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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当前网络入侵检测技术由于特征冗余引起的检测效率低和准确率低等问题，将一种融合杜鹃搜索的

灰狼优化算法应用于网络入侵检测的特征选择中，旨在减少特征冗余，进而提高网络入侵检测的性能。首先，在
每次迭代过程中采用杜鹃搜索算法中的莱维飞行机制对适应度值最好的3只灰狼的位置进行扰动，避免在搜索
最优解的过程中陷入局部最优。然后，采用灰狼优化算法的更新机制来更新灰狼的位置信息，使狼群朝着猎物的
方向聚集。最后，根据预先设定的概率值对狼群的位置进行随机更新，迫使狼群在不断逼近猎物的过程中，能随
机地跳出局部最优，从而提高灰狼优化算法在网络入侵检测特征选择中的全局搜索能力。使用网络入侵检测
NSL-KDD测试集进行验证实验，并与灰狼优化算法、杜鹃优化算法以及传统的信息增益算法从特征选择的角度
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将融合杜鹃搜索的灰狼优化算法应用于网络入侵检测的特征选择时，分类准确率及特征子
集的选择都取得较好的效果。融合杜鹃搜索的灰狼优化算法在全局搜索能力方面有较为显著的提升，将其应用
于特征选择中，可以有效地提高网络入侵检测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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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Improved Grey Wolf Optimizer Algorithm Integrated with Cuckoo Search to
Feature Selection for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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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ow detection efficiency and low accuracy caused by feature redundancy in current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 improved Grey Wolf Optimizer algorithm integrated with Cuckoo Search was applied to feature selection for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which aimed at reducing the feature redundancy and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First, the Levy
flight mechanism in the Cuckoo Search algorithm was adopted to disturb the position of three grey wolves with the best fitness values, which
avoided the local optimum in the process of searching the optimal solution. Then, the updating mechanism of the Grey Wolf Optimizer algorithm
was utilized to update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grey wolves, ensuing these wolves could gather in the direction of their prey. Finally, the location of the grey wolf group was randomly updated according to the predetermined probability value. Hence, the grey wolf group could randomly
jump out of the local optimum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approximation of the prey, which improved the global-search ability of the Grey Wolf
Optimizer algorithm in feature selection for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The NSL-KDD dataset in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was used for the
verification, and the Grey Wolf Optimizer algorithm, the Cuckoo Search algorithm and th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Gain algorithm were compared
in the experiments from the viewpoint of feature selec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applying the improved Grey Wolf Optimizer algorithm integrated with Cuckoo Search to feature selection for network intrusion detection, it could achieve good results in both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the selection of feature subsets. In summary, the improved Grey Wolf Optimizer algorithm integrated with Cuckoo Search
had a relatively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ability of global search,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eature selection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er收稿日期:2017 – 08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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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计算机和网络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中融合莱维飞行机制对种群进行位置的扰动更新，

面。然而，随着黑客和网络恐怖组织发动的网络攻击

使算法避免陷入局部最优。采用网络入侵检测测试

在不断的增加，使得网络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为了保

集与现有的标准算法及传统算法进行对比实验，以

证网络的安全运行，网络入侵检测已成为近年来的

验证该算法在网络入侵检测特征选择中的有效性。

研究热点。
由于网络入侵检测数据集的特征数量较多，使
得入侵检测的时间效率和检测的准确率下降。因此，
特征选择成为提升网络入侵检测性能的一个重要手
[1]

段 。对此国内外学者做了许多研究

[2–4]

1 基础算法
1.1 灰狼优化算法
GWO算法源自于自然界中的灰狼种群的捕食机

，比如传统

制与灰狼种群的等级制度。一般来说，灰狼的种群数

的特征选择方法（相关性特征选择、信息增益等）、群

量被控制在5到12只之间，它们有着严格的等级划

体智能优化算法（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杜鹃搜索

分。在灰狼的种群中主要划分有α、β、δ、ω这4种等

算法等）等来解决网络入侵检测的特征问题。李安等[5]

级。其中，α灰狼为领导阶层，负责领导种群中其它灰

提出将自适应遗传算法与信息增益相结合的特征选

狼的行动。β灰狼为第二阶层，负责帮助领导阶层的

择方法应用于网络入侵。袁开银等 [6]提出一种混合粒

灰狼制定各种决策和活动行为。δ灰狼为第三阶层，

子群算法选择特征的入侵检测模型。虽然这些算法

它们听从α和β灰狼的命令，并且对下级灰狼进行管

已经广泛的应用，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有待改进。

理。ω灰狼则为种群中的最低层。在实际问题中，α、

灰狼优化（grey wolf optimizer，GWO）算法是

β、δ对应的是适应度最好的3个解。

Mirjalili等 [7]于2014年提出的一种智能优化算法。近

灰狼种群的猎食行为主要分为以下3个阶段。

年来，GWO算法已被广泛应用在各领域中。吕新桥

1）包围猎物阶段

等 [8]将改进后的混合GWO算法用以解决置换流水线

灰狼包围猎物的行为由式（1）和（2）表示：

调度问题，通过引入局部搜索策略，提高了算法的收

D = |C · XP (t) − X (t)|

（1）

应用到多目标优化中。王钛等 [10]提出了离散GWO算

X(t + 1) = Xp (t) − A · D

（2）

法，并用该算法求解以Kapur分割函数为目标函数的

其中， t为算法当前迭代的次数， A和 C 是系数向量，其

敛能力。毛森茂等 [9]通过对GWO算法改进，使之能够

全局优化问题。Seth等

[11]

将GWO算法应用到入侵检

计算方式如式（3）和（4）所示：

测领域中，使用二进制GWO算法解决数据集的特征
选择问题。Emary等 [12]将GWO算法应用于特征选择
领域，使用UCI数据集作为实验数据并与传统的粒子
群和遗传算法进行了对比。
鉴于GWO算法具有良好的寻优性能，比较适合
应用于特征选择问题。然而， GWO算法在处理数据
维数较多的问题时，容易陷入局部最优，搜寻到的解
往往并不理想 [13]。而杜鹃搜索（cuckoo search，CS）算
法是Yang等 [14]在2009年研究杜鹃的繁殖行为时，结
合莱维飞行（Levy flights）特征提出的一种群智能优
化算法。Jiang等

[15]

提出一种用于特征选择的改进的

二进制杜鹃搜索算法。Aziz等

[16]

提出将杜鹃搜索算

法与粗糙集理论结合在名义数据集中进行特征选
择。Raj等

[17]

提出基于粒子群和杜鹃搜索优化的特征

选择方法，来改善网页的分类。
因此，结合网络入侵检测数据集特征维数较多

A = 2 · a · r1 − a

（3）

C = 2 · r2

（4）

其中， a的值随着算法迭代次数的增加从2到0之间线
性减少， r1和 r2 是[0，1]之间的随机向量。
2）狩猎阶段
当灰狼发现猎物的位置时，狼群会逐渐包围猎
物。通常假设α、β、δ灰狼在狩猎过程中知道猎物的位
置，狼群会根据它们的位置利用式（5）～（7）和（8）进
行位置更新。
X(t + 1) =

X1 + X2 + X3
3

（5）

X1 = |Xα − A1 · Dα |

（6）

X2 = Xβ − A2 · Dβ

（7）

X3 = |Xδ − A3 · Dδ |

（8）

的特点，将一种融合杜鹃搜索的灰狼优化算法应用

其 中 ： 式 （ 5） 表 示 灰 狼 X 在 算 法 第 t + 1代 时 的 位 置 ；

于网络入侵检测的特征选择中，该算法在迭代过程

Xα 、 Xβ、 Xδ代表的是在狩猎过程中α、β、δ灰狼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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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问题的最优的3个解。式（6）、（7）和（8）中的 A1、

有工作 [18]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GWO算法与CS算法

A2 、 A3 由 式 （ 3 ） 计 算 得 出 。 Dα 、 Dβ 、 Dδ 的 定 义 如 式

的融合思想，在GWO算法对位置的更新方式中融入

（9）、（10）和（11）所示，其中 C1， C2 ， C3 由式（4）计算

CS算法中出现的两次扰动过程，结合CS算法的莱维

得出。

飞行模式和对鸟巢位置随机更新的特点，最终将改
Dα = |C1 · Xα − X|

（9）

Dβ = C2 · Xβ − X

（10）

Dδ = |C3 · Xδ − X|

（11）

进后的融合杜鹃搜索的灰狼优化（CS-GWO）算法应
用于网络入侵检测的特征选择中。
2.1 编码方式
由于标准的GWO算法是用于求解连续变量问

3）攻击猎物阶段

题，而特征选择是一个典型的离散空间的组合优化

当灰狼停止移动的时候便开始攻击猎物。 a的值

问题，无法直接使用标准的GWO算法。因此，有效的

随着算法迭代次数的增加而不断减少，其值的更新
如式（12）所示：

(
a = 2−2

t

)

T max

作为待寻优变量，每只灰狼的位置对于一个可行解，
对灰狼的每一维采用二进制方式编码，由于数据集

由式（12）可知，收敛因子 a是随着迭代次数的增
加从2到0之间线性减少的。
1.2 杜鹃搜索算法
CS算法具有搜索路径优以及全局搜索能力强的
特点，可以用来改进GWO算法容易陷入局部最优的
不足。
杜鹃鸟的繁殖行为比较特殊，它不自己孵化后
代，而是通过将卵产入其它鸟巢，借助其他鸟为其孵
化养育后代。这种繁殖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鸟巢
主人可能会发现这些外来鸟蛋，于是会将其抛弃或
重新筑巢。CS算法中的莱维飞行是自然界中许多动
物和昆虫的一种典型的随机游走的方式，游走的步
长满足重尾分布。
杜鹃鸟寻找鸟巢的位置进行更新，如式（13）所示：
（13）

其中， xi (t + 1) 为第i 个鸟巢更新后的位置， α > 0 为控
制步长的变量，L (λ)为代表莱维分布随机数，如式（14）
所示：
L ∼ u = t−λ , 1 < λ < 3

设狼群中的灰狼数量为 m，原始数据集的特征数
量为 d ，对于需要优化的特征选择问题，以适应度值

（12）

其中，T max 代表的是最大迭代次数。

xi (t + 1) = xi (t) + α ⊕ L (λ) , 1 < i ≤ n

编码是GWO算法应用于特征选择的关键步骤之一。

的特征数量为 d ，因此狼群的位置矩阵为一个m × d 维
的0，1二进制矩阵，如矩阵G 所示。

 G11 G12 · · · G1d
 G21 G22 · · · G2d
G =  .
..
..
..
 ..
.
.
.

Gm1 Gm2 · · · Gmd





 。



矩阵 G 中，Gm1 ,Gm2 , · · · ,Gmd 为狼群中各灰狼每一
维度的编码。由于数据集的特征数量为 d ，因此，每只
灰狼有 d 个二进制编码，其中，“0”为该只灰狼所代
表的可行解不选择该特征，“1”为该只灰狼所代表的
可行解选择该特征。
2.2 初始种群的生成
为了保证初始灰狼种群的多样性，通过随机的
方式来对种群中的灰狼个体进行初始化，初始化公
式如式（15）、（16）所示：
{
Gi j =

Gi = [Gi j ], 1 ≤ i ≤ m, 1 ≤ j ≤ d
（15）
0, if rand < 0.5;
1 ≤ i ≤ m, 1 ≤ j ≤ d（16）
1, if rand ≥ 0.5

其中， Gi 为狼群G 中第i 只狼， Gi j 为第 i 只狼的第 j 维特
（14）

2 融合杜鹃搜索的灰狼优化算法
在迭代过程中，GWO算法始终跟随α、β、δ灰狼

征。对于每只灰狼Gi的每一维特征Gi j ，当生成的随机
数小于0.5时，将这一维置为0，其它情况置为1。
rand 是区间[0，1]上的随机数。

2.3 适应度函数

对狼群的位置进行更新，导致其全局搜索能力较弱，

适应度函数又称评价函数，它用于评判种群中

容易陷入局部最优。特别地，在应用于网络入侵检测

每只灰狼的适应度值。在网络入侵检测领域中，适应

领域时，由于数据集的维数较高，GWO算法更容易

度与2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分类的正确率，另一个是

出现局部最优问题。而CS算法结合莱维飞行模式寻

所选用的特征数量。根据适应度值可以选出适应度

找鸟巢并且根据预先给定的概率 Pa 随机地对鸟巢位

较高的3只灰狼，由它们指引狼群的位置更新，使狼

置进行更新，这使得它很容易从当前的区域跳入到

群朝着猎物的方向移动。选用的适应度函数如式

其它区域，全局搜索能力较强。因此，本文尝试在已

（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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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信息，使狼群朝着猎物的方向聚集。
第三步，根据预先设定的概率值 Pa 对灰狼种群

式中， Fi 为第i 只灰狼所代表的可行解的适应度值，

的位置进行随机更新。

ac 为该可行解的分类正确率， n (i)为此可行解所选择

通过第一步和第三步分别对适应度值最好的

的特征总数，η是一个权重参数，取值为0.01。

3只灰狼和整个灰狼种群的位置进行扰动，迫使狼群

2.4 算法流程

在逼近猎物的过程中能随机地跳出局部最优，增强

基于CS-GWO的网络入侵检测特征选择流程图
如图1所示。CS-GWO算法的更新机制主要分为三步。

GWO算法在网络入侵检测特征选择中的全局搜索
能力。
对于连续问题转化为特征选择的离散问题，在

开始

此采取陈昌帅提出的转换函数 [13]，将GWO算法的更
新机制转换到二进制中。根据该转换函数，首先对狼

设定测试条件, 初始化种群
及参数

群位置的更新如式（18）所示：
(
)
Xα (t) + Xβ (t) + Xδ (t)
X (t + 1) = round
3

计算适应度值, 确定狼
α、β、δ

其中， Xα (t)， Xβ (t)， Xδ (t)的计算如式（19）～（23）所示：
Xi (t) = [x j ], i = α、β、δ, 1 ≤ j ≤ d
{

Levy 飞行更新狼的位置

xj =

否

是
利用式 (16) 更新狼群位置

（19）

0, if rand < S (Xi (t)) ;
i = α 、β 、δ , 1 ≤ j ≤ d
1, if rand ≥ S (Xi (t))
（20）

利用式 (5) 更新每只狼的位置

狼群是否被发现 (Pa)

（18）

S (Xα (t)) =

1
1+ exp (|Xα (t)|)

（21）

(
)
S Xβ (t) =

1
(

)

（22）

1
1+ exp (|Xδ (t)|)

（23）

S (Xδ (t)) =

1+ exp Xβ (t)

式（19）～（23）可以实现狼群位置在0和1之间的
更新转换。进而采用CS算法对最优α、β、δ灰狼的位置

计算适应度值

是

是否满足迭代要求
否
确定全局最优解

进行扰动，按照Rodrigues等提出的二进制变化公式[19]
进行变换，如式（24）和（25）所示：
(
)
1
S Xij (t) =
j
1 + eXi (t)
(
)
{
1, if S Xij (t) > σ;
j
Xi (t + 1) =
0, else

（24）
（25）

3 验证分析
3.1 实验环境

结束

图1
Fig. 1

CS-GWO算法的特征选择流程图
Feature selection flowchart of CS-GWO

第一步，采用莱维飞行机制对适应度值最好的
3只灰狼的位置进行扰动。
第二步，采用GWO算法的更新机制来更新灰狼

实验使用网络入侵检测NSL-KDD测试集 [20]，相
较于原始的KDD Cup 1999数据集，该数据集清除了
原数据集中的许多重复记录，改进了原数据集中存
在的一些缺陷。数据集中的每一条连接记录都可以
归类为 Normal、Probing、DOS、U2R、R2L这5种类别
之一。每一个记录都包含有41个特征，以及1个类别
标签，其中38个为数值型特征，3个为字符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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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从KDDTest.arff文件以及KDDTrain+_20

76

Percent.arff文件中随机抽取10%的数据分别作为测试

74

集和训练集。首先，需要对数据集进行预处理，将3个
适应度值/%

字符型特征映射为数值型特征。由于数据集中的
“Service”特征具有几十个不同的取值，根据先验知
识该特征会引起较大的误报，因此在实验中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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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所示，GWO算法的最佳适应度值在迭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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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5所示，柱状图表示的是算法选择的特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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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时的时间复杂度高于GWO算法和CS算法，这是

数，折线图是所对应的正确率。与未进行特征选择

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之处。

（55.107%）相比，CS-GWO算法（78.811%）、GWO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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