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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业务系统安全管理需要网络攻击图来评估系统整体安全性或态势，同时又需要对那些可能严重危害系统
安全的脆弱性利用威胁进行重点分析和优先处置．现有安全威胁识别和分析方法无法兼顾这两个方面，也无法处
理脆弱性利用威胁分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作者提出了一种安全威胁识别和分析方法．利用颜色Ｐｅｔｒｉ网
（ＣＰＮ）定义网络攻击图，并给出了网络攻击图生成ＮＡＧＧ算法，根据攻击模型分析结果生成网络攻击图；给出了
基于ＣＰＮ仿真的网络攻击图分解ＮＡＧＤ算法，可一次性分解出各脆弱性利用威胁对应的子攻击图，所述子攻击图
不存在循环路径且最长攻击路径不超过预设值．并给出了一种脆弱性利用威胁度评估ＶＥＴＥ算法，将子攻击图转
换为不确定性推理规则集，采用ＤＳ证据推理计算各子攻击图所对应安全威胁的威胁度，以确定安全威胁处置优
先级．最后以一个典型Ｗｅｂ应用系统为例，验证了所述安全威胁识别和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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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业务系统不可避免地存在脆弱性，因而使其面

临各种脆弱性利用威胁．从脆弱性利用角度剖析业
务系统面临的安全威胁是一种有效的业务系统安全
分析途径．攻击图是一种广泛应用的脆弱性利用分析
方法．它从攻击者角度出发，基于系统网络配置和脆
弱性信息，分析脆弱性利用之间的依赖关系，找出所
有可能的攻击路径［１３］，以便管理员采取必要措施抵
御安全威胁，以降低安全风险．因此，攻击图可为信息
系统安全风险评估和绩效分析提供重要依据［４５］．

按攻击图中节点和边表示的含义不同，本文将
攻击图分为状态攻击图和因果关系图．状态攻击
图［１，６］中的节点表示目标网络和攻击者的全局状
态，有向边表示单一攻击行为引起的状态转换．状态
攻击图由于存在状态空间爆炸问题，不适用于大规
模系统的安全性分析；因果关系图［７９］中，节点表示
系统条件（属性）和原子攻击，有向边表示节点间的因
果关系．因果关系图克服了状态攻击图的状态组合爆
炸问题，具有更好的可扩展性，能用于大规模网络安
全性分析．目前的攻击图［７１０］大都属于因果关系图．

依据攻击图中攻击路径覆盖范围，本文将攻击
图分为网络攻击图和子攻击图．网络攻击图展示业
务系统中所有可能攻击路径，子攻击图只展示与特
定安全威胁相关的攻击路径．网络攻击图适用于识
别系统中各种可能影响到业务系统安全属性的脆弱
性利用威胁，有助于评估业务系统整体安全性或态
势，但网络攻击图［７，９］往往非常庞大，不适合对某一
特定脆弱性利用威胁的分析；子攻击图［１，１０］适于对
特定脆弱性利用威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处置．
在具体安全分析场景中，鉴于系统业务重要性的不
同及资源有限和成本等因素影响，往往需要进一步
分析所识别出的各种脆弱性利用威胁，生成各脆弱
性利用威胁所对应的子攻击图，确定脆弱性利用威
胁的优先处置顺序，以合理分配安全资源．以往攻击

图生成算法只能生成网络攻击图［７，９］或者子攻击
图［１，１０］．但在实际的脆弱性利用威胁识别和分析过
程中，通常需要基于网络攻击图和安全属性识别出
所有影响业务系统安全性的脆弱性利用威胁，再基
于子攻击图对所识别出的各脆弱性利用威胁进行深
入分析．

近年来攻击图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攻击图可
视化［１１］和基于攻击图的安全分析［４，１２１４］上．文献［１１］
利用数据归约和攻击组合方法改善攻击图可视化方
法，更关注攻击图呈现问题，不是完备的攻击图分析
方法．文献［１０］尝试基于网络攻击图裁剪出特定安
全威胁所对应的子攻击图时，发现了网络攻击图中
的循环攻击路径问题，但并未给出有效去除循环攻
击路径的方法．文献［１２］给出从网络攻击图求取所
有狀有效路径的后向迭代算法，一次只能生成一个
与特定安全威胁相关的子攻击图．文献［１５１６］给出
了基于Ｐｅｔｒｉ网的组合攻击模型，但并未给出创建
Ｐｅｔｒｉ网攻击模型的方法．文献［１７］应用贝叶斯网络
评估网络脆弱性，提出了量化评估计算方法，但无法
克服贝叶斯网计算过程中大量先验概率的获取问题．
文献［４］考虑攻击图中各个节点由于在攻击路径中所
处位置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基于ＰａｇｅＲａｎｋ思
想将状态攻击图转换为Ｍａｒｋｏｖ链，来计算攻击图
中各个节点的重要度，但仍未解决状态攻击图组合
爆炸问题．

在基于子攻击图分析特定脆弱性利用威胁的过
程中，往往需要处理大量的不确定性信息，这些不确
定性主要表现在模糊性和不一致性．传统基于概率
的信息系统安全分析方法无法有效解决模糊性问
题［４，１７１８］．基于ＤＳ证据理论的脆弱性利用威胁分
析方法可以有效处理信息安全分析过程中的不确定
性．文献［１９］使用ＤＳ证据理论来处理网络风险评
估中的不确定性，利用ＤＳ组合方法对风险评估指
标相关的安全因子进行融合．ＤＳ证据理论因其在
不确定信息表达和合成方面的明显优势，近年来广
泛应用于数据融合［１４，１９］，但在脆弱性利用威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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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
本文旨在基于网络攻击图识别业务系统中各脆

弱性利用威胁，并通过对网络攻击图进行分解以得
到各脆弱性利用威胁所对应的子攻击图，并评估各
脆弱性利用威胁度，以便对各脆弱性利用威胁进行
优先级排序和处置．本文采用文献［２０］中的攻击模
型建模方法构建业务系统攻击模型，并基于攻击模
型分析结果构建基于颜色Ｐｅｔｒｉ网（ＣＰＮ）的网络攻
击图，然后将网络攻击图进行分解，可一次性得到各
脆弱性利用威胁所对应的子攻击图，并采用不确定
性ＤＳ证据推理方法，将安全威胁所对应的子攻击
图转换为不确定性ＤＳ推理规则集，采用ＤＳ推理
引擎计算各脆弱性利用威胁的威胁度．最后以一个
典型Ｗｅｂ系统为例，验证了本文所述安全威胁识别
和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２　安全威胁识别
２．１　网络攻击图定义和生成算法

为叙述方便，本文称单次脆弱性利用攻击为原
子攻击．如图１所示，原子攻击包括三类要素，即原
子攻击成功实施所依赖的前提条件、原子攻击动作
本身以及攻击后果．其中，原子攻击前提条件包括攻
击者权限、攻击可达性、服务活跃性和脆弱性存在
性．攻击者权限指攻击者在源主机和目标主机上获
得的权限级别，包括Ｎｏｎｅ、Ｕｓｅｒ和Ｒｏｏｔ权限；攻击
可达性指攻击者从源主机发起的原子攻击能否抵达
目标主机；服务活跃性指原子攻击成功实施所依赖
的服务是否在目标主机上运行；脆弱性存在性指攻
击所利用的脆弱性在目标主机的服务中是否存在．
在实际攻击中，只有满足这些前提条件的原子攻击
才可能成功实施．原子攻击成功实施的结果主要表
现为攻击者能力的提升，比如攻击者获得了目标主
机上的ｕｓｅｒ或ｒｏｏｔ权限．

图１　原子攻击

图１所述原子攻击其实是一个ＣＰＮ网结构，其
中，用来表示原子攻击前提条件和后果的椭圆形节
点等同于ＣＰＮ网结构中的库所；用来表示原子攻击
动作本身的矩形节点等同于ＣＰＮ网结构中的变迁．
下面基于ＣＰＮ给出原子攻击形式化定义．

定义１．　原子攻击犃犃犌是一个ＣＰＮ网结构，
记为犃犃犌＝〈犘犃狅，狋，犘犃犱〉，其中，犘犃狅为所定义原子
攻击的输入库所集合，每个库所代表一个攻击前提
条件，它可定义为攻击者在源主机或目标主机上的
初始权限、源主机到目标主机的攻击可达性、脆弱性
所依赖服务的可用性及脆弱性存在性；狋为变迁，它
表示原子攻击的一个脆弱性利用行为；犘犃犱为原子
攻击的影响库所集合，其中每个库所记录该原子攻
击成功实施后的效果．

图２为一个具体的原子攻击实例，假设攻击者
要从其所控制的主机１利用主机２上的ＩＩＳＷｅｂ服
务中的一个缓冲区溢出漏洞（ＣＶＥ２００２０３６４），则
必须满足以下４个条件：（１）攻击者在源主机Ｈ１的
权限至少为Ｕｓｅｒ（记为椭圆Ｕ＿ｈ１）；（２）主机１可以
访问主机２的ＨＴＴＰ服务（记为椭圆ｈｔｔｐ＿ｈ１＿ｈ２）；
（３）主机２上的ＩＩＳ５．０Ｗｅｂ服务正在运行（记为椭
圆ＩＩＳ＿ｈ２）；（４）主机２上的ＩＩＳ５．０服务存在一个编
号为ＣＶＥ２００２０３６４的缓冲区溢出漏洞（记为椭圆
ｖ３６４＿ｈ２）．

图２　原子攻击实例

只有当以上４个条件都满足时，攻击者才可能
成功的从Ｈ１上发起对Ｈ２上ＩＩＳＷｅｂ服务的攻击
（记为矩形ｖ３６４＿ｈ１＿ｈ２），攻击结果是，攻击者可能
获得了Ｈ２上的Ｒｏｏｔ权限（记为椭圆Ｒ＿ｈ２）．

本文采用文献［２０］中的攻击建模方法构建攻击
模型，所创建的攻击模型为一个ＣＰＮ系统．所述攻
击模型基于攻击能力增长假设．定理证明：该攻击模
型所对应ＣＰＮ系统在有限步仿真后一定进入死状
态，并且有且仅有一个死状态，且在ＣＰＮ系统进入
死状态时，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ｘｐｌｏｉｔＬｉｓｔ库所包含了攻击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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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执行的所有脆弱性利用动作．由于可以采用ＣＰＮ
仿真方法代替复杂度较高的可达图分析方法，因此，
所述攻击模型分析方法具有较好扩展性，非常适合
大规模网络的攻击建模．

ＣＰＮ攻击模型仿真结束后，融合库所Ｓｕｃｃｅｓｓ
ＥｘｐｌｏｉｔＬｉｓｔ中保存有本次攻击过程中所有可能成功
执行的脆弱性利用攻击动作．根据定义１可知，每个
脆弱性利用动作可用原子攻击ＣＰＮ模型表示．当各
原子攻击建模结束后，可以根据各原子攻击之间依赖
关系构建网络攻击图．下面给出网络攻击图的定义．

定义２．　网络攻击图犃犌是一个ＣＰＮ网结
构，记为犃犌＝〈犘０∪犘犱，犜０∪犜犱，犈〉，其中，初始库
所集合犘０中每个库所代表网络和攻击者的初始状
态，表示原子攻击成功实施的前提条件；可达库所集
合犘犱中每个库所代表网络和攻击者的可达状态，它
记录原子攻击成功实施后的效果；犜０为独立型变迁
集合，对于犜０中各变迁，其输入库所包含在初始库
所集合犘０中，因此，犜０中各变迁所代表的原子攻击
的实施不依赖于其它原子攻击；犜犱为依赖型变迁集
合，对于犜犱中各变迁，其输入库所集合中至少有一
个库所属于可达库所集合犘犱，因此，成功实施犜犱中
各变迁所代表的原子攻击必须依赖于其它原子攻
击；犈为连接ＣＰＮ攻击图中库所和变迁的有向弧．
网络攻击图犃犌满足如下约束：①攻击图犃犌中的
有向弧只能连接库所和变迁，或者连接变迁和库所，
即犈（（犘０∪犘犱）×（犜０∪犜犱））∪（（犜０∪犜犱）×
（犘０∪犘犱））；②对于独立型变迁集合犜０中任一元素狋，
狆狉犲（狋）表示该变迁的输入库所集合，狆狅狊狋（狋）表示该
变迁的输出库所集合，则（狆狉犲（狋）犘０）∧（狆狅狊狋（狋）
犘犱）；③对于依赖型变迁集合犜犱中任一元素狋，狆狉犲（狋）
表示该变迁的输入库所集合，狆狅狊狋（狋）表示该变迁
的输出库所集合，则（狆∈狆狉犲（狋）：狆∈犘犱）∧
（狆狅狊狋（狋）犘犱）．

算法１．　网络攻击图生成算法（ＮＡＧＧ）．
输入：ＣＰＮ攻击模型中记录着所有成功的脆弱性利用

动作列表的融合库所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ｘｐｌｏｉｔＬｉｓｔ值；根
据ＣＶＥ定义的脆弱性利用信息数据库ＣＶＥＤＢ；
攻击者在主机ｈｏｓｔ０上所需拥有的初始权限
Ｒｏｏｔ，记为ｔｏｋｅｎ“ｒｏｏｔ（ｈｏｓｔ０）”

输出：网络攻击图犃犌＝〈犘０∪犘犱，犜０∪犜犱，犈〉
１．犘０＝｛Ｍａｒｋｅｐｌａｃｅ（ｒｏｏｔ（ｈｏｓｔ０））｝，犘犱＝，犜０＝，
犜犱＝，犈＝；

２．犃犌＝〈犘０∪犘犱，犜０∪犜犱，犈〉
３．ｆｏｒｅａｃｈｓｅｌｉ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ｘｐｌｏｉｔＬｉｓｔ
４．ｂｅｇｉｎ
５．　ｓｅｌ（ｓｎ，ｄｎ，ｖｉｄ）＝ｓｐｌｉｔ（ｓｅｌ）；

６．　　ｃｖｅｅｎｔｒｙ（ｖｉｄ，ｓｔ，ｓｎｍ，ｍｔ，ｖｔ，ｏｒ，ｄｒ，ｒｒ）＝
　（ｓｅａｒｃｈＣＶＥＤＢ（ＣＶＥＤＢ，ｖｉｄ））；

７．　ａｔｏｍｉｃ＿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ｔｏｍｉｃＥｘｐｌｏｉｔＭｏｄｕｌｅ（ｓｅｌ，ｃｖｅｅｎｔｒｙ）；

８．　犃犌＝
ＡｐｐｅｎｄＡｔｏｍｉｃＭｏｄｕｌｅｔｏＣＰＮ（犃犌，ａｔｏｍｉｃ＿ｍｏｄｅｌ）；

９．ｅｎｄ
１０．ｒｅｔｕｒｎ犃犌．
算法１给出了基于ＣＰＮ攻击模型中融合库所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ｘｐｌｏｉｔＬｉｓｔｔｏｋｅｎ值的网络攻击图生成
（ＮＡＧＧ）算法．算法第１行和第２行将初始攻击图
犃犌置为空，调用Ｍａｋｅｐｌａｃｅ过程创建一个表示攻
击者拥有ｈ０主机上ｒｏｏｔ权限的库所，并加入到初始
攻击图犃犌中．第３行到第９行为一个循环，它为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ｘｐｌｏｉｔＬｉｓｔ中记录的每个脆弱性利用动作
ｓｅｌ构造原子攻击ＣＰＮ网结构，然后追加到当前攻
击图犃犌中．其中，第５行对ｓｅｌ进行分解；第６行根
据脆弱性利用漏洞编号检索ＣＶＥＤＢ数据库，得到
该脆弱性对应ＣＶＥ条目ｃｖｅｅｎｔｒｙ；第７行利用ｓｅｌ
和ｃｖｅｅｎｔｒｙ输入数据，根据原子攻击的ＣＰＮ网结
构（如图５所示）构造相应的ＣＰＮ模块；第８行将构
造的原子攻击ＣＰＮ模块追加到当前攻击图犃犌中；
第１０行返回生成的网络攻击图犃犌．

为确保网络攻击图犃犌中脆弱性利用的前提条
件和后果所对应库所及原子攻击所对应变迁的唯一
性，ＮＡＧＧ算法对脆弱性利用相关库所和变迁进行
规范命名．ＮＡＧＧ算法采用如下规范命名规则来命
名各库所和变迁：

（１）前提条件“攻击者权限”（包括攻击者在源
主机和目标主机上具有的权限），表示为“权限级别
（主机编号）”，其对应库所命名为“权限级别＿主机”．
如，在构造攻击图时，攻击者在ｈ１上具有的权限
Ｕｓｅｒ（ｈ１）所对应的库所名为Ｕ＿ｈ１．

（２）前提条件“攻击可达性”，表示为“协议（源
主机，目标主机）”，此前提条件对应库所命名为“协
议＿源主机＿目标主机”．如，在构造攻击图时，主机
ｈ１和ｈ２之间ｈｔｔｐ协议的可达性ｈｔｔｐ（ｈ１，ｈ２）对应
库所名为ｈｔｔｐ＿ｈ１＿ｈ２．

（３）前提条件“服务活跃性”，表示为“服务名
（主机名）”，对应库所命名为“服务名＿主机名”．如，
在构造攻击图时，主机ｈ１上的ＩＩＳ服务ＩＩＳ５０（ｈ１）
所对应的库所名为ＩＩＳ５０＿ｈ１．

（４）前提条件“漏洞存在性”，表示为“漏洞编号
（主机名）”，相应库所命名为“漏洞编号＿主机名”．

（５）对于脆弱性利用后果，本文仅指攻击者获
得的权限，因此，其命名方法和对应库所命名方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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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攻击者权限”相同．
（６）某一脆弱性利用动作表示为“漏洞编号（源

主机，目标主机）”，其相应变迁命名为“漏洞编号＿源
主机＿目标主机”．如在构造攻击图时，脆弱性利用动
作ＣＶＥ３６４（ｈ１，ｈ２）对应的变迁名称为ｖ３６４＿ｈ１＿ｈ２．

３　网络攻击图分解算法
算法１所示网络攻击图生成ＮＡＧＧ算法所构

造的网络攻击图犃犌包含了系统所有可能的攻击路
径，以及攻击者所有可能获得的攻击权限．为了对特
定脆弱性利用威胁进行重点分析和优先处置，需要
基于各脆弱性利用威胁，对网络攻击图进行分解，以
获得各安全威胁对应的子攻击图．子攻击图包含了
攻击者从初始节点出发抵达指定威胁目标的所有可
能攻击路径．这里给出一个基于ＣＰＮ的网络攻击图
分解算法，可一次性分解出各脆弱性利用威胁所对
应的子攻击图，所述子攻击图不存在循环路径且最
长攻击路径不超过预设值．攻击图相关定义和网络
攻击图分解算法如下．
３．１　网络攻击图分解算法和相关定义

定义３．　攻击路径．设犘犪狋犺＝狋１→狋２→…→狋狀
是给定网络攻击图犃犌中的一个变迁序列，其中
狋犻（１犻狀）为变迁，它代表一个原子攻击，则称满足
下面约束条件的变迁序列为攻击路径：①变迁狋１为
独立型变迁；②变迁狋狀的输出库所集合犘狅狋狊狋（狋狀）与
关键节点集合犘的交集不为空；③变迁序列中前驱
变迁的输出库所为后继变迁的输入库所．攻击路径
长度为攻击路径所对应的变迁序列长度．

定义４．　脆弱性利用威胁定义为犛犚犻＝〈犘犻犆〉，
其中犘犻犆为攻击者在某关键节点上所获得的危害业
务系统安全的权限集合，脆弱性利用威胁所对应的
子攻击图只包含了从初始节点出发抵达集合犘犻犆中
各元素所示权限的攻击路径．本文所指威胁除特别
说明外，均为脆弱性利用威胁．

网络攻击图分解需要解决两个问题：（１）循环
攻击路径问题；（２）超长攻击路径问题．根据攻击者
能力单调增长特性可知，实际攻击过程中攻击者没
有必要重复获取已获得的攻击能力，因此循环攻击
路径没有实际意义，并且循环攻击路径的存在会增
加子攻击图分析复杂度．根据以往对黑客攻击事件
的研究显示，实际网络攻击场景中，并不存在超长的
攻击路径［１２］．这里首先给出子攻击图定义，然后给
出一个可以消除循环攻击路径和限制攻击路径长度
的网络攻击图分解（ＮＡＧＤ）算法．

定义５．　子攻击图．某脆弱性利用威胁犛犚＝
〈犘犆〉所对应的子攻击图为满足下述条件的网络攻
击图犃犌＝〈犘０∪犘犱，犜０∪犜犱，犈〉，记犃犌的所有攻
击路径集合为犘犃犜犎犃犌：（１）不存在循环路径，即对
狆（狋１，狋２，…，狋犾）∈犘犃犜犎犃犌，有犘狅狊狋（狋犻）∩（∪

犻－１

犽＝１
犘狉犲（犽））＝

，２犻犾犽；（２）任意攻击路径长度不超过指定
常数犖（犖１），即狆（狋１，狋２，…，狋犾）∈犘犃犜犎犃犌，
犔犲狀（狆）犖；（３）任一攻击路径抵达的目标必然为脆
弱性利用威胁犛犚中的节点，即狆（狋１，狋２，…，狋犾）∈
犘犃犜犎犃犌，犔犲狀（狆）犖，犘狅狊狋（狋犾）∩犘犆≠．

算法２为ＮＡＧＤ算法，其中，代码第１到第７
行将网络攻击图所对应的ＣＰＮ网结构转换为可仿
真ＣＰＮ系统；代码第８行对转换后的ＣＰＮ系统进
行仿真，仿真必然在有限步停止；代码第９到１５行
根据仿真结束后各脆弱性利用威胁相关库所记录的
攻击路径列表对网络攻击图进行分解，得到各威胁
对应的子攻击图．ＮＡＧＤ算法可在只执行一次网络
攻击图转换和ＣＰＮ系统仿真前提下，一次性得到各
脆弱性利用威胁所对应的子攻击图．

算法２．　网络攻击图分解算法（ＮＡＧＤ）．
输入：需分解的ＣＰＮ网络攻击图犃犌＝〈犘０∪犘犱，犜０∪

犜犱，犈〉；脆弱性利用威胁列表｛〈犘犻犮〉｝犻＝１．．狀；子攻
击图中允许的最大攻击路径长度犖

输出：〈犘犻犮〉中各威胁相关子攻击图犃犌犛犻＝〈犘′０∪犘′犱，
犜′０∪犜′犱，犈′〉的列表｛犃犌犛犻｝犻＝１．．狀，其中每条攻击
路径长度不大于犖

１．犘′０＝，犘′犱＝，犜′０＝，犜′犱＝，犈′＝；
２．犃犌′＝〈犘′０∪犘′犱，犜′０∪犜′犱，犈′〉；
３．ｆｏｒｅａｃｈ狋ｉｎ犜０∪犜犱ｄｏｂｅｇｉｎ
４．　　犃犃犌＝ＯｂｔａｉｎＡＡＧ（狋）；
５．　　犃犃犌′＝ＡＡＧｔｏＣＰＮ（犃犃犌，犖）；
６．　　犃犌′＝ＡｐｐｅｎｄＣＰＮＭｏｄｅｌ（犃犃犌′，犃犌′）；
７．ｅｎｄ
８．ＣＰ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ｅ（犃犌′）；
９．ｆｏｒ犻＝１ｔｏ狀ｄｏｂｅｇｉｎ
１０．　ＶａｌｉｄＴｒａｎｓＳｅｔ＝

　　Ｏｂｔａ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ｔｆｒｏｍＰｃ（犃犌′，犘犻犮）；
１１．　犃犌犛犻＝犃犌；
１２．　ｆｏｒｅａｃｈ狋ｉｎ犜０∪犜犱ｄｏｂｅｇｉｎ
１３．　　Ｉｆ（狋ＶａｌｉｄＴｒａｎｓＳｅｔ）

　　　ｔｈｅｎＲｅｍｏｖ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ＣＰＮ（犃犌犛犻，狋）
１４．　ｅｎｄ
１５．ｅｎｄ
１６．ｒｅｔｕｒｎ｛犃犌犛犻｝犻＝１．．狀．
在算法２所示的ＮＡＧＤ算法中，函数ＡＡＧ

ｔｏＣＰＮ将原子攻击犃犃犌＝〈犘犃０，狋，犘犃犱〉转换为可仿
真ＣＰＮ子模块犃犃犌′，它是ＮＡＧＤ算法实现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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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步骤．该函数所用到的颜色类型定义见表１．函数
ＡＡＧｔｏＣＰＮ伪代码如算法３所示，其中，代码１～４
行为犘犃０中各输入库所指定颜色类型ＡＰＴ，并为属
于初始库所集合犘０的各输入库所建立一个攻击路
径和攻击者能力列表都为空的ｔｏｋｅｎ；代码第５行
为输出库所犘犃犱中各库所指定颜色类型ＡＰＴ；代码
６～８行将（犘犃０×狋）中各输入弧改为双向弧，以避免
变迁狋与其它变迁在输入库所代表的攻击条件上形
成竞争；同时为双向弧附上可将ＡＰＴ类型ｔｏｋｅｎ分

解为攻击路径和攻击能力列表的脚本表达式；代码
第９～１１行为（狋×犘犃犱）中各输出弧附上可将变迁狋
所代表的脆弱性利用行为追加到当前攻击路径中，以
及将变迁犜输出结果所代表的攻击者能力追加到当
前攻击者能力列表中的弧表达式；代码第１２行创建
颜色类型为ＡＰＬ的库所犘犺，它记录了所有经过变迁
狋的攻击路径的列表，以防止仿真过程中变迁狋的同
一绑定被重复触发；代码第１４行为变迁狋添加ｇｕａｒｄ
函数，以去除攻击图中的循环路径和超长路径．

表１　函数犃犃犌狋狅犆犘犖中用到的颜色类型定义说明列表
序号 颜色类型名称 定义 记录内容
１ ＡＰ ｃｏｌｓｅｔＡＰ＝ｌｉｓｔＳＴＲＩＮＧ 脆弱性利用过程中已经成功执行的原子攻击序列
２ ＡＴ ｃｏｌｓｅｔＡＴ＝ｌｉｓｔＳＴＲＩＮＧ 脆弱性利用过程中攻击者获得的能力或权限列表
３ ＡＰＴ ｃｏｌｓｅｔＡＰ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ＰＡＴ 包括ＡＰ和ＡＴ两部分
４ ＡＰＬ ＡＰＬ：ｃｏｌｓｅｔＡＰＬ＝ｌｉｓｔＡＰ 经过各变迁的攻击路径的列表

算法３．　ＡＡＧｔｏＣＰＮ函数伪代码．
输入：网络攻击图犃犌＝〈犘０∪犘犱，犜０∪犜犱，犈〉；需转

化的原子攻击图犃犃犌＝〈犘犃０，狋，犘犃犱〉
输出：犃犃犌相应的被转化的ＣＰＮ子模块犃犃犌′
１．Ｆｏｒｅａｃｈ狆ｉｎ犘犃狅ｄｏ
２．　ＡｔｔａｃｈＣｏｌｏｒＴｙｐｅ（狆，犃犘犜）；
３．　ｉｆ狆∈犘０ｔｈｅｎＡｔｔａｃｈＥｍｐｔｙＴｏｋｅｎ（狆）
４．Ｅｎｄｆｏｒ
５．Ｆｏｒｅａｃｈ狆ｉｎ犘犪犱ｄｏＡｔｔａｃｈＣｏｌｏｒＴ（狆，犃犘犜）；
Ｅｎｄｆｏｒ

６．Ｆｏｒｅａｃｈ犲犻ｉｎ（犘犃０×狋）ｄｏ
７．　犲犻＝ＭａｋｅＤｕｒａｌＡｒｃ（犲犻），

犲犻∈（犘犃０×狋）!犲犻∈（狋×犘犃０）；
　　　ＡｔｔａｃｈＳｐｌｉｔＡＰＴＥｘｐｒ（犲犻）
８．Ｅｎｄｆｏｒ
９．Ｆｏｒｅａｃｈ犲犻ｉｎ（狋×犘犃犱）（狋×犘犃犱）ｄｏ
１０．　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ｃ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犲犻，犕犽犈狓狆狉（犘狉犲（犲犻），

犘狅狊狋（犲犻）））
１１．Ｅｎｄｆｏｒ
１２．犘犺＝Ｍａｋ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ｌａｃｅ（犃犘犜）；
１３．ＡｔｔａｃｈＧｕｒａｄ（狋）；
１４．ｒｅｔｕｒｎ犃犃犌．
图３为一个利用ＡＡＧｔｏＣＰＮ函数将与变迁

ｖ２＿０＿３相关的原子攻击网结构转换为可执行ＣＰＮ
子模块实例．其中，设置输入库所Ｒ＿０，ｄｎｓ＿０＿３，
ｂｎｄ＿ｈ３和ｖ２＿ｈ３的颜色类型为ＡＰＴ；设置输出库
所Ｒ＿３的颜色类型为ＡＰＴ；分别为４个输入库所
Ｒ＿０，ｄｎｓ＿０＿３，ｂｎｄ＿ｈ３和ｖ２＿ｈ３附加初始ｔｏｋｅｎ值
“（［］，［］）”；将从输入库所到变迁ｖ２＿０＿３的４个输
入弧设置为双向弧，并定义弧表达式为（狆犻，狋犻）；以表
达式“（ｐ１!!［“ｖ２＿０＿３”］，ｔ１!!［“Ｒ＿３”］）”标识从变
迁ｖ２＿０＿３到库所Ｒ＿３的输出弧（表达式中的!!

为
ＣＰＮ语言中ｌｉｓｔ元素追加运算符），从而将变迁

ｖ２＿０＿３所代表的脆弱性利用行为追加到当前攻击路
径中，同时将变迁ｖ２＿０＿３成功执行后所获得的攻击
权限（获得了ｈｏｓｔ３上的ｒｏｏｔ权限）追加到当前攻击
者能力列表中；创建一个颜色类型为ＡＰＬ的历史库
所ＰＨ，分别创建从ＰＨ到ｖ２＿０＿３和从ｖ２＿０＿３到ＰＨ
的有向弧，并分别附加弧表达式“ｐｌ”和“ｐｌ!!

［ｐ１］”，
以记录经过变迁Ｔ的所有攻击路径的列表．

图３　利用ＡＡＧｔｏＣＰＮ函数转换原子攻击例子
图３中，为变迁ｖ２＿０＿３设置ｇｕａｒｄ函数

“ｇｄ（“Ｒ＿３”，ｐ１，ｔ１，ｐｌ）”，以限定变迁ｖ２＿０＿３所代表
原子攻击的执行条件，限定条件为３个条件的与：
①该变迁的执行不会导致循环攻击路径；②该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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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不会获取到重复的攻击权限；③该变迁所在
攻击路径长度不超过指定值．
３．２　犖犃犌犇算法复杂度分析

ＮＡＧＤ算法包括转换、仿真和裁剪３个步骤，
其算法复杂度主要由第８行的ＣＰＮ系统仿真复杂
度决定，因此，这里只分析ＣＰＮ系统的仿真复杂度．
为说明ＮＡＧＤ算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这里给出两
个定理．

定理１．　ＮＡＧＤ算法中，由网络攻击图转换而
来的ＣＰＮ系统仿真复杂度为犗（犿（犽ｔｏｕｔ犽ｐｏｕｔ）犖），其
中，犿为网络攻击图中的独立型变迁数量；犽ｐｏｕｔ为库
所最大输出度；犽ｔｏｕｔ为变迁最大输出度；犖为子攻击
图中允许的攻击路径最大长度．

证明．　采用数学归纳法证明．假设网络攻击图
所对应的ＣＰＮ网结构中，各库所犪犻输出度最大为
犽ｐｏｕｔ；各变迁犜犻输出度最大为犽ｔｏｕｔ；网络攻击图中存
在犿个独立型变迁．假设子攻击图中允许出现的最
大攻击路径长度为１，则只有犿个独立型变迁能被
触发，因此，ＣＰＮ系统在犿步仿真后停止，这犿个
独立型变迁将最多向犿犽ｔｏｕｔ个库所输出ｔｏｋｅｎ；假设
子攻击图中允许出现的最大攻击路径长度为２，则
由第１步攻击所得到的最多犿犽ｔｏｕｔ个ｔｏｋｅｎ将可能
触发最多犿犽ｔｏｕｔ犽ｐｏｕｔ个变迁，这些变迁将向最多
犿犽２ｔｏｕｔ犽ｐｏｕｔ个库所输出ｔｏｋｅｎ；假设子攻击图中允许
出现的最大攻击路径长度为３，则第３步可能触发
的变迁数最多为犿犽２ｔｏｕｔ犽２ｐｏｕｔ个；利用归纳法可知，在
子攻击图中允许出现的最大攻击路径长度为犖的
情况下，第犖步攻击可能触发的变迁数最多为
犿犽犖－１ｔｏｕｔ犽犖－１ｐｏｕｔ个．因此，在连续犖步攻击中，ＣＰＮ系统
仿真所触发的变迁数最多为（犿＋犿犽ｔｏｕｔ犽ｐｏｕｔ＋
犿犽２ｔｏｕｔ犽２ｐｏｕｔ＋…＋犿犽犖－１ｔｏｕｔ犽犖－１ｐｏｕｔ）＝犿（犽犖ｔｏｕｔ犽犖ｐｏｕｔ－１）／
（犽ｔｏｕｔ犽ｐｏｕｔ－１）．因此，由网络攻击图转换而来的ＣＰＮ
系统仿真复杂度为犗（犿（犽ｔｏｕｔ犽ｐｏｕｔ）犖）． 证毕．

在网络攻击图中，独立型变迁数犿一般为较小
值，变迁最大输出度犽ｔｏｕｔ和库所最大输出度犽ｐｏｕｔ为
较小常数；最大攻击路径犖一般长度为３或４．综上
所述，算法２所示的网络攻击图分解ＮＡＧＤ算法计
算复杂度与文献［１２］中求取犖有效攻击路径计算
方法相比复杂度更小，且本文所述ＮＡＧＤ算法可一
次性求出各脆弱性利用威胁所对应的子攻击图，比
文献［１２］中所述一次只能求取一个关键节点集合的
Ｎ有效攻击路径灵活性更好．

定理２．　ＮＡＧＤ算法中，由网络攻击图所对应
的ＣＰＮ网结构转换而来的ＣＰＮ系统在有限步仿真
后一定进入死状态，且有且仅有一个死状态；在死状

态时，各威胁节点对应库所ｔｏｋｅｎ值包含了攻击者
抵达脆弱性利用威胁节点的所有无环和最大长度不
超过犖的攻击路径集合．

定理２证明与文献［２０］中的定理１证明类似，
首先证明可采用ＣＰＮ系统仿真代替ＣＰＮ可达图分
析法，然后基于本文定理１可得定理２结论．由于篇
幅所限，定理２证明过程从略．

４　脆弱性利用威胁度评估
本文采用ＤＳ证据不确定性推理方法评估各

脆弱性利用威胁的威胁度．这里首先给出脆弱性利
用威胁度和ＤＳ证据推理相关定义，然后给出脆弱
性利用威胁度评估ＶＥＴＥ算法．

定义６．　脆弱性利用威胁度为从指定脆弱性
利用威胁的子攻击图犃犃犌到区间［０，１］的映射犳：
犃犃犌→［０，１］，用来综合评估攻击者达到脆弱性利
用目标的成功率，攻击者达到脆弱性利用目标成功
率越大，脆弱性利用威胁度越大，反之越小．

定义７．　具有不确定性的推理规则可表示为
ＩＦ犈ｔｈｅｎ犎，犆犉；其中犎为假设，表示为犎＝
｛犪１，犪２，…，犪犿｝，犪犻∈Ω；犈为支持犎成立的假设集，
它们是命题的逻辑组合，犆犉为可信度因子，犆犉＝
｛犮１，犮２，…，犮犿｝，犮犻用来描述前提犈成立时犪犻的可信
度，且犮犻满足如下条件：（１）犮犻０，１犻犿；
（２）∑

犿

犻＝１
犮犻１．
定义８．　不确定性传递．对于不确定性规则ＩＦ

犈ｔｈｅｎ犎，犆犉，定义犿（｛犪犻｝）＝犳（犈）犮犻（犪犻＝１，

２，…，犿），并规定：①犿（Ω）＝１－∑
犿

犻＝１
犿（｛犪犻｝）；②对

于Ω的所有其它子集犎，均有犿（犎）＝０．
定义９．　不确定性组合．当规则的前提（证据）

犈是多个命题的合取或析取时，定义：
犳（犈１∧犈２∧…∧犈狀）＝ｍｉｎ（犳（犈１），犳（犈２），…，犳（犈狀）），
犳（犈１∨犈２∨…∨犈狀）＝ｍａｘ（犳（犈１），犳（犈２），…，犳（犈狀））．

当有狀条规则支持同一结论时，即如果犎＝
｛犪１，犪２，…，犪犿｝，则
ＩＦ犈犻ｔｈｅｎ犎，犆犉犻（犆犉犻＝｛犆犻１，犆犻２，…，犆犻犿｝），

１犻狀．
如果这些规则相互独立的支持结论犎成立，则

可以先计算
犿犻（｛犪１｝，｛犪２｝，…，｛犪犿｝）＝
（犳（犈犻）犆犻１，犳（犈犻）犆犻２，…，犳（犈犻）犆犻犿），１犻狀，

犿犻（｛犪１｝，｛犪２｝，…，｛犪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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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犈犻）·犆犻１，犳（犈犻）·犆犻２，…，犳（犈犻）·犆犻犿），１犻狀．
然后根据证据合成法则对犿犻进行证据合成，得

到所有规则对结论犎的支持．
算法４给出基于ＤＳ证据推理的ＶＥＴＥ算法，

它包括３组步骤：（１）第１行至第６行将子攻击图转
换为如定义７所示的ＩＦｔｈｅｎ规则集，其中，对于子
攻击图中每个变迁，算法第３行抽取该变迁所对应的
原子攻击，第４行将原子攻击分解为原子攻击前提条
件、原子攻击动作和原子攻击后果，算法第５行根据
原子攻击分解结果生成ＩＦｔｈｅｎ规则；（２）第７行至
第１０行根据ＣＶＳＳ发布的脆弱性利用难易程度评
估经验值和初始证据可信度等知识，将ＩＦｔｈｅｎ规
则转换为ＤＳ证据推理规则；（３）第１１行利用
ＤＳ证据理论推理引擎对所生成的ＤＳ证据推理规
则集进行不确定性推理，最终得到脆弱性利用威
胁度．

算法４．　ＶＥＴＥ算法．
输入：脆弱性利用威胁相关子攻击图犛犃犌＝〈犘０∪犘犱，

犜０∪犜犱，犈〉；已知脆弱性利用和证据知识库
犇犛犞犈

输出：子攻击图相关脆弱性利用威胁的威胁度犞犈犐
１．Ｆｏｒｅａｃｈ狋ｉｎ犜０∪犜犱ｄｏ
２．Ｂｅｇｉｎ
３．　犪犪犵＝ＯｂｔａｉｎＡＡＧ（狋）；

４．　〈犘犃狅，狋，犘犃犱〉＝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ＡＡＧ（犪犪犵）；
５．　犚犻＝Ｃｏｎｖｅｒｔ２ＩＦＴｈｅｎＲｕｌｅ（犘犃狅，狋，犘犃犱）；
６．Ｅｎｄ
７．Ｆｏｒｅａｃｈ狉ｉｎ｛犚犻｝ｄｏ
８．Ｂｅｇｉｎ
９．　犚′犻＝Ｃｏｎｖｅｒｔ２ＤＳＲｕｌｅ（狉，犇犛犞犈）；
１０．ｅｎｄ
１１．犞犈犐＝ＤＳ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犚′犻｝）；
１２．ｒｅｔｕｒｎ（犞犈犐）．

５　实验分析
本文建立了一个典型Ｗｅｂ应用业务系统实验环

境，用于验证基于攻击图的安全威胁识别和分析方法
的有效性．实验系统拓扑结构如图４所示，部署在网
络信任域边界处的防火墙将系统网络分成内网、
ＤＭＺ区和可访问互联网的外网３个安全域，各安全域
之间的安全策略如下：（１）外网用户只允许访问ＤＭＺ
区Ｈ２上的ＡｐａｃｈｅＷｅｂ服务和Ｈ３上的ＤＮＳ域名
服务；（２）ＤＭＺ区的Ｈ２允许访问Ｈ３上的Ｓｅｎｄｍａｉｌ
服务和内网Ｈ４上的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服务；（３）禁止Ｈ２
和Ｈ３直接访问内网中其它主机；（４）内网中的管理
主机Ｈ５允许直接访问ＤＭＺ的Ｈ２和Ｈ３及内网的
Ｈ４．各应用终端的软件配置和脆弱性信息见表２．

图４　Ｗｅｂ系统拓扑图
表２　犠犲犫业务系统软件配置及脆弱性信息

主机 所在网段 提供服务 ＣＶＥ编号（内部编号） 脆弱性利用条件
（ｔｙｐｅ，ｓｐｒ，ｄｐｒ）

脆弱性利用
结果权限 利用成功率

Ｈ０ 外网 攻击工具 无 无 无 ０　
Ｈ２ ＤＭＺ Ａｐａｃｈｅ２．０（ＨＴＴＰ） ＣＶＥ２０１１３６０７（１） （ｒｅｍｏｔｅ，１，０） ２ ０．５０

Ｈ３ ＤＭＺ
ＢＩＮＤ８．ｘ（ＤＮＳ）
Ｓｅｎｄｍａｉｌ（Ｍａｉｌ）
ＯｐｅｎＳＳＨＤ（ＳＳＨ）

ＣＶＥ２００１００１０（２） （ｒｅｍｏｔｅ，１，０） １ ０．４０
ＣＶＥ２００２１３３７（５） （ｒｅｍｏｔｅ，１，０） １ ０．５　

Ｈ４ 内网 ＯｐｅｎＳＳＨＤ（ＳＳＨ）
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８．２（ＳＱＬ）

ＣＶＥ２００２０００４（４） （ｌｏｃａｌ，１，１） ２ ０．４　
ＣＶＥ２０１０４０１５（７） （ｒｅｍｏｔｅ，１，０） １ ０．３　

Ｈ５ 内网 ＩＥ７．０（ＨＴＴＰ）
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０７（Ｍａｉｌ）

ＣＶＥ２００２０１９３（６） （ｒｅｍｏｔｅ，２，０） １ ０．３　
ＣＶＥ２００８０１１０（８） （ｒｅｍｏｔｅ，１，０） ２ ０．３　
ＣＶＥ２０１００８１６（３）　 （ｒｅｍｏｔｅ，２，０） ２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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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文献［２０］中给出的攻击建模方法为此
Ｗｅｂ业务系统建立攻击模型，然后利用标准工具
ＣＰＮＴｏｏｌｓ［１９］对该ＣＰＮ攻击模型进行仿真．仿真
结束后，融合库所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ｘｐｌｏｉｔＬｉｓｔ的ｔｏｋｅｎ数据
为１′［（Ｈ０，Ｈ２，１），（Ｈ０，Ｈ３，２），（Ｈ２，Ｈ３，２），
（Ｈ２，Ｈ３，５），（Ｈ２，Ｈ５，６），（Ｈ２，Ｈ４，７），（Ｈ３，Ｈ５，３），
（Ｈ５，Ｈ４，７），（Ｈ４，Ｈ４，４），（Ｈ４，Ｈ３，２），（Ｈ３，Ｈ２，１），
（Ｈ４，Ｈ３，５），（Ｈ５，Ｈ２，１），（Ｈ５，Ｈ３，２），（Ｈ５，Ｈ３，５），
（Ｈ４，Ｈ２，１）］．应用２．１节给出的ＮＡＧＧ算法构造

基于ＣＰＮ的网络攻击图如图５所示．从图５可以
看出，攻击者在初始状态拥有主机Ｈ０上的Ｒｏｏｔ权
限（用库所Ｒ＿ｈ０表示），它可以利用主机Ｈ３上编
号为２（ＣＶＥ２００１００１０）的脆弱性，从而获得Ｈ３上
的Ｒｏｏｔ权限，它由图５中名为ｖ２＿０＿３的原子攻击
表示；攻击者也可以利用主机Ｈ２上编号为
１（ＣＶＥ２０１１３６０７）的脆弱性，从而获得Ｈ２上的
Ｒｏｏｔ权限，它由图５中名为ｖ１＿０＿２的原子攻击
表示．

图５　由ＣＰＮ攻击模型结果生成的网络攻击图
基于Ｗｅｂ业务系统安全属性对图５所示的网

络攻击图进行分析，可识别影响Ｗｅｂ业务系统安全
性的各种脆弱性利用安全威胁，即攻击者可能获得
的影响业务系统网络节点安全属性的攻击权限．根
据Ｗｅｂ系统业务流和安全属性分析可知，影响到本
业务系统安全的关键节点为Ｈ２，Ｈ３和Ｈ４．容易从网
络攻击图中识别出它们可能面临的脆弱性利用威胁
分别为｛Ｒ＿２｝、｛Ｒ＿３｝、｛Ｕ＿４，Ｒ＿４｝和｛Ｕ＿５，Ｒ＿５｝．

下面利用ＮＡＧＤ算法从网络攻击图分解出各
脆弱性利用威胁所对应的子攻击图．这里假设在子
攻击图中允许出现的最长攻击路径为３．ＮＡＧＤ算
法第１阶段将图５所示的网络攻击图转换为可仿真
ＣＰＮ系统；第２阶段利用ＣＰＮＴｏｏｌｓ工具［２１］对转

换后的ＣＰＮ系统进行仿真，仿真在有限步内结束
后，各脆弱性利用威胁相关库所中包含了攻击者从
初始节点出发抵达目标节点所有可能的步长不超过
３的脆弱性利用攻击路径，因此，可以基于这些攻击
路径信息对网络攻击图进行分解，一次性得到各种
脆弱性利用威胁所对应的子攻击图．

这里以节点Ｈ４和Ｈ５面临的脆弱性利用威胁
｛Ｕ＿４，Ｒ＿４｝和｛Ｕ＿５，Ｒ＿５｝为例，给出相应的子攻击
图．网络攻击图仿真结束后，库所Ｕ＿４的ｔｏｋｅｎ值为
１′（［ｖ１＿０＿２，ｖ７＿２＿４］，［Ｒ＿２，Ｕ＿４］）＋＋１′（［ｖ２＿０＿３，
ｖ１＿３＿２，ｖ７＿２＿４］，［Ｒ＿３，Ｒ＿２，Ｕ＿４］），表明存在两
条长度不超过３的攻击路径，使攻击者可以获得节
点Ｈ４上的Ｕｓｅｒ权限；库所Ｒ＿４的ｔｏｋｅｎ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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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ｖ１＿０＿２，ｖ７＿２＿４，ｖ４＿４＿４］，［Ｒ＿２，Ｕ＿４，Ｒ＿４］），
这表明存在一条长度不超过３的攻击路径，使得攻
击者可以获得节点Ｈ４上的Ｒｏｏｔ权限．

脆弱性利用威胁｛Ｒ＿４，Ｕ＿４｝所对应的子攻击图
如图６（ａ）所示．类似地，对于脆弱性利用威胁｛Ｒ＿５，
Ｕ＿５｝，库所Ｒ＿５的ｔｏｋｅｎ值为１′（［ｖ１＿０＿２，ｖ５＿２＿３，
ｖ３＿３＿５］，［Ｒ＿２，Ｕ＿３，Ｒ＿５］），库所Ｕ＿５的ｔｏｋｅｎ值
为１′（［ｖ１＿０＿２，ｖ６＿２＿５］，［Ｒ＿２，Ｕ＿５］）＋＋
１′（［ｖ２＿０＿３，ｖ１＿３＿２，ｖ６＿２＿５］，［Ｒ＿３，Ｒ＿２，Ｕ＿５］），
最后得到脆弱性利用威胁｛Ｒ＿５，Ｕ＿５｝对应的子攻击
图如图６（ｂ）所示．由于篇幅问题，其余脆弱性利用
威胁所对应的子攻击图说明从略．

在得到指定节点面临的各种脆弱性利用威胁所
对应子攻击图后，下面根据ＶＥＴＥ算法计算各脆弱
性利用威胁度．由于篇幅问题，这里只给出脆弱性利
用威胁｛Ｒ＿４，Ｕ＿４｝的脆弱性利用威胁度计算过程．
首先，将图６（ａ）所示的子攻击图转换为如图７所示
的不确定性推理规则集；然后，根据初始证据可信度
和脆弱性利用成功率经验值将不确定推理规则集转
换为ＤＳ不确定性推理规则集．这里假设各初始证
据可信度为１（即初始条件总成立），ＤＳ证据样本
空间大小Ω＝６，基于ＣＶＳＳ知识库确定子攻击图
中各脆弱性利用成功率和失败率（参见表２中利用
成功率栏），从而确定对应推理规则的ＣＦ因子．

图６　脆弱性利用威胁所对应的子攻击图实例

图７　由图６（ａ）转换而来的不确定性推理规则集

最后，根据ＤＳ证据理论的不确定性推理算法
求出脆弱性利用威胁｛Ｒ＿４，Ｕ＿４｝的威胁度．

（１）根据ｒ１求Ｒ＿３的确定性
犳（Ｒ＿０!ｄｎｓ＿０＿３!ｂｎｄ＿ｈ３!ｖ２＿ｈ３）＝
　ｍｉｎ（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
犿１（｛Ｒ＿３｝）＝（１．０×０．４）＝（０．４），
犅犲犾（Ｒ＿３）＝犿１（｛Ｒ＿３｝）＝０．４，
犘犾（Ｒ＿３）＝１－犅犲犾（!Ｒ＿３）＝１－０＝１，
犳（Ｒ＿３）＝犅犲犾（Ｒ＿３）＋（｛Ｒ＿３｝／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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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犾（Ｒ＿３）－犅犲犾（Ｒ＿３））
＝０．４＋１／６×（１－０．４）
＝０．５．

（２）求Ｒ＿２确定性
根据规则ｒ２和ｒ３，有
犳（Ｒ＿３!ｈｔｐ＿３＿２!ｉｉｓ＿ｈ２!ｖ１＿ｈ２）＝
　ｍｉｎ（０．５，１．０，１．０，１．０）＝０．５，
犿２（｛Ｒ＿２｝）＝（０．５×０．５）＝（０．２５），
犳（Ｒ＿０!ｈｔｐ＿０＿２!ｉｉｓ＿ｈ２!ｖ１＿ｈ２）＝
　ｍｉｎ（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
犿３（｛Ｒ＿２｝）＝（１．０×０．５）＝（０．５），
犿２（Ω）＝１－０．２５＝０．７５，
犿３（Ω）＝１－０．５＝０．５．
由ＤＳ证据组合公式得到
犓＝∑狓∩狔≠犿２（狓）×犿３（狔）
＝犿２（Ω）犿３（Ω）＋犿２（Ω）犿３（Ｒ＿２）＋
犿２（Ｒ＿２）犿３（Ω）＋犿２（Ｒ＿２）犿３（Ｒ＿２）
＝０．７５×０．５＋０．７５×０．５＋
０．２５×０．５＋０．２５×０．５
＝１．００，

则有
犿２３（｛Ｒ＿２｝）＝（犿２（Ω）犿３（｛Ｒ＿２｝）＋
犿２（｛Ｒ＿２｝）犿３（Ω）＋犿２（｛Ｒ＿２｝）犿３（Ｒ＿２））／犓
＝（０．７５×０．５＋０．２５×０．５＋０．２５×０．５）／１．０
＝０．６２５，
犅犲犾（Ｒ＿２）＝犿２３（｛Ｒ＿２｝）＝０．６２５，
犘犾（Ｒ＿２）＝１－犅犲犾（!Ｒ＿２）＝１－０＝１，
犳（Ｒ＿２）＝犅犲犾（Ｒ＿２）＋（｛Ｒ＿２｝／Ω）×

（犘犾（Ｒ＿２）－犅犲犾（Ｒ＿２））
＝０．６２５＋（１／６）×（１－０．６２５）
＝０．６８７．

（３）求Ｕ＿４确定性
犳（Ｒ＿２!ｓｑｌ＿２＿４!ｍｑｌ＿ｈ４!ｖ７＿ｈ４）＝
　ｍｉｎ（０．６８８，１．０，１．０，１．０）＝０．６８８，
犿４（｛Ｕ＿４｝）＝（０．６８８×０．５）＝（０．３４４），
犅犲犾（Ｕ＿４）＝犿４（｛Ｕ＿４｝）＝０．３４４＝０．３４４，
犘犾（Ｕ＿４）＝１－犅犲犾（!Ｕ＿４）＝１－０＝１，
犳（Ｕ＿４）＝犅犲犾（Ｕ＿４）＋（｛Ｕ＿４｝／Ω）×

（犘犾（Ｕ＿４）－犅犲犾（Ｕ＿４））
＝０．３４４＋１／６×（１－０．３４４）
＝０．４５３．

（４）求Ｒ＿４确定性
ｆ（Ｕ＿４!ｃｌｉ＿４＿４!ａｔｃ＿ｈ４!ｖ４＿ｈ４）＝
　ｍｉｎ（０．４５３，１．０，１．０，１．０）＝０．４５３，
犿５（｛Ｒ＿４｝）＝（０．４５３×０．４）＝（０．１８１），
犅犲犾（Ｒ＿４）＝犿５（｛Ｒ＿４｝）＝０．１８１，

犘犾（Ｒ＿４）＝１－犅犲犾（!Ｒ＿４）＝１－０＝１，
犳（Ｒ＿４）＝犅犲犾（Ｒ＿４）＋（｛Ｒ＿４｝／Ω）×

（犘犾（Ｒ＿４）－犅犲犾（Ｒ＿４））
＝０．１８１＋１／６×（１－０．１８１）＝０．３１７．

通过ＤＳ不确定性推理可知，在限定最长攻击
路径为３的情形下，节点Ｈ４面临的脆弱性利用威胁
｛Ｒ＿４，Ｕ＿４｝的威胁度为０．３１７．按照类似方法，可以
求得其它节点面临的脆弱性利用威胁度，分别为
｛Ｒ＿２｝＝０．６６５，｛Ｒ＿３｝＝０．４１３，｛Ｒ＿４，Ｕ＿４｝＝
０．３１７，｛Ｒ＿５，Ｕ＿５｝＝０．２１５．最后，按照威胁度大
小对各脆弱性利用威胁排序，得到影响Ｗｅｂ业务系
统安全性的各脆弱性利用威胁优先级排序：｛Ｒ＿２｝，
｛Ｒ＿３｝，｛Ｒ＿４，Ｕ＿４｝，｛Ｒ＿５，Ｕ＿５｝，结果表明，脆弱
性利用威胁｛Ｒ＿２｝发生的可能性最大，脆弱性利用
威胁｛Ｒ＿３｝次之．

６　结论和进一步工作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攻击图的安全威胁识别和

分析方法，以分析和处置业务系统面临的各种脆弱
性利用安全威胁；所述方法基于ＣＰＮ攻击模型仿真
分析结果构建基于ＣＰＮ的网络攻击图，以分析业务
系统整体安全性；与现有网络攻击图生成算法相比，
本文所述方法可基于标准ＣＰＮ分析工具实现，便于
利用成熟ＣＰＮ分析工具，且所构建的网络攻击图为
一个ＣＰＮ网结构，易于进一步分析．本文给出了一
个可实现网络攻击图分解的ＮＡＧＤ算法，以获取各
脆弱性利用威胁所对应的子攻击图；与现有子攻击
图生成算法相比，本文所述算法在不增加算法复杂
度情况下，可一次性得到各脆弱性利用威胁所对应
的子攻击图．最后，本文给出了一种实现脆弱性利用
威胁度评估的ＶＥＴＥ算法，将子攻击图转换为不确
定性ＤＳ证据推理规则，利用ＤＳ证据推理引擎计
算脆弱性利用威胁度；与传统脆弱性利用分析方法相
比，本方法选择ＤＳ证据来描述系统中的不确定性，
因而更具有合理性．本文最后以典型Ｗｅｂ业务系统
为例，验证了本文所述安全威胁和识别方法有效性．

进一步研究工作包括：（１）考虑在基于ＣＰＮ的
网络攻击图和子攻击图上实现更多的攻击图分析方
法，包括基于子攻击图的攻击预测等；（２）寻找一种
更合理的ＤＳ初始证据的可信度赋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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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９１９期 吴　迪等：一种基于攻击图的安全威胁识别和分析方法



犠犝犇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７，Ｐｈ．Ｄ．ｃａｎ
ｄｉｄａｔｅ．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犔犻犪狀犢犻犉犲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４，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犆犎犈犖犓犪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２，Ｐｈ．Ｄ．．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ｌｗ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犔犐犝犢狌犔犻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２，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Ａｔｔａｃｋｇｒａｐｈｉｓ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ａｎｄｅｖａｌｕ

ａｔｅ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ｔｈｒｅａｔ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ａｃｈ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
ｐａｔｈｃａｎｈｅｌｐ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ｔｏｃｈｏｏ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ｔｏ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ｔｈｒｅａｔｓ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ｉｓｋ．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ｗｅｎｅｅｄｂｏｔ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ｔｔａｃｋｇｒａｐｈ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ｉｔ
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ａｌｓｏｎｅｅ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ｄｉｓ
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ｈａｒｍｆｕ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
ｔｈｒｅａｔ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Ａｌｓｏ，ｗｅｎｅ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ｈａｎｄｌ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ｔｈｒｅａ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ｕｓｅ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ｔｔａｃｋｇｒａｐｈ，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ｎｄ
ｅｒｒｏｒｐｒｏｎｅ．Ｅｖｅｎｗｈｅｎ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ｔｔａｃｋ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ｈｅ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ｓｔｉｌｌｌａｃｋ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ｕｂａｔｔａｃｋｇｒａｐｈｓ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ｓ，ａｎｄａｌｓｏｌａｃｋ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ｒｅａｔ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ｕｓｅｄＣＰＮｂａｓｅｄａｔｔａｃｋｍｏｄｅｌｓｉｍ
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ｔｔａｃｋｇｒａｐｈ，ｗｈｉｃｈｃａｎ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Ｐ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ｏｌｓ．
Ａｌｓｏ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ｔｔａｃｋｇｒａｐｈ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ｐ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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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ｃｈａｔｔａｃｋｔｈｒｅａｔ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
ｉｔｙ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ｔｈｒｅａｔ，ｔｈｅｓｕｂａｔｔａｃｋｇｒａｐ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ｒｅａｔｉｓ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ｔｏ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ｕｌｅｓｗｉｔｈ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
ｕｓｅｄ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ｒｅａｔ．Ｔｈｉｓｔｏｐｉｃｉｓ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８６３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
（Ｎｏｓ．２００９ＡＡ０１Ｚ４３９，２０１１ＡＡ０１Ａ２０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６１１００２２６），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ｔｕ
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ｏ．４１２２０８５）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Ｐｒｏ
ｊｅｃｔｏｆ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ｏ．Ｃ１０６０６）．Ｔｈｅｆｕｎｄｅｄｐｒｏ
ｊｅｃｔｓａｒｅｅｎｇａｇｅｄｉ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ｔｈｅａｔｔａｃｋｐａ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ａｒ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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