 34　软件供应链知识图谱示例

2. 风险识别

结合软件供应链安全知识图谱，采用不一致性进行判断。也就是通过设定规则，找出在
知识图谱中本应相同却不同、本应不同却相同的对象。如图 35所示，开源组件 A和 B，本
应是两个不同的开源组件，但若发现他们的md5相同，则可能存在冒用的风险。而若开源组
件 A，存在两个不同的md5，则有可能是其他的恶意软件进行了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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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开源组件风险识别

3. 高风险软件推荐

软件供应链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即引用关系链特别长。那么一旦某个节点被爆出存在
安全隐患，可根据知识图谱快速梳理出受影响的对象。如图 36示例，用户 A安装了 APP-I，
而 APP-I引用了开源组件 A和开源组件 B。若开源组件 A存在安全漏洞，则会影响用户 A。
而知识图谱的边，正好可以体现出这种引用关系，适合于软件供应链安全中的多级依赖场景。
通过深度搜索，提取特征，可作为风险模型的输入。

图 36　高风险软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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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模式可以识别高风险的开源软件节点，对节点被引用数或更新周期等计算对应节
点的风险值。图 36所示开源组件 B，被多个 APP所引用，那么一旦开源组件 B存在安全漏洞，
受影响的范围将会很大，所以开源组件 B是高风险节点。对于开源社区的组件，其更新及时
则质量较高，维护不及时的社区则安全风险高。

4. 影响范围分析

基于图谱中所有存储历史信息对潜在的威胁进行建模，包括开发工具污染、预留后门、
源代码污染、捆绑下载、升级劫持等 [52]。对于可识别威胁，通过图谱直接进行影响范围分析。
如图 37所示，office2007、2013和 2016都有 CVE-2017-111882漏洞，被 Sidwinder组织
在某次 APT攻击战役中使用。通过组件的引用关系，就可以识别受到影响的终端。

图 37　CVE 漏洞利用影响范围分析

5. 缓解措施决策

将攻击和风险可以结合起来，形成 <风险值，影响 >对，形成该软件供应链安全知识图
谱的风险图。有了风险图，就可以制定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来缓解针对软件供应链的攻击了。
在实际操作时，可以对缓解措施进行约束，以便只执行那些在约束范围内的缓解措施，任何
不满足约束的缓解措施不会被预先提出来考虑。



063

执行摘要

4.5.3　应用展望
知识图谱能够很好表现出软件供应链安全中的依赖和使用关系，但在当前的应用与研究

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挑战。

 ● 知识图谱的构建：软件供应链的对象，包括供应商、组件、代码、工具、社区、应
用开发平台等，都是会造成软件供应链安全风险的关键节点。而把这些关键节点收
集全面和定位准确，是目前面临的一项技术挑战。虽然已有一些通用技术，如调研、
可信认证、源码分析、二进制分析、组件库等等，但想要全面绘制出知识图谱，还
是会有遗漏。

 ● 未知威胁的识别：针对软件供应链安全的攻击手法，是层出不穷的。通过知识图谱能
够绘制出的攻击路径或关联关系，只是已知的关联关系，而面对未知的攻击手法，则
无法识别和防止。在知识图谱中对未知威胁识别和推理分析还有待研究。

4.6　两安融合的工业系统防护
4.6.1　需求场景
随着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逐渐成熟，智能制造、工业 4.0、工业云以及物联网等新兴

观念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结合下，现代工业控制系统正在逐步从传统
的单机、封闭模式向互联、开放和智能化模式进行转变。工业领域的这种变革在提升生产效
率的同时，也伴随着更多信息接口的开放，工业控制过程能够被连接到内部 IT网络和外部互
联网，IT技术能够渗透到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 IT环境和 OT环境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
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工控网络环境下，以“震网”（Stuxnet）事件为代表，攻击者能够利用信
息与物理系统的耦合关系，针对特定的业务流程和安全预案，制定相应的攻击策略，破坏系
统的正常运行。传统的工控安全防护体系单一地从信息安全或者功能安全的角度进行设计，
难以全面描述、检测和防御这类新型攻击。

工业控制系统具备典型的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的特点，未
来安全防护的趋势是将功能安全与信息安全相结合，以业务系统功能安全（Safety）的可用
性为目标和约束，再考虑信息安全（Security），通过对两类安全防护能力的优化设计，消除
冲突，实现工业系统的两安融合，降低信息物理融合带来的信息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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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508

安全仪表系统SIS

紧急停车系统 ESD

火灾及可燃气体报警系统FGS

……

功能安全防护

IEC 
62443

入侵检测系统IDS

工业防火墙FW

监测与审计系统

……

信息安全防护

� 安全分离
� 防护体系分离
� 告警信息分离
� 应对措施分离

两安融合

FGS
ESD

SIS

FW
IDS

IPS

� 安全融合
� 安全知识融合
� 安全数据融合
� 安全策略融合

图 38　工业系统两安融合

目前基于两安融合的工业系统安全防护面临以下挑战：

 ● 信息孤岛：工业环境下，信息安全和功能安全分别针对不同的系统风险来源，各自建
立了基于 IEC 62443和 IEC 61508的安全防护体系，两者并未形成有效的知识联系，
并没有打破“信息孤岛”的状态，难以全面分析工业系统在攻击过程中受到的影响。

 ● 数据浪费：在工业控制系统的信息层和物理层，各类安全系统每天产生海量的监测
数据，这些数据来源分散、语义多样、格式异构、相互关联，而攻击者的操作行为
隐藏在其中，目前还缺乏对攻击事件关联数据的挖掘和展现，不利于采取正确合理的
安全策略。

 ● 效率低下：在工业现场生产设备日趋复杂的场景中，传统依赖安全专家对安全问题进
行人工分析的方法时间长且难度大。将深度学习和知识建模引入到该领域，通过计算
机模拟相关领域专家对系统进行安全分析，实现对系统安全风险的快速推理和定位。

4.6.2　应用方案
随着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发展，工业安全防护在面对数据多样、复杂、孤岛化，且

单一数据价值不高现状的同时，还存在着关系搜索、异常分析和风险预测等需求。知识图谱是
人工智能的一项重要分支技术，非常适合分析从非结构化资源中提取的数据，包括隐式地提供
结构和内容的元数据，常被用于描述客观世界中，各种实体或者概念之间的关系。安全知识图
谱推进了异构数据结构化的过程，让各类安全数据建立联接关系，为各种安全算法的介入提供
了一个核心支撑，以此形成安全领域知识提取、融合、分析、推断、决策等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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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软件库安全漏洞库威胁模型系统安全模型攻击案例

知识图谱推理配置知识图谱推理规则库

知识图谱推理引擎

安全知识图谱

安全数据结构化

决策制定 风险预判 事故分析 攻击识别

工业安全防护系统
SIS ESD FGS IDSIPSFW

防护日志
监测反馈

……

执行结果

功能安全防护 信息安全防护
… …

图 39　安全知识图谱在工业系统两安融合防护的应用

基于两安融合的工业系统防护的场景下，安全知识图谱（如图 39）运用大数据分析和图
挖掘技术，对现代工业控制系统中信息层和物理层的耦合关系进行深度解析，实现“决策制
定、风险预判、事故分析、攻击识别”等能力的智能化辅助和自动化处理，达到“全面防护，
智能分析，自动响应”等智慧安全理念的防护效果。

Safety防护策略

…

Security防护策略

…

系统安全风险

…

功能安全知识 安全知识图谱 信息安全知识

信息空间告警

…

物理空间告警

…

O
P

C
 U

A

ID
S

…

策略层

风险层

分析层

告警层

感知层

图 40　安全风险预判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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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0所示基于安全知识图谱的安全风险预判解决方案，按照流程将安全防护问题划分
为 5个层面：感知层、告警层、分析层、风险层和策略层。

1）感知层：通过 IT和 OT环境中的大量监测设备采集运行时数据，作为后续系统安全分
析环节的基础；

2）告警层：分别经过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各自的数据预处理技术，高效、可靠地提取出
有效的安全告警信息；

3）分析层：在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各自领域的知识模型基础上，分析攻击对物理空间和
信息空间的影响，构建统一的安全知识图谱；

4）风险层：通过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融合的知识图谱，从安全告警信息中识别潜在的安
全风险，评估系统安全风险对系统业务的影响，根据系统具体业务给出响应处理的优先级；

5）策略层：为应对特定系统安全风险，从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策略池中选择适当策略手
段进行组合，给予正确合理的安全防护。

基于知识图谱的工业系统安全风险预判通过构建主要风险要素（包括拓扑结构、漏洞状况、
运行数据等）的关系图谱，全方位了解系统安全风险状况，并利用信息层和物理层的监测告
警数据。如图41所示，基于知识图谱挖掘潜在安全风险，对潜在风险进行规则判定、图谱验证、
风险判定等识别过程，进而对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做出及时而迅速的预防。

规则判定
信息层监测异常？
物理层监测异常？

潜在安全风险？

风险判定
图谱验证

路径相似

特征相似

图
谱
关
系

图 41　安全风险预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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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应用展望
安全知识图谱应用在两安融合的工业系统防护领域，能够充分挖掘信息安全和功能安全

之间的隐形关系，将这种隐形关系转化为可计算数据，并且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示出来，在当
下工业安全事件愈演愈烈之时，具有较大的发展动能与应用潜力。然而实际应用过程中，数
据获取困难、数据质量不高、数据关联性不明确等问题，对知识图谱构建和推理形成了巨大
的阻碍，对工业系统安全防护效果的提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 数据获取困难：工业环境中，安全知识图谱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种：1）为满足业务
需求或安全需要，工业系统自身采集处理生成；2）通过对互联网或企业内部共享的
文档分析获取数据。数据碎片化的分布于各类文档、设备和系统中，增加了获取的难
度。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企业也不愿意共享相关数据，导致无法有效汇集数据，更
无谈高效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化安全防护。

 ● 数据质量不高：信息安全数据和功能安全数据依托于不同的防护需要，由不同的系统
产生海量异构的安全数据，缺乏统一的数据模型和描述规范，因此数据信息的价值无
法有效提取这将会在知识图谱中形成大量孤立、无用的实体和关系，导致存储资源的
浪费和图谱推理应用的低效。

 ● 数据关联性不明确：数据间的关联性是否明确、完备是决定图谱实体间关系是否清晰、
完整的关键。在实际应用当中，由于传统的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防护体系相对独立，
缺乏统一的安全相关模型，攻击过程中信息和物理系统的影响机制复杂多变，导致两
者数据间的关联性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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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知识图谱技术发展趋势

可以预见，安全知识图谱技术的发展，将全面提升网络安全关键应用场景下的知识推理
技术水平，推动安全智能从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和决策智能阶段演进。安全知识图谱目前
仍处于蓬勃发展阶段，技术演进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在此从关键问题着手，从四个方
面展望安全知识图谱技术发展的关键趋势。

图 42　安全知识图谱技术发展趋势

 ● 知识获取层面：大规模多源信息自动化抽取与信息融合。网络安全知识图谱涵盖了网
络与安全领域的核心概念原型与关联结构，涉及跨数据、情报、知识多层次的信息资
料。一方面，需要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知识工程技术，实现更自动化的实体、关系、
属性抽取方法，满足信息抽取的高实时性、高覆盖率、高容错性。另一方面，需要在
质量评估、语义对齐、信息压缩等方面，提升数据信息的融合质量，提出信息冗余、
信息失效、信息歧义等问题给后续建模推理带来的错误引导。

 ● 知识表示层面：异构完备的知识统一表示。安全“大数据”不仅仅指数据规模庞大，
还体现在数据结构的复杂性。包括文本类数据、时序数据、序列数据、图数据、时序
图数据等等异构信息，需要在安全知识图谱中以统一、规范的表示形式进行组织，并
提供一致的表示形式。探索基于神经网络的图表示学习方法，将时序维度与图关联维
度进行完整的建模，是实现异构知识统一表示的关键方法之一。

 ● 知识推理层面：鲁棒、准实时的因果推理。无论是攻击与威胁的关联，还是资产数据
风险的识别，网络安全领域对行为、事件、意图的归因与溯源技术效果有较高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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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因此，亟需探索具有精确信息流依赖能力的因果推理方法，以保证基于安全知
识图谱的推理结果过程的鲁棒性，提升推理结果的准确性与置信度水平。此外，在大
规模知识图谱上进行知识推理，仍需通过图分割技术、分布式学习技术等方式提升推
理流程的并行度，以满足安全领域诸多应用场景的准实时需求。

 ● 知识迁移层面：跨场景知识迁移与人机智能融合。基于安全知识图谱的应用，具有多
个细分领域，如威胁情报计算、安全运营辅助、威胁动态建模等等。在多个细分领域
应用中，将涉及不同范畴的知识本体与实例。可通过探索跨场景的知识迁移方法，将
不同场景下的推理模式进行推广，实现推理分析能力的延展。此外，通过人机工程、
推荐搜索等不同机制的人机协同方法，提供持续的人类知识经验与机器知识数据的信
息融合接口，能够进一步加速安全知识图谱的知识固化与知识拓展，提升相关应用的
动态环境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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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安全攻防领域应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智能化正成为网络安全防御的核心动
能。本技术白皮书描述了网络安全知识图谱概念内涵、核心框架及关键技术，重点总结了安
全知识图谱在不同攻防场景中的应用实践。通过将安全知识图谱应用到网络攻防中，能够实
现对网络威胁的攻击建模、路径调查、预先研判和智能防护等，有效提升安全威胁检测、态
势感知、应急处置和追踪溯源等能力，推动网络安全智能从感知智能迈向认知智能。当然，
安全知识图谱关键技术研究和攻防场景应用实践目前还仍处于早期阶段，在理论方法、标准
制定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以构建攻防智能化的良好技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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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枢实验室

天枢实验室立足数据智能安全前沿研究，一方面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攻击检
测和防护能力，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安全问题，提升以攻防
实战为核心的智能安全能力。

 

天元实验室

专注于新型实战化攻防对抗技术研究。研究目标包括：漏洞利用技术、防御绕过技术、
攻击隐匿技术、攻击持久化技术等红队技术，以及攻击技战术、攻击框架的研究。涵盖Web

安全、终端安全、AD安全、云安全等多个技术领域的攻击技术研究，以及工业互联网、车联
网等业务场景的攻击技术研究。通过研究攻击对抗技术，从攻击视角提供识别风险的方法和
手段，为威胁对抗提供决策支撑。

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TI）

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SFOCUS Threat Intelligence center, NTI）是绿盟科技为落实智慧安
全 3.0战略，促进网络空间安全生态建设和威胁情报应用，增强客户攻防对抗能力而组建的
专业性安全研究组织。其依托公司专业的安全团队和强大的安全研究能力，对全球网络安全
威胁和态势进行持续观察和分析，以威胁情报的生产、运营、应用等能力及关键技术作为核
心研究内容，推出了绿盟威胁情报平台以及一系列集成威胁情报的新一代安全产品，为用户
提供可操作的情报数据、专业的情报服务和高效的威胁防护能力，帮助用户更好地了解和应
对各类网络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