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8 卷第 3 期
录用定稿

计算机应用研究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omputers

ChinaXiv合作期刊
Vol. 38 No. 3

基于多尺度特征融合的恶意 HTTP 请求检测方法

Accepted Paper

*

巫家宏，杨振国，刘文印
(广东工业大学 计算机学院, 广州 510006)
摘 要：针对当前网络环境中恶意 HTTP 请求攻击泛滥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多尺度特征融合的检测方法。首先从单
词级和字符级两个尺度对 HTTP 请求进行建模，然后使用卷积神经网络提取其高阶语义特征；再借助多尺度特征融
合技术，学习 HTTP 请求的多尺度公共向量表示；最后使用线性分类器进行分类。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性能在 HTTP
CSIC 2010 数据集和 WAF 真实数据集上优于现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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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d a multiscale feature fusion approach for malicious HTTP request detection. Firstly, it modeled
the HTTP request in both word-level and character-level. Secondly, it extracted the high level sematic information in HTTP
request by using a specially designe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 Thirdly, it jointly learnt the multiscale
representation for HTTP request with the help of multimodal learning techniques. Finally, it adopted a linear classifier for
classification. Experiments on public HTTP CSIC 2010 dataset and WAF dataset show it has large improvement on the
performance against existing state-of-the-ar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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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快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便
利的同时，也为个人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新的挑战。
当前，针对 Web 系统的攻击手段层出不穷，给广大网络用户
和企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如何快速、准确地监测和识别 Web 攻击行为的关键在于理解
HTTP 请求内容，从中识别出恶意 HTTP 请求并且阻止其运
行。
常见的恶意请求检测系统和方法可以分为三个类：基于
规则，基于统计分析，基于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Denning[1]
首先提出基于专家知识的入侵检测系统，这种技术针对已知
攻击模式，人工设计、维护规则库和策略模板。对于常见且
特征突出的恶意请求来说，基于规则的检测方法准确率较高，
但面对新型攻击模式时则表现不佳。Krügel 等人[2]提出了一
种检测异常网络流量的统计处理单元，更具体地说，基于请
求类型、请求长度、请求内容的分布等三个统计特征来计算
请求的分数，系统管理员根据此分数设置阈值来过滤恶意、
异常行为。基于统计分析的恶意请求检测技术可以自适应学
习用户的行为，但也容易被攻击者绕过，并且不恰当的阈值
可能会导致大量漏报、误报产生。汪生等人[3]首先使用模糊
SVM 对原始流量数据进行粗二分类，接着将攻击样本采用
DBscan 模型再次进行细粒度的多类别聚类，从而得到攻击样
本的具体类别。Smitha 等人[4]使用一系列机器学习算法，结
合最小冗 余最大 相关性 (mRMR)特征选择策 略， 在 HTTP
CSIC 2010 数据集[5]上取得了不错的检测效果。虽然机器学

习算法相较于基于规则、基于统计分析的方法有一定的提升，
但它们的缺点在于需要借助大量专家知识，手工从 HTTP 请
求中提取特征，费时费力。
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成果显著，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到恶意请求检测领域是大势
所趋。李佳等人[6]提出了直接将 HTTP 请求字符转换为 ASCII
编码作为其向量表示，同时结合若干统计特征，使用具有混
合结构的多层神经网络进行分类的方法。Zhang 等人[7]在训
练过程中通过 Embedding 层学习 HTTP 请求的单词级向量表
示，然后使用 CNN 进行分类检测。Liang 等人[8] 首先使用
LSTM 和 GRU 无监督地学习正常 HTTP 请求的单词级特征，
然后再训练一个用于分类的多层感知机。Liu 等人[9]提出了基
于 HTTP 请求字符级向量表示及 LSTM 的端到端的检测方
法。以上研究只使用了 HTTP 请求单一尺度的特征，即对请
求只进行单词级建模或者只进行字符级建模，并没有考虑同
时使用多个尺度的特征。
受到 Zhen 等人[10]提出的深度有监督跨模态检索框架的
启发，本文借鉴多模态学习技术，利用多模态视角来提升分
类性能，挖掘 HTTP 请求不同尺度特征之间的互补特性，提
出基于多尺度特征融合的恶意 HTTP 请求检测方法。该方法
从单词级和字符级两个尺度对 HTTP 请求进行建模，使用
CNN 分别提取单词级和字符级高阶语义特征，然后通过语义
特征融合子网络学习请求的多尺度公共向量表示并最终用于
线性分类器分类。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的分类性能优于现有
方法，并且能够学习到有表达力和判别力的 HTTP 请求多尺
度公共向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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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进行单词级的分词处理。请求查询字符串一般由若干键
值对组成，每个键值对之间由符号“&”分隔，而每个键值对
本文将 HTTP 请求样本视为含有一定语义的文本字符串， 的键与值之间由符号“=”连接。因此，可以以“&”、“=”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NLP)中文本分类
及其他特殊符号为分隔符，将请求查询字符串划分为若干单
思路，同时结合多模态学习(multimodal learning)技术，提出
词和符号序列。例如，图 2 中的请求样例经单词级分词处理
了一种基于多尺度特征融合的恶意 HTTP 请求检测方法。总
后得到序列(“doc”,“test”,“html”，
“bookID”，
“12345”，
体框架如图 1 所示，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a) HTTP 请求文
“author”，
“Tan”，
“Ah”，
“Teck”)。将数据集中所有请求样
本向量化模块，分别得到 HTTP 请求的单词级与字符级的向
例都进行单词级分词处理后，得到此数据集的单词级语料库。
2)向量化
量表示；b) 语义特征提取模块，使用 CNN 进一步提取 HTTP
请求向量表示中的高阶语义特征；c) 语义特征融合模块，由
传统的文本向量化方法如 One-hot 编码，可以将每个单
多个全连接层组成，将 HTTP 请求的单词级与字符级这两种
词表示为只有一个元素为 1，其余元素为 0 的稀疏向量。Onehot 编码计算简单，一定程度上对特征进行了扩充；然而，它
不同尺度的高阶语义特征映射到一个公共向量空间；d) 分类
模块，使用 softmax 线性分类器计算分类结果，即将 HTTP 请
并没有考虑单词与单词之间的联系，任意两个单词之间是孤
求样本分类为恶意或正常。
立的，无法表达不同单词组合所蕴涵的语义信息。当语料库
规模很大时还会产生维度爆炸问题。word2vec[11]是当前自然
语言处理领域较为常用且有效的文本向量化技术。word2vec
基于分布假设理论，不同的单词如果出现在相同的上下文环
境中会有相似的语义，即具有相似语义的单词的向量表示之
间的距离比较小，单词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其向量表示的运算
来表达。
HTTP 请求文本与普通文本字符串类似，其中蕴涵的语
图 1 总体框架
义信息同样可以使用 word2vec 来捕获。word2vec 中的 skipFig. 1 Overview of the framework
gram 模型用目标单词预测其上下文单词出现的概率，训练得
1.1 HTTP 请求文本向量化
到的词向量与其他语言模型相比更加准确，因此，在恶意
HTTP 请求检测这一任务中本文采用 Skip-gram 模型来学习
一个完整的 HTTP 请求由请求头部、空行、请求消息体
HTTP 请求的向量表示。
构成，本文中只提取 HTTP 请求头部中的 URL 路径及请求
消息体进行检测，称之为“请求查询字符串(request query
具体地，首先以步骤 1)构造的单词级语料库作为输入，
string)”，用它来代表整个 HTTP 请求样本。请求查询字符串
使用 skip-gram 模型训练出一个单词级的语言模型；对于
HTTP 请求样本中的每个单词，找到其在这个单词级语言模
一般由大小写字母、数字、特殊符号组成，它通常具有这样
的键值对结构：
型中对应的单词级词嵌入(embedding)；将 HTTP 请求样本中
/path?key1=value1&key2=value2&key3=value3...
的每个单词的单词级词嵌入纵向堆叠起来，则得到整个
HTTP 请求的单词级二维向量表示。
以图 2 所示的 HTTP 请求为例，本文方法只从中提取出
1.1.2 HTTP 请求的字符级向量表示
请 求 查 询 字 符 串 “/doc/test.html?bookID=12345&author=
Tan+Ah+Teck”，因为它已经包含了该 HTTP 请求的关键信息。
1)分词
要获得 HTTP 请求文本的字符级向量表示，首先要将
HTTP 请求进行字符级的分词处理。与单词级分词不同，字
符级分词只需要简单地将请求查询字符串将划分为单个字符
组成的序列。例如，图 2 中的 HTTP 请求样例经字符级分词
处理后得到序列(“d”，“o”，“c”，“t”，“e”，…，“A”，“h”，
“T”，“e”，“c”，“k”)。将数据集中所有请求样例都进行字符
图 2 HTTP 请求样例
级分词处理后，得到此数据集的字符级语料库。
Fig. 2 Example of HTTP request
2)向量化
HTTP 请求的字符级向量化与单词级向量化类似。首先
请求查询字符串中各种字符的使用和出现顺序往往隐含
了一定的语义信息，能够直接反映请求发起者的意图，对检
以字符级语料库作为输入，训练出一个字符级的语言模型；
测结果起决定性作用。例如，请求查询字符串
对于 HTTP 请求样本中的每个字符，找到其在这个字符级语
“getpage.php?home=../etc/passwd”是一个典型目录遍历攻击， 言模型中的对应字符的字符级词嵌入；将请求查询字符串中
因为它企图访问服务器中“etc/passwd”这一与用户密码存储
的每个字符的字符级词嵌入纵向堆叠起来，则得到整个
HTTP 请求的字符级二维向量表示。
相关的路径；
“vciar.jsp?B2=Vacar+%27%3B+DROP+TABLE+
usuario+SELECT+*+FROM+dato+WHERE+nombre+LIKE ”
1.2 语义特征提取
CNN 是大多数计算机视觉系统的核心技术，它通过使用
则构成了一个 SQL 注入攻击，因为它企图修改服务器数据
库，非法获取敏感数据。因此，使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神经
多个不同尺度的卷积核来提取图像像素之间的局部相关性。
网络语言模型来无监督地学习 HTTP 请求中的这些语义信息， 近些年来，CNN 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恶
并将其向量化，方便后续进行进一步高阶特征提取及分类任
意 HTTP 请求检测也可以被视为自然语言处理中一种特殊的
务。接下来分别介绍 HTTP 请求文本的单词级和字符级向量
文本分类任务。HTTP 请求的单词级和字符级二维向量表示
表示学习方法。
与图像的像素矩阵类似，受文献[12]的启发，本文构建了特殊
1.1.1 HTTP 请求的单词级向量表示
的 CNN 模型，用来进一步从中提取高阶语义特征。其模型结
1)分词
构如图 3 所示，它主要包含 4 个卷积层(当模型输入为单词级
要获得 HTTP 请求的单词级向量表示，首先要将 HTTP
向量表示时，有 3 个卷积层)和 1 个全连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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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其中 W 为 HTTP 请求的单词级语义特征向量，C 为字符级语
义特征向量， (·) 为映射函数，用于将原始向量映射到再生希
尔伯特空间中。
1.4.2 公共空间损失
为了使得在公共向量子空间中，相同类别的 HTTP 请求
的向量表示更加接近，而不同类别 HTTP 请求的向量表示更
有区分度，参考文献[10]，本文使用公共空间损失 2 直接度
量在公共向量子空间两种不同尺度的所有请求样本的判别损
失：

语义特征提取子网络结构

Architecture of sematic feature extraction network

语义特征提取子网络的输入是 HTTP 请求的单词级或字
符级二维向量表示，对每个卷积层的输出都使用 Relu 激活函
数激活，并进行最大池化，最后的全连接层输出每个 HTTP
请求对应的一维的原始高阶语义特征向量。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个卷积层的卷积核宽度与 HTTP 请求中各个字符或单词
的向量表示的维度一致，同时，每个卷积层的卷积核只在请
求文本的二维向量表示的垂直方向滑动遍历。这样做的目的
是保证 CNN 进行卷积操作时的最小粒度为单词级或字符级，
并且能捕获多个连续单词或连续字符之间蕴涵的类似“Ngram”特征的语义信息。此外，宽通道可以让每个卷积层学
习到更加丰富的特征，增强模型的表达能力。
1.3 语义特征融合
HTTP 请求的单词级向量表示和字符级向量表示从不同
角度和颗粒度描述同一个 HTTP 请求样本，它们分布在不同
的向量空间，具有不同的统计属性。如何同时充分利用 HTTP
请求两种不同尺度向量表示中的有效语义特征是提高分类性
能的关键。常见的特征级融合方法如将多个特征向量串行拼
接或直接相加虽然操作简单高效，但作用于不同尺度的特征
向量时会带来信息丢失。借鉴多模态学习的思想，利用 HTTP
请求单词级和字符级向量表示的互补性，去除它们之间的冗
余性，可以学习到更有表达力和判别力的多尺度向量表示，
获得更好的检测结果。
本文提出的语义特征融合子网络由两个全连接层组成，
目的是使 1.2 节中学习到的属于不同尺度的单词级与字符级
高阶语义特征向量相互作用，并映射到一个公共向量子空间，
使得这两种语义特征向量的分布尽可能趋于一致。具体地，
将这两种不同尺度的语义特征先后输入至全连接层，强迫它
们共享全连接层的权值，结合相关损失函数，最小化属于相
同类别(恶意或正常)但不同尺度的语义特征向量之间的距离，
同时最大化属于不同类别语义特征向量之间的距离。
1.4 目标函数
本文提出的基于多尺度特征融合的恶意 HTTP 请求检测
方法在模型训练阶段有三个训练目标：a) HTTP 请求的单词
级与字符级高阶语义特征；b) 一个使得来自不同尺度但相同
类别的 HTTP 请求的向量表示更接近的公共向量子空间；c)
HTTP 请求的类别标签。本文使用三个不同损失函数对它们
进行联合优化学习。
1.4.1 多尺度不变性损失
为了保证多尺度特征的不变性，需要最小化来自不同尺
度但相同类别的所有 HTTP 请求样本的向量表示之间的距离。
具体地，本文使用 MMD(Maximum Mean Discrepancy，最大
均值差异)来最小化 HTTP 请求的单词级与字符级语义特征
分布之间的距离，以消除这两种尺度特征之间的差异。MMD
是迁移学习，尤其是域适应(Domain adaption)中广泛使用的
损失函数，它度量在再生希尔伯特空间中两个向量分布的距
离。因此，HTTP 请求的单词级和字符级的高阶语义特征的
MMD 多尺度间不变性损失ℒ1 可以定义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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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Γi , j = 1 2 cos ( wi , c j ) ， i , j = 1 2 cos ( wi , w j ) ， θi , j = 1 2 cos ( ci , c j ) ， w 和
c 分别是单词级和字符级 HTTP 请求在公共子空间中对应的
向量表示； cos (?) 计算两个向量之间的余弦相似度； Sijuv 是一
个指示函数，当 u 和 v 为类别相同的公共子空间向量表示时
值为 1，否则为 0。式(2)中第一项用来衡量不同尺度的公共
向量表示的相似度，第二项衡量所有单词级公共向量表示的
相似度，第三项衡量所有字符级公共向量表示的相似度。因
此，公共空间损失 2 可以合理地计算 HTTP 请求的单词级和
字符级语义特征经公共向量子空间映射得到的公共向量表示
的相似度。
1.4.3 分类损失
本文使用分类问题中常用的交叉熵损失来衡量最终的分类效
果，可以定义为
(3)
3 = CrossEntropy ( y,?pw ) + CrossEntropy ( y,?pc )
其中 CrossEntropy (·) 为交叉熵损失函数， y 为样本真正的标签，
pw 为单词级公共向量表示经线性分类器计算后预测的样本
标签， pc 字符级公共向量表示预测的样本标签。
结合公式(1)~(3)，得到了最终的目标函数：
=  1 + 2 + 3
(4)
其中超参数  和  为损失权重系数。最后使用 Adam 算法优
化公式(4)。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本章从以下三个角度对本文提出的基于多尺度特征融
合的恶意 HTTP 请求检测方法进行评测：1)本方法的能否取
得令人满意的性能表现，特别是在真实网络环境下？2)本方
法中训练过程使用的三个损失函数的有效性如何？3)本方法
能否从 HTTP 请求学习到有判别力的特征及向量表示？
2.1 数据集
2.1.1 HTTP CSIC 2010 数据集
HTTP CSIC 2010 数据集[5]是由西班牙研究委员会(CSIC)
信息安全研究所编制，由 36000 条正常 HTTP 请求样本和
25000 条恶意 HTTP 请求样本组成。其中，它包含如 SQL 注
入、文件披露、信息收集、跨站脚本、参数窜改、非法用户
行为等多种攻击类型。它主要用于测试网络攻击保护系统，
是恶意请求检测领域被广泛使用的通用数据集。
2.1.2 WAF 真实数据集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的方法在现实场景中的有效性
和通用性，本文还在 WAF 真实数据集[13]进行测试。它由网
络安全研究人员从真实网络流量中收集并发布在 Github 上。
经过数据清洗和预处理后从中随机选择 50000 条正常 HTTP
请求样本和 46938 恶意 HTTP 请求样本构造数据集。
2.2 评价指标
本文使用了异常检测领域中常用的几个评价指标进行量
化分析，分别是：误报率(False positive rate，FPR)，召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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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positive rate，TPR)，准确率(accuracy，ACC)。
2.3 对比方法
本文将所提出方法分别与当前领域中较新且效果较好的
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具体描述如下：
a) SVM/LR[4]。基于 SVM/LR 的 Web 入侵检测方法，使
用 mRMR 进行特征提取。
b) C4.5[14]。基于词频的决策树模型，并且使用了 HTTP
请求中的长度、特殊表达式作为特征。
c) RE[15]。正则匹配异常检测模型，使用图分割和动态规
划技术来获取正则表达式。
d) FSWAF[16]。一个 WAF 系统，基于关联性分析和 mRMR
进行特征选择，并使用多个机器学习分类器进行分类。
e) Word-CNN[7]。单词级 CNN 模型，使用 Embedding 层
随机初始化 HTTP 请求的单词级向量表示，并在训练过程中
更新。
f) AB-LSTM/AB-GRU[8]。基于 LSTM/GRU，首先只使用
正常 HTTP 请求进行无监督训练，然后再用 LSTM/GRU 的
输出训练一个分类器。
g) PL-LSTM [9]。端到端的基于 LSTM 的恶意请求检测方
法，使用了预训练的字符级向量表示。
2.4 HTTP CSIC 2010 数据集结果与对比
本方法及基线方法在 HTTP CSIC 2010 数据集上的实验
结果如表 1 所示。由于这些基线方法没有公布源代码，也不
知道它们训练与测试时的数据划分情况，因此，本文统一汇
报这些基线方法在其原始论文中的最佳结果。从表 1 可以看
出，前五个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取得比较接近的效果；而基
于词嵌入的深度学习方法，如 PL-LSTM，AB-LSTM，AB-GRU
及本方法性能均优于机器学习方法，这说明了词嵌入能够从
HTTP 请求中捕获有效的语义信息。在几个基于深度学习的
方法中，Word-CNN 的性能明显差于其他方法，主要原因是
因为它使用的 HTTP 请求的向量表示是随机生成的，这其中
并没有包含关于 HTTP 请求的先验知识。AB-LSTM 和 ABGRU 由于使用了预训练的单词级请求词嵌入，并且在训练过
程对其进行优化更新，因此性能优于在训练过程中固定权重
的 PL-LSTM。
表1
Tab. 1

在 HTTP CSIC 2010 数据集的结果
Performance on HTTP CSIC 2010 dataset

Method

FPR

TPR

ACC

C4.5

-

96.3

96.26

SVM

-

95

97

LR

-

97

92

FSWAF

2.15

98.02

-

RE

4.34

94.46

-

Word-CNN

1.37

93.35

96.49

PL-LSTM

-

97.79

96.13

AB-LSTM

0.79

97.56

98.42

AB-GRU

1.55

97.2

97.88

本文方法

0.20

98.65

99.34

本文提出的方法在不依赖专家知识和不需要人工提取特
征的情况下，性能优于所有基线方法，准确率达到 99.34%，
召回率达到 98.65%，而误报率只有 0.2%。本文方法之所以
有效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使用 Skip-gram 语言模型从
单词级和字符级两个尺度对 HTTP 请求进行建模，能够有效
地保留 HTTP 请求中隐含的丰富的语义信息；2)构造的语义
特征提取子网络和语义特征融合子网络能够有效地提取
HTTP 请求的单词级和字符级高阶语义特征，并且通过多尺
度特征融合的方式得到更有表达力和判别力的 HTTP 请求公
共向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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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消融实验
由于 HTTP CSIC 2010 数据集是人工构造出来的，同时
包含一些拉丁字符，与当前网络环境中的攻击流量有一定差
距。为了验证本方法在现实网络环境中的表现，余下实验评
测都在 WAF 真实流量数据集上进行。
2.5.1 多尺度公共向量表示有效性分析
本文从单词级和字符级两个尺度对 HTTP 请求进行建模，
并且在训练过程中对这两个尺度的语义特征进行联合学习，
得到 HTTP 请求在公共向量子空间的多尺度公共向量表示。
为了验证其有效性，本实验中将模型分解，构造了三个模型
变体：W-CNN(只使用单词级请求向量表示)、C-CNN(只使用
字符级请求向量表示)、WC-CNN(将单词级和字符级请求向
量表示直接相加)，与本文方法在 WAF 真实数据集进行对比。
由表 2 所示的消融实验结果可以看出：W-CNN 性能最差，可
能是由于以“&”、
“=”等符号作为分隔符的分词的策略比较
粗糙，对 HTTP 请求文本进行了不合理的切割，导致学习到
的单词级向量表示不够准确；W-CNN 和 C-CNN 这两个只利
用了单一尺度语义信息的模型总体来说性能不如其他两个利
用多个尺度语义信息的模型；WC-CNN 将 HTTP 请求的两种
尺度的向量表示简单相加，综合一部分跨尺度语义信息，但
不同尺度特征之间没有产生交互，丢失了一部分各个尺度特
有的语义信息。而本文方法同时从单词级和字符级两个尺度
对 HTTP 请求进行建模，并且在训练过程中将两个尺度特征
进行了有效的交互和融合，学习到 HTTP 请求的多尺度公共
向量表示，在 WAF 真实数据集取得了最好的分类性能：误报
率只有 0.03%，召回率达到 99.92%，准确率达到 99.95%。这
样的表现也充分说明了本文方法对复杂的真实网络攻击有良
好的泛用性和鲁棒性，可以在真实生产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
表2
Tab. 2

不同尺度向量表示在 WAF 真实数据集的结果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modal representation on WAF dataset
Method

FPR

TPR

ACC

W-CNN

0.48

97.44

98.52

C-CNN

0.06

99.92

99.91

WC-CNN

0.07

99.93

99.93

本文方法

0.03

99.94

99.95

2.5.2 损失函数有效性分析
本文在训练过程中使用了三个损失函数对模型进行联合
优化学习，使得不同尺度但相同类别的 HTTP 请求的向量表
示更加接近。本节进一步评测和分析各个损失函数对模型性
能的影响，构造了本文方法的变体：V1(不使用多尺度不变损
失 L1)、V2(不使用公共空间损失 L2)，及 V3(使用全部损失
函数)。它们在 WAF 数据集上表现如表 3 所示。可以观察到，
当使用全部三个损失函数时取得最好的性能，这意味着它们
都对最终的检测结果有贡献。V3 各个指标都领先 V1，证明
多尺度不变性损失 L1 能够有效消除不同尺度特征间的差异。
V2 稍差于 V3，证明公共空间损失 L2 对于融合多尺度语义特征
的重要性。以上结果和分析表明，这三个损失函数对于融合不
同尺度 HTTP 请求的向量表示，提高分类性能确实有效。
表3
Tab. 3

各损失函数在 WAF 真实数据集的结果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loss functions on WAF dataset

Method

FPR

TPR

ACC

V1

0.05

99.91

99.93

V2

0.04

99.93

99.94

V3

0.03

99.94

99.95

2.6 多尺度公共向量表示可视化
为了直观地观察本文方法学习到的 HTTP 请求的多尺度
公共向量表示是否具有区分度，本节使用 t-SNE[17]将 WAF 真
实数据集的测试集样本映射到二维向量空间并可视化，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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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示。可以观察到，恶意请求样本与正常请求样本明显地
区分开来，绝大部分恶意请求样本分布在图的中部，正常请
求样本分布在图的四周；只有少数几个恶意请求样本与正常
请求样本重叠。这充分说明本文提出方法能够学习到具有良
好的表达力和判别力的 HTTP 请求多尺度公共向量表示，进
而提高分类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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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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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公共向量表示可视化

Visualization of multiscale representation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基于多尺度特征融合的恶意 HTTP 请求检测
方法，将 HTTP 请求视作具有一定语义的字符串，从单词级
和字符级两个尺度对 HTTP 请求文本进行建模，使用 CNN 提
取高阶语义特征后，再通过多尺度特征融合技术学习其多尺
度公共向量表示，最终用于分类检测。多个对比实验表明，
本文提出方法在 HTTP CSIC 2010 数据集和 WAF 真实数据集
上表现优秀，同时能够学习到有判别力和表达力的 HTTP 请
求向量表示。下一步工作将继续探讨更有效的多尺度特征融
合方法，寻找性能更好的分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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