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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遥感云服务平台中不可信用户的入侵现象，结合遥感云用户行为特点和贝叶斯网络算法设计了一种用户

行为认证方案。该方案论述了遥感云平台用户的行为认证机制，并且根据用户行为特点建立了用户行为认证集，结合
贝叶斯网络算法预测特点和用户行为属性建立了用于认证等级预测的贝叶斯网络模型，把该模型中分析得出的用户行
为属性的权重信息应用到用户等级预测算法中，使该算法针对遥感云用户认证更安全准确，从而实现对用户行为认证
等级的预测。仿真实例表明该方法能够准确识别出不可信用户，有效保证遥感云服务平台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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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intrusion of untrusted users in remote sensing cloud platform, this paper designed a user behavior
authentication schem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mote sensing cloud user behavior and Bayesian network algorithm. The
scheme discussed the users' behavior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 of remote sensing cloud platform, and according to the users'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the scheme established an authentication set on users’ behavior. Combining with the predi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bayesian network algorithm and user behavior properties to set up a Bayesian network model for authentication
grade prediction. The weight information of user behavior attributes analyzed in this model is applied to the user grade prediction
algorithm, which made the algorithm more secure and accurate for remote sensing cloud user authentication safer accurately, so
as to realize the prediction of user behavior authentication level. Simulation examples show that the model is effective to identify
untrusted users accurately, and can ensure the security of remote sensing cloud platform.
Key Words: user behavior authentication; Bayesian network; the remote sensing cloud platform; behavior analysis; cloud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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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共享、高性能数据处理及产品生产、云存储、遥感计算平台

引言

供给等服务。然而，由于用户是对云服务提供者提供的软件环

近年来，在人们享受着云计算带来的高效率、低成本的同

境、网络基础性设施和计算平台等进行直接操作，所以攻击者

时，也面临着严峻的信息安全挑战。遥感云服务平台是基于云

对云资源软硬件的影响和破坏远比利用因特网进行共享资源要

计算技术，将遥感数据、信息产品、处理算法技术与计算资源

严重的多，例如 IaaS（instrument as a 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务），

打包成可计量的服务，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按照个人需求和自身

服务商提供的是一个包含一些组件和功能的共享设施，如存储、

[1]

爱好获得相应的应用及服务资源 ，主要包括多源遥感数据分

操作系统和服务器等对于该系统的使用者而言并不是完全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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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遭受攻击时，全部服务器对攻击者将会是透明的 [2]。又如

管理程序将大量用网络连接的计算资源、网络资源和存储资源

当用户访问云存储服务时,首先需要进行身份认证保证访问用

构建成虚拟化资源池，形成遥感云系统内部可以统一管理的虚

户身份的正确性和合法性。只有对用户身份实现安全正确的认

拟 CPU、虚拟内存、虚拟磁盘、虚拟对象存储空间及虚拟网络

证，才能确保后续访问和使用遥感云服务的对象是合法用户,但

等虚拟资源。管理层主要采用 OpenStack 计算框架，利用其核

是合法的登陆用户也不保证是安全的用户，因此用户行为是否

心组件实现对虚拟资源的管理。计算层主要提供虚拟集群计算

可信，如何对云端用户行为可信度进行评估预测是当下保证云

环境，包括海量遥感数据存储、集群计算和调度、计算环境监

计算安全的重要内容。

控等服务。业务层主要包括多中心遥感数据管理、遥感数据处

云计算的应用领域中，很多学者研究了用户行为信任评估

理及产品生产高性能计算平台两部分。此外，基于 SaltStack 管

方法在云计算环境下的应用问题，例如文献[3]提出一种行为信

理工具等还可以实现虚拟计算环境的自动部署与系统扩容。最

任预测的博弈控制机制，首先利用贝叶斯网络对用户的行为信

终实现的遥感云原型系统主界面如图 2 所示，为用户提供的服

任进行预测，然后根据预测结果和博弈分析相结合，推导出了

务括：遥感数据服务、信息产品服务、遥感数据处理服务、云

一种纳什均衡策略。文献[4]提出一种根据用户行为和平台环境

平台服务、云存储服务。其中遥感数据服务指多源遥感数据的

特征评估信任级别的方法。文献[5]提出一种基于动态信任管理

采集、存储、检索、下载等；信息产品服务指遥感信息产品的

的云安全认证服务机制，将 PKI 技术和动态信任管理方法相结

生产和分发服务[7]；遥感数据处理服务基于 MPI 并行计算机机

合实现云环境下的安全认证。文献[6]提出一种基于用户鼠标行

制，可以根据用户提交的数据处理需求实现海量遥感数据的高

为的身份认证方法，采用层次结构的分类决策模型对用户身份

性能在线处理，并可以根据计算任务量扩展计算资源；云平台

进行认证。但是该认证机制的制定并不能针对一个特定的云计

服务负责根据用户提出的虚拟遥感计算环境的需求，为用户创

算服务平台。以上的这些模型都部分解决了在不同应用背景下

建虚拟计算资源、定制遥感计算模板实例或个性化实例；云存

用户信任及评估等问题，但是每个模型和方法的训练集提取具

储服务主要满足遥感云数据存储的需求，并且可以根据需求对

有针对性，所以这些模型都缺乏灵活的信任评价机制，无法满

自己的云存储进行动态扩容。

足不同领域用户行为评估时所具有的个性化特点。

此外，为保证遥感云服务平台的安全性，除了在资源层部

本文针对遥感云服务平台用户行为特征在传统的身份认证

署防火墙、在计算层进行虚拟计算集群监控外，还需要在业务

基础上结合行为认证机制，提出一种基于贝叶斯网络模型的用

层之上进行用户行为特征监控。

户行为认证方法。

1

一般对于一个特定的系统或服务平台而言，每个用户的行
为状态和操作习惯都遵循一定的规律。例如遥感云平台中合理

遥感云服务平台

的行为轨迹包括标准遥感数据及遥感产品的检索、浏览、订购、

遥感云服务平台，基于云计算技术，整合各种遥感信息和

下载和转存[9]，然后利用遥感云高性能遥感数据处理及产品生

技术资源，将遥感数据、信息产品、应用软件、计算及存储资

产平台进行在线数据处理及产品生产，或者在线定制个人遥感

源作为公共服务设施，通过网络为用户提供一式站的空间信息

虚拟计算环境进行数据处理，并将最终的处理结果存入个人云

云服务。遥感云服务平台基于 OpenStack 云计算框架开发，其

存储。当用户行为异常时则需要对用户行为进行认证，认证不

系统架构从下到上大致分为五层，分别是资源层、管理层、计

通过则拒绝提供服务。

算层、业务层和服务层，如图 1 所示。其中资源层通过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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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

遥感云服务平台主界面

用户行为认证方案
用户行为认证包括身份认证和行为认证两部分。根据遥感

态为“一般可信”则进入预警防范，允许授权访问，但是要进行
重点实时行为监控，执行步骤 d)；如果历史行为认证状态为“不
可信”，则拒绝访问。

云用户个性化行为特征，设计出更细粒度的行为信任认证方案。
用户登录

行为认证的设计思路是：将服务器日志和客户端数据相结合的
否
身份认证成功

方法提取出用户行为数据信息，包括通过 Web 日志获取用户浏

是

览过和订购过的数据及服务信息，并且通过服务器日志获取用

是

否

是否是首次访问

获取行为状态信息

户进入遥感云平台的浏览行为记录等。用户在提交系统访问请
成功

求时需要先进行身份认证，若身份认证失败，则直接拒绝提供
服务；若用户身份认证成功，则进入到行为认证阶段。行为认

允许授权访问，实施行为
重点监控

一般可信
历史行为状态认证

证指服务器获取用户实时行为证据，将行为证据与存储在数据

基于行为状态集认证

不成功

不可信

可信
允许授权访问

库中的行为认证集进行匹对验证[8]。在行为认证过程中，根据
行为证据定位到特定的行为认证集，结合实时行为证据采用贝

获取实时行为证据

叶斯网络(Bayesian network)计算每个行为认证集信任等级，最
基于行为内容认证集认证、行为习惯认证
集认证

后根据决策算法计算出用户行为信任等级。遥感云服务平台用
户行为认证方案具体流程如图 3 所示。详细步骤如下：

基于贝叶斯网络计算各认证
集信任等级

a) 当终端用户向服务器发送服务请求时，行为认证机制首
先进行身份认证，对于身份认证成功且不是首次登录的用户，

根据决策方法计算用户行为
信任等级

允许访问并且实施实时行为监控，执行步骤 b)；对于身份认证
成功且是首次登录访问云平台的用户，允许授权访问，实施重

不可信

一般可信

根据决策方法计算用户行为信任等级

点行为监控，执行步骤 d)；对于身份认证失败的用户，则拒绝

可信
是

服务访问。

否

b) 获取用户行为状态信息，进行基于行为状态认证集的认
证，对于状态认证不成功的拒绝其访问；对于通过状态认证集
认证的用户，允许授权访问，执行步骤 c)。
c) 查找用户历史行为认证信息，如果用户历史行为认证状

是否继续访问

获取整体行为证据

更新行为认证集，为下次行为认证做准备

图3

用户行为认证流程

拒绝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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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获取用户实时行为证据，实现行为内容认证集和行为习
用户名=user
1.行为检测与证据获取

惯认证集的认证，根据贝叶斯网络模型计算出各行为认证集的
信任等级，最后根据决策方法计算出用户行为信任等级，若“可

3.用户行为认证集信任结果
用户行为认证集
用户名=user

4.返回认证结果
用户名=user

信”且继续访问，执行步骤 b)；若“可信”或“一般可信”且

客户端

服务器

终止访问，则执行步骤 e)；若“一般可信”且继续访问，则允

图4

许访问并且实施行为重点实时监控，执行步骤 b)；若“不可信”，

用户行为认证机制

则终止用户访问。更新用户行为认证集及用户历史可信认证状

用户在访问系统时首先进行身份认证，若用户的身份不可

态信息。更新用户行为认证集及用户历史可信认证状态信息。

信，则直接拒绝提供服务；若用户的身份可信且非首次访问，

e) 更新用户行为认证集及用户历史可信认证状态信息。
2.1 用户行为认证集

则进入到行为认证阶段；若用户身份可信并且是首次访问，则
允许授权访问，进行重点实时行为监控。行为认证就是将用户

用户行为认证集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并且对保证行为认证

和系统在交互中获取的实时行为证据提交给相应的服务器，服

的准确性至关重要，因此确定行为认证集是行为认证过程中非

务器将提交的行为证据与存储在数据库中的用户行为认证集进

[9]

常重要的内容之一 。认证过程中需要获取实时用户行为证据

行匹对，根据认证结果确认用户行为是否可信[10]，若认证结果

与用户行为认证集进行对比，用户行为认证成功的概率取决于

可信则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若不可信则拒绝提供信息服务。

行为认证集的划分、定义和行为相关的集合覆盖率。

chinaXiv:201805.00242v1

用户名=user
2.用户行为认证

用户行为认证集包含以下几个方面：行为状态认证集(SA)、
行为内容认证集(CA)、行为习惯认证集(HA)。其中行为状态认
证集是由引发行为状态异常的行为属性构成，如用户登录地点、

3

用户行为信任等级预测

3.1 用户行为信任预测的贝叶斯网络模型
用户行为信任预测是基于用户的历史交往行为证据之上，

客户端 IP 地址、操作系统版本和访问时间突然与历史行为状态

结合用户当前的实时行为，对用户进行信任等级预测。贝叶斯

不一致导致的行为状态异常。其中 PaaS 层和 SaaS 层的行为状

网络是一个有向无环图，它由代表变量的节点及连接这些节点

态异常检验都需要对照操作系统、IP 地址和访问的时间这几个

的有向边组成[11,13]，构成用户行为信任等级预测的贝叶斯网络

证据属性，IaaS 层只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因此不需要对客户端

模型见

的操作系统这一证据属性进行认证。行为内容主要包括用户资

如图 5 所示，变量节点包括要预测的用户各行为认证集及

源的使用情况，如资源使用的种类和数量等。在云计算环境的

其包含的行为属性集，其中行为认证集包括行为状态认证集简

不同服务模式下，资源的内容不同，在 IaaS 层主要指处理、存

称 SA、行为内容认证集简称 CA、行为习惯认证集简称 HA。

储、网络等基础性的计算资源，在 PaaS 层指服务器、操作系统、

行为认证集的子节点是对应的用户行为属性，如用户行为状态

中间件等开发环境，正常情况下，终端用户使用资源的数量、

认证集 SA 及其包含的行为属性有客户端信息、IP 信息、登录

种类不会有很大变化，如果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则有可能用户

信息等；用户行为内容认证集 CA 及其包含的行为属性有遥感

[10]

。特别在 SaaS 服务模

数据处理软件使用类型、下载遥感数据数量、订购遥感产品种

式中，不同的终端用户其具体的行为内容是不一样的。行为习

类、订购遥感虚拟计算环境类型（农业专题、林业专题、矿产

惯主要包括用户经常访问的网站，习惯进入资源的页面引用和

专题、海洋专题等）；用户行为习惯认证集 HA 及其包含的行为

习惯访问的资源等。

属性有常访问的遥感云服务类型、常下载的遥感数据或产品类

2.2 用户行为认证过程

型、常订购的遥感虚拟计算环境类型、页面引用等。贝叶斯网

的行为出现异常，需要进行行为认证

用户行为认证过程包括下列三个主要过程：

络可以将用户行为信任等级预测和用户行为属性用有向图直观

a) 行为前的用户身份认证、行为状态认证。

的表示出来[3]，同时将用户历史和实时行为统计数据以条件概

b) 行为中的实时动态状态认证，包括行为状态认证、行为

率的形式融入模型，这样将用户行为的先验知识和后验数据无

内容认证、行为习惯认证。

缝的结合在一起，并且贝叶斯网络中的各节点之间是相互影响

c) 行为后的证据认证集更新，为下一次的行为认证做准备。

的，任何节点的值的改变都会影响其他节点，因而能满足不同

用户认证机制如图 4 所示。具体步骤为：

需求细粒度组合的推理和预测效果。

a) 通过客户端获取用户实时行为，并将行为证据通过网络
用户行为信任T

传输到用户行为认证服务器端；
b) 用户行为认证服务器对捕获到的用户行为进行认证；

行为状态认证集SA

行为内容认证集CA

行为习惯认证集HA

c) 通过服务器进行行为认证集的行为认证；返回行为认证
集的认证结果；
d) 返回认证结果；

行为属性S1

行为属性S
...2 ... 行为属性Si

图5

行为属性S1

行为属性S
...2 ... 行为属性Si

行为属性S1

行为属性S
...2 ... 行为属性Si

用户行为信任预测的贝叶斯网络基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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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m、S4n 的条件下，行为认证集 CA 信任等级的预测，计算公

3.2 用户行为属性等级的先验概率
在利用贝叶斯网络进行用户行为认证时，需要先计算出用

式如下：

户行为属性的先验概率。本文将用户行为信任 T、行为状态 SA、

p(CA i | S1 j , S2 k , S3 m , S4 n ) 

行为内容 CA、行为习惯 HA 以及各行为认证集对应的行为属
性等节点划分为 L 个信任等级，并对这些信任等级从高到低赋
予编号 i(i =1,2,3….L)。
数组下标表示不同的取值范围，因此 Ti、
SAi、CAi、HAi 、Si 分别表示整体行为信任、行为状态认证集、
行为安全认证集、行为习惯认证集和行为属性的范围。|Ti|、|SAi|、
|CAi|、|HAi|、|Si|分别表示预测用户交往历史中整体信任、各行

p(S1 j , S2 k , S3 m , S4 n )



(| S1 j I S2 k I S3 m I S4 n | / | CA i |)(| CA i | /n)



| S1 j I S2 k I S3 m I S4 n I CA i |

| S1 j I S2 k I S3 m I S4 n | /n

(6)

| S1 j I S2 k I S3 m I S4 n |

3.4 行为信任等级的计算方法

为认证集和行为属性的值分别落在 Ti、SAi、CAi、HAi 、Si 范围

在计算出每个行为认证集的信任等级后，然后根据图形化

内的次数。n 表示交往总次数，P(Ti)、P(SAi)、P(CAi)、P(HAi)、

的贝叶斯网络分析出各行为认证集的权重信息，最后根据多项

P(Si)分别表示他们的概率，这些符号的含义在全文中都适用。

式的计算方法得出用户行为信任等级 T 为

用户行为认证集等级的先验概率计算公式如下：
3
|T |
p(Ti )  i 1  i  3, 并且 p(Ti )  1
n
i 1

chinaXiv:201805.00242v1

p(S1 j , S2 k , S3 m , S4 n | CA i )p(CA i )

i

T   CiWi
(1)

计算用户行为属性集等级的先验概率，其计算方法与计算
用户行为认证集等级的先验概率的方法类似。行为属性信任等
级的先验概率 P(Si)为

p( S i ) 

L
| Si |
1  i  L , 并且 p(Si )  1
n
i 1

(2)

i 1

i

(Wi  0，Wi  1)

(7)

i 1

其中： Ci 代表第 i 个行为认证集的信任等级，Wi 代表第 i 个行
为认证集的权重。

4

认证方法安全性分析
安全性是认证方法中最重要的问题。该行为认证方案的安

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从整个认证流程上分析，针对不
同情况给出了更具体的策略，对于通过身份认证的用户，对其

3.3 行为认证集的条件概率
除了计算先验概率外，还需要各行为认证集等级的条件概

用户的行为请求操作，在认证流程上保证了认证的安全性。②

率。认证集等级的条件概率计算公式如下：

p(e / h) 

p(h, e)
p ( h)

每个行为请求都进行行为信任预测，如超出可信范围则拒绝该

(3)

从认证算法上分析，通过用户行为构建的贝叶斯网络模型分析
出的行为属性权重信息，将该行为属性权重信息和贝叶斯网络

它表示在满足 h 的条件下满足 e 条件的概率。以计算

算法相结合，避免了算法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使该算法更具

p(Si|CAj)条件概率为例，它表示行为内容认证等级为 j 的条件

有针对性，针对该平台更具有安全性，能够更准确的预测出遥

下，行为属性节点落在 Si 范围内的概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感云平台恶意行为用户，保证整个认证过程的安全性。

P(S , CA ) | S I CA | / n | S I CA |
i
j
i
j
i
j
P(S | CA ) 


i
j
P(CA )
| CA | / n
| CA |
j
j
j

(4)

5

用户行为信任等级预测实例与分析
根据以上提出的用户行为信任等级预测方法，下面将通过

由以上计算方法得到的各个行为属性集等级的先验概率和

一个实例来演示预测模型的有效性。根据用户 U 与遥感云服务

条件概率可以得到行为认证集信任等级的概率。下面在单行为

平台的交互统计 207 组数据，某时刻，用户 U 请求访问服务器

属性条件下，以预测行为内容认证集信任等级为例，其他行为

S，现通过模型预测在某些特定行为属性认证集的条件下用户 U

认证集计算方法与此类似。计算行为内容认证集中行为属性节

的行为信任等级。行为信任划分为三个等级：信任、一般信任、

点落在 Sj 范围内的条件下，行为内容认证等级为 i 的概率

不信任。下面给出该用户的行为内容信任等级预测过程。其中

P(CAi|Sj)。利用贝叶斯公式得

该用户行为证据落在不同行为属性区间频数（S1、S2、S3 代表

P (CAi | S j ) 

三个不同的行为属性）见表 1。

P ( S j | CAi ) P(CAi )

1)行为认证集信任等级的计算

p( S j )

根据上面得到的用户行为交互数据信息，利用式(2)可以计



(| S j I CAi | / | CAi |)(| CAi | / n)



| C j I CAi |

表 2，同理行为认证等级节点 T 的条件概率表见表 3。再由式

|Sj |

(4)计算出各证据属性的条件概率，得出每个证据属性的条件概

| Si | / n

(5)

对于多个行为属性条件下，以预测行为内容认证集为例，

算出网络中各节点的先验概率，其行为属性节点的先验概率见

率表 CPT。得出了所有节点的先验概率和子节点的条件概率，

其他行为认证集信任等级预测类似。假设有行为内容认证集包

这样在计算行为认证集的信任等级预测的时候，对于任意一组

含四个行为属性分别为 S1、S2、S3、S4，分别落在 S1j、S2k、

观测值都有相应的先验概率和条件概率，分别将其带入式(5)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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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所有的后验概率，最后取最大概率值作为每个行为认
证集的信任等级。
表1

用户行为证据落在行为属性集区间的频数

范围

S1 频数

范围

S2 频数

范围

S3 频数

S11

33

S21

47

S31

36

S12

73

S22

98

S32

89

S13

101

S23

62

S33

82

表2

行为属性节点的先验概率

节点

先验概率

节点

先验概率

节点

先验概率

S11

33/207

S21

47/207

S31

36/207

S12

73/207

S22

98/207

S32

89/207

S13

101/207

S23

62/207

S33

82/207

图7

行为属性权重分布图

本次会话结束后，根据分析出的权重值利用式(7)计算出用
户 U 最终预测的行为信任等级为 2“一般可信”。在结束本次会

chinaXiv:201805.00242v1

表3

行为认证节点的先验概率
T

P(T)

1

1/3

2

1/3

3

1/3

话后，更新行为证据数据库，为下一次用户行为认证做准备。
同时，当该用户继续访问时，则对他的每个操作行为请求重新
认证，以确保该用户行为的可信性，保证用户的安全性。
该实验根据遥感云服务平台用户行为特点建立了三种用户
行为认证集。根据贝叶斯网络条件独立性假设特点及行为认证
与行为属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建立预测用户行为信任等级的贝叶

2)用户行为信任等级的计算

斯网络模型，根据模型可以对用户行为进行细粒度的用户行为

根据上面提到的用户行为信任等级的预测步骤，利用贝叶

认证集的信任等级预测。文中利用贝叶斯网络分析出用户行为

斯网络模型分析得出各行为属性的贝叶斯网络结构关系图，如

属性对信任等级预测结果的权重信息，最后利用决策方法计算

图 6 所示。从该贝叶斯网络结构图中分析出每个行为属性对最

出用户信任等级。

后用户行为信任等级预测的权重信息。该实验中用户行为属性
权重分布图如图 7 所示，得出的各个行为属性的权重值分别为：

6

结束语

页面引用权重为 0.225，浏览地址 URL 权重为 0.190，访问时间

用户行为是云计算环境下网络安全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权重为 0.190，字节数权重为 0.165，使用资源权重为 0.225，客

在用户行为认证中身份认证是整个信息安全的基础。但是传统

户端信息权重为 0.072。根据行为属性的权重值，利用加权平均

的身份认证无法阻止合法用户的恶意行为入侵。本文论述了基

的算法计算出每个行为认证集的权重值，该实验得出的行为状

于贝叶斯网络的遥感云服务平台用户行为认证过程，融合了贝

态认证集的权重分别为：行为状态认证集权重 Ws=0.392，行为

叶斯网络推理技术来求解用户行为信任等级问题，在身份认证

内容认证集权重 Wc=0.402，行为习惯认证集权重 Wh=0.206。

的基础上结合贝叶斯网络模型实现了用户行为认证。贝叶斯网
络推理技术把行为信任等级问题根据变量与属性之间的因果依
赖关系进行了分解。由于贝叶斯网络的条件独立假设特征，使
得贝叶斯网络推理技术求解问题时只需要考虑当前节点与其父
节点之间的关系，简化计算并且有利于准确地估算概率分布，
提高预测的准确性。但是这类方案在以后也会面临不少攻击,
由于研究与使用的经验缺乏,其面临的攻击以及防御攻击的可
行性方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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