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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信念网络和迁移学习的隐匿 FDI 攻击入侵检测
郭方洪1 , 易新伟1 , 徐博文1 , 董

辉1† , 张文安1

(1. 浙江工业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杭州 310014)
摘 要: 成功地检测隐匿虚假数据入侵（False Data Injection, FDI）攻击是确保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关键. 然
而, 大多数工作通过建立 FDI 攻击模型来模拟真实的入侵行为, 所得到的模拟数据往往与真实数据存在一定的差
异, 导致基于机器学习的检测方法出现较差的学习效果. 为此, 针对源域中模拟样本数据量大而目标域中真实样
本标记少的特点, 提出了基于深度信念网络 (DBN) 和迁移学习的检测算法, DBN 中的受限玻尔兹曼机 (Restrict
Boltzmann Machine, RBM) 能对海量目标域无标签样本进行特征自学习, 而基于模型的迁移学习方法克服了数据
之间的差异性, 同时解决了有标签真实样本稀缺的问题. 最后, 在 IEEE 14-bus 电力系统模型上验证了所提方法的
优点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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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lthy FDI Attack Detection Based on Deep Belief Network and Transfer
Learning
GUO Fang-hong1 , YI Xin-wei1 , XU Bo-wen1 , DONG Hui1† , ZHANG Wen-an1
(1. 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14，China)
Abstract: Successful detection of False Data Injection (FDI) attacks is essential for ensuring secure power grids operation.
However, most work simulates real intrusion behaviors by establishing FDI attack models, and the simulated data obtained
is often different from the real data, resulting in poor learning effects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detection methods.
Motivated by this fact, considering the large amount of simulated sample data in the source domain and a small number of
labeled real samples in the target domain, a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Deep Belief Network (DBN) and transfer learning
is proposed. The Restrict Boltzmann Machine (RBM) in DBN can automatically extract features from a large number of
unlabeled samples in the target domain, and the model-based transfer learning method overcom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ata and solves the problem of the scarcity of labeled real samples. Finally, the IEEE 14-bus power system is employed
to show the advantage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words: Smart grid；stealthy false data injection attack；deep belief network；transfer learning；unsupervised learning

0 引

言

错误的系统运行状态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最终达到

传统电网正经历着向智能电网的巨大演变, 智

获取经济利益或者其他非法目的 [5] [6] .

能电网以集成、高速和双向通信网络为基础, 通过先

FDI 攻击目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国内外

进的传感和测量技术、先进的控制方法和大数据技

学者提出了针对 FDI 攻击的保护对策和防御方案.

术, 实现了更安全、更高效的电力管理

. 广泛的

例如文献 [7] 提出了一种基于关键传感器的保护机

通信基础设施已用于传输和监控配电系统连接点的

制, 确定了检测攻击所需的相角测量单元 (Phasor

电网运行参数. 然而, 网络的开放性也让智能电网更

Measurement Units,PMU) 最小数目及其位置, 以节省

容易受到各种恶意网络攻击, 如拒绝服务攻击 [3] 、负

大规模部署 PMU 的费用. 文献 [8] 表示 PMU 对 GPS

载重分布攻击 [4] 和隐匿虚假数据入侵 (FDI) 攻击等.

的依赖使其更容易遭受攻击. 为此,Wu 等 [9] 提出了

与其他攻击不同的是, 隐匿 FDI 攻击可以绕过坏数

一种考虑攻击行为不确定性的广义攻击分离方案.

据检测机制, 通过篡改测量数据, 使得控制中心获得

现有的大多数研究 [10] [11] 都假设攻击者拥有对整个

[1] [2]

收稿日期: 2020-10-25；修回日期: 2021-01-2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61903333); 浙江省“钱江人才”特殊急需类项目 (QJD1902010).
†
通讯作者. E-mail: hdong@zjut.edu.cn.

控

2

制

与

决

策

系统网络拓扑和参数的访问权限, 然而实际场景中

比. 实验结果表明在源域和目标域具有不同的分布

获得整个系统知识是非常困难的. 文献

则研究了

差异下, 本文所提的方法不仅能有效检测目标域中

在网络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的攻击策略, 并提出可

的隐匿 FDI 攻击, 而且其泛化性能还优于上述的三

以通过提高网络耦合度来降低被攻击的风险.

种方法.

[12]

另一方面, 在针对 FDI 攻击的检测上, 文献

[13]

将等效测量变换和最大加权残差法结合来检测 FDI
攻击. 文献 [14] 提出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 通过
训练分布式的支持向量机 (SVM) 来对隐匿 FDI 攻
击进行检测. 文献 [15] 从模糊聚类的角度出发, 运用
数据挖掘中的聚类分析方法来区分虚假数据. 在文
献 [16] 中, 针对交流系统中的 FDI 攻击, 提出了一种
小波变换和递归神经网络 (RNN) 结合的方法, 获得

1 问题描述
1.1 隐匿 FDI 攻击入侵原理
电力系统控制中心通过持续监测各个仪表上
的测量值来估计系统的实时状态. 由于系统状态在
一段时间内变化缓慢, 将潮流方程在操作点附近做
泰勒展开, 非线性的交流模型近似为线性的直流模
型 [19] , 最终可以表示为：
z = Hx + e,

了较好的检测精度. 文献 [17] 应用条件深度信念网络

(1)

(CDBN) 来识别以窃电为目的的隐匿 FDI 攻击. 文

其中 z ∈ Rm 为测量值, 包括总线电压、有功功率和

献 [18] 则提出了一种基于负荷预测的实时 FDI 检测

无功功率. x ∈ Rn 为状态变量, 包括总线电压和电

方法, 根据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偏差是否大于某一阈

压相角, e ∈ Rm 为测量噪声且 e 服从均值为 0, 协方

值来检测 FDI 攻击. 上述深度学习方法可以通过电

差矩阵为 W 的高斯分布, H ∈ Rm×n 是雅可比矩阵.

力系统中的海量数据进行训练, 有效揭示 FDI 攻击

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获得估计的状态变量 x
b [20]

特征模式. 近年来, 深度学习方法在 FDI 检测上也取

x
b = (H T W −1 H)−1 H T W −1 z.

(2)

得一定的进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 该方法有效的前提

隐匿 FDI 攻击是指攻击者通过篡改测量值实现

是训练集和测试集具有高度相似性、训练数据充足

隐藏攻击, 以欺骗电力系统控制中心, 使系统产生错

且有代表性. 由于电力系统中有标记的实际测量数

误的状态估计. 设 za = z + a 为被攻击后的测量值,

据十分稀缺, 目前绝大部分研究往往是通过建立 FDI

a 为攻击向量, 如果攻击向量 a = Hc, 其中 c 是非

注入攻击模型 [14] [17] 来获得海量模拟的正常测量数

零向量, 且与 x 具有相同维度, 此时系统状态估计值

据 (正样本) 和被攻击/篡改后的测量数据 (负样本).

x
ca = x
b + c.

然而受电网拓扑、攻击强度和测量噪声等因素的影

隐匿 FDI 攻击能够绕过坏数据检测 (Bad Data

响, 模拟样本与真实样本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通过

Detection, BDD) 机制, 因为坏数据检测残差只受测

模拟样本训练好的机器学习模型在真实样本上很可

量噪声影响, 加入攻击向量后残差 γ 基本不变, 即

能表现出较差的学习效果.
为此, 本文提出了基于深度信念网络 (DBN) 和

γ = ∥z + a − H(b
x + c)∥2

迁移学习的检测算法, DBN 中的 RBM 层能对无标签

= ∥z − H x
b + (a − Hc)∥2

样本进行特征自学习, 从海量无标签样本中得到高

= ∥z − H x
b∥2

度抽象的重要特征; 而基于模型的迁移方法则能高

= e − H(H T W −1 H)−1 H T W −1 e

(3)
2

.

效利用电力系统大数据, 克服数据之间的差异性, 挖

电网一般会在关键节点配制受保护的测量仪表,

掘不同数据集的共性, 从而解决有标签真实样本稀

这种测量仪表针对物理和网络攻击附加了额外的安

缺的问题. 具体来讲, 首先利用海量目标域无标签样

全措施, 确保数据不会被泄露. 因此, 攻击者必须确

本对 DBN 网络逐层预训练, 获得真实样本的分层特

保受保护的测量仪表在攻击向量中所对应的条目必

征表达, 再通过海量源域有标签样本再训练得到参

须为零 [21] , 才能避免被检测到. 将攻击向量 a = Hc

数共享的 DBN 网络, 随后将 DBN 网络参数迁移并对

缩减到对应的子矩阵 ar = Hr c 得到

网络结构进行调整, 最后利用少量目标域有标签样
本对适配层进行训练和全网络微调. 在 MATPOWER
和 POWERWORLD 上的 IEEE 14-bus 进行了实验验
证, 并与模拟样本训练和少量有标注真实样本微调
的 DBN 模型、ANN 和 PCA-SVM [14] 模型进行了对

Hr c = 0,

(4)

其中 Hr 是雅可比矩阵 H 的子矩阵. 当等式 (4) 只有
零解, 就意味着攻击者无法在关键节点进行 FDI 攻
击, 从而保护电网安全. 然而, 由于受保护仪表高昂
的成本, 不可能大规模部署, 防御者一般只能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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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深度信念网络和迁移学习的检测机制

关键节点实施保护.
1.2 现有检测方法的局限性

布之间的数据相关性将逐渐降低.
网络拓扑估计误差和测量噪声误差因素对模拟

由于电力系统的复杂性与攻击特征的多样性,

的攻击样本和正常样本都会造成影响, 而攻击强度

难以用传统解析的方法去构造隐匿 FDI 的攻击特征

误差因素只对模拟的攻击样本造成影响. 由于电网

与系统故障的关系. 而深度学习的方法借助海量数

不可避免的偏离最佳运行条件, 网络拓扑估计误差

据进行训练, 能有效揭示攻击特征模式, 进而对传感

和测量噪声误差一般处于具有特定范围的变化区间

器测量进行分类检测. 在电力系统中存在海量无标

之内 [23] . 设 τ 为模拟的正常样本最大误差, a+ 为注

签样本, 而有标记的攻击样本和正常样本却十分稀

入的攻击向量, 则模拟的正常测量值 z + 和被攻击后

缺, 通过在实际电网中加入攻击向量来采集样本是

的测量值 za+ 可以表示为

不现实的. 研究人员主要通过采集历史负荷和估计

z(1 − τ %) ≤z + ≤ z(1 + τ %)

网络拓扑信息来模拟电网正常运行, 然后构建攻击

z(1 − τ %) + a+ ≤za+ ≤ z(1 + τ %) + a+ .

模型来生成模拟的攻击样本和正常样本. 然而受以
下因素的影响, 模拟样本与真实样本之间难以服从

᭬䳼়ਨ䍕㦭

㖇㔒ᤉᢇզ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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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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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分布, 使用模拟样本训练的机器学习模型很
可能在真实样本上表现出较差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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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拓扑估计误差. 雅可比矩阵 H 大小取决
ᮦᦤ人༺⨼

于当前时刻的总线电压、电压相角、支路电导、支路
电纳和电路与地面之间的电纳 [22] . 由于电力负荷和
网络参数扰动的不确定性, H 也随之变化. 研究者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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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难以准确的获得支路的电阻和电抗等参数, 估计
的雅可比矩阵 H 将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误差.
2) 攻击强度误差. 攻击强度是指隐匿 FDI 攻击
对系统状态的影响, 即注入的攻击向量能对电网系

䗉࠰䈀ᯣ㔉᷒

图 2 基于深度信念网络和迁移学习的检测算法流程图

击强度主要取决于攻击向量, 由于防御者难以事先

2 基于深度信念网络和迁移学习的检测机
制

判断哪些总线或者状态容易受到攻击, 模拟的攻击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 本文提出如图 1 所示的检测

区域以及虚假数据注入大小都难以确定, 其注入的

机制, 具体的检测算法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首先使用

攻击向量将与黑客注入的攻击向量存在差异.

海量目标域无标签样本进行 DBN 的逐层无监督预

统中的多个状态造成大小超过设定阈值的篡改. 攻

3) 测量噪声误差. 在实现隐匿 FDI 攻击的前提

训练, 得到高度抽象的重要特征, 然后利用海量源域

下, 随着模拟样本与真实样本噪声差异变大, 两个分

有标签样本进行再训练得到参数共享的 DBN 网络,

控

4

制

再将参数迁移到目标域网络并冻结, 增加或替换隐
藏层, 获得新的学习空间, 接着利用少量目标域有标
签样本对增加的适配层进行训练, 最后取消冻结, 再
次利用少量目标域有标签样本进行参数微调得到最
终模型.

与

决

策

QS

P (v i |θ) 来对参数 θ 求偏导, 可以得到
QS


S
∂ ln i=1 P (v i |θ) X
∂E(v i , h|θ)
=
− Ep(h|vi ,θ)
∂θ
∂θ
i=1
!

∂E(v, h|θ)
,
+ Ep(v,h|θ)
∂θ

ln

i=1

(9)
5%0 Q

其中 Ep(.) 表示关于分布 P 的数学期望, p(h|v i , θ)

䳀㯿ቲh( n)

表示可视单元为样本 v i 时的隐藏层概率分布, 而

hn

bÎ¡n
h1

5%0 

gggggg

gggggg

gggggg

䳀㯿ቲh( n - 1)

散度算法可以求得 RBM 最优的参数 θ.
由于 RBM 可见层单元和隐藏层节点单元均

䳀㯿ቲh(1)

为二值变量, 而传感器测量值为连续分布的实值

w Î ¡ n ´m
vm

v2

v3

图3

aÎ¡m

数据, 直接将 RBM 模型用于攻击测量诊断会难以

ਟ㿶ቲ v

v1

提取数据的非线性特征.

(GBRBM) [25] , GBRBM 是在 RBM 的基础上将可见

2.1 DBN 无监督预训练
电力系统中存在着海量无标签样本, 进行数据
挖掘将有助于揭示 FDI 攻击特征模式, 我们通过
DBN 逐层无监督预训练来提取这部分数据的深层
特征. DBN 网络由多个 RBM 组成 [24] , 当最后一个
RBM 预训练结束时, 完成对 DBN 网络参数的初始
化. RBM 结构如图 3 所示, 若一个 RBM 包含 m 个可
视层单元, n 个隐藏层单元, 可以定义 RBM 的能量表
达式为：
m
X

ai v i −

i=1

本文将 DBN 模型中的

第一个 RBM 替换为高斯伯努利受限玻尔兹曼机

受限玻尔兹曼机 (RBM) 结构示意图

E(v, h|θ) = −

p(v, h|θ) 则表示可视层与隐层的联合分布. 利用对比

n
X

bj hj −

j=1

n
m X
X

层二值节点替换为带独立高斯噪声的实值变量节点,
隐层节点仍保留为二值变量节点.
2.2 模拟测量生成及 DBN 再训练
电力系统中有标签的测量数量十分稀少, 这部
分数据不足以训练深度神经网络. 因此我们借助海
量源域有标签样本对 DBN 网络进行再训练.
1) 模拟测量数据集生成. 为了模拟 FDI 攻击动
态数据注入过程. 我们收集电网历史负荷及发电机
注入功率数据, 通过估计网络拓扑参数, 再进行分时

vi wi,j hj ,

i=1 j=1

(6)
其中 θ = ai , bj , wi,j 为 RBM 的网络参数, ai 表示可
见层单元 vi 的偏置, bj 表示隐藏层单元 hj 的偏置,
wi,j 表示可见层单元 vi 与隐藏层单元 hj 的连接权
重. 由 (6) 定义的能量函数, 给出状态为 (v, h)、网络
参数为 θ 时的联合概率密度分布为：
e−E(v,h|θ)
,
(7)
P (v, h|θ) =
Z(θ)
P
其中 Z(θ) = v,h e−E(v,h|θ) 为归一化因子, 可视层
数据 v 的概率分布 P (v|θ) 对应于 P (v, h|θ) 的边缘

潮流计算来模拟电网实际运行状态, 得到每一时刻
总线的电压幅值和相角, 进而求出雅可比矩阵 H. 在
受保护的测量维数 r 小于状态维数时, 根据等式 (4),
通过求解 Hr 的零空间, 就可以构造满足隐匿 FDI 攻
击的攻击向量 a. 需要注意的是, 电力系统中各种电
气参数的波动会增加 FDI 攻击被检测到的风险, 我
们可以通过构建高度稀疏的攻击向量 a 来最小化篡
改测量仪表的数量. 最终可以获得整个模拟测量值
数据集 (Zf di,t(k) , Zt(k) )K
k=1 , 其中 k 按照时序关系进
行索引.
2) DBN 有监督再训练. 根据模拟测量数据集, 对
预训练好的 DBN 网络采用反向误差传播算法 (BP)

分布为
P (v|θ) =

1
Z(θ)

X

e−E(v,h|θ) ,

(8)

h

训练 RBM 的目标是通过调整参数 θ 使 RBM

对每个隐藏层的权重、偏置进行调整, 直至模拟样本
测试集准确率基本不变时, 完成对网络参数的训练.
2.3 模型迁移

的概率分布尽可能与输入数据相符合. 设训练样本

基于模型的迁移方法能够在源域和目标域中

个数为 S, 通过随机梯度上升法最大化似然函数

共享一些参数信息, 有效解决因训练数据少带来的
问题 [26] [27] . 在上述训练好的 DBN 模型的基础上,
我们结合少量目标域有标签的样本进行迁移, 然

郭方洪 等: 基于深度信念网络和迁移学习的隐匿 FDI 攻击入侵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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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模拟测量数据与真实测量数据存在一定的分布

到 6 月的负荷数据, 其中 11 个区域代表 IEEE 14-bus

差距, 照搬 DBN 网络模型结构和参数很可能出现

的 11 个负荷节点, 随后对负荷数据进行缩放以匹配

差的学习效果. 如何迁移已有知识以适配目标域

模拟系统中的电力需求规模. 如图 6 所示为母线 3 上

数据以及最大化目标域数据价值是模型迁移的关

的负荷波动曲线. 通过 POWERWORLD 进行时序潮

键.

本文所提的方法在全连接层前增加了 Batch

流计算得到电网系统状态, 将潮流方程线性化来求

Normalization(BN) 层, GBRBM 和多个堆叠的 RBM

解雅可比矩阵, 最后利用 MATPOWER 工具箱计算

能最大程度拟合训练数据的概率分布, BN 层则能避

得到系统的量测. IEEE 14-bus 系统状态变量维数为

免前向网络参数变化导致后面全连接层输入数据的

27, 测量变量维数为 54. 这些测量信息作为模型的输

分布变化. 另外, 由于有标签真实样本少, 加入 BN 层

入, 用于检测注入的隐匿 FDI 攻击.

有利于解决模型出现过拟合的问题. 如图 4 所示, 在
参数迁移后, 在 Softmax 分类器前增加或替换全连接

!"# &(

层 [28] , 一方面可以让网络学习新的知识, 另一方面也

!"# &)

!"# &%

可以通过调节全连接层的权值保存或者舍弃部分源

!"# &&

网络的特征. 达到了既保存源网络信息又能进一步
!"# +

学习目标域信息的目的. 由于目标域有标签的真实
样本数量少, 不足以训练出泛化能力足够强的深度

!"# &,

!"# -

*

*

!"# '
!"# &

*

神经网络, 我们结合深度网络迁移方法中的 Finetune

!"# *

!"# $

思想, 将网络其他层参数进行冻结, 利用少量目标域

!"# )

有标签样本对增加的 BN 层和全连接层进行训练, 网
络训练至测试集准确率处于基本不变的稳定收敛状
态时取消冻结. 尽管增加的适配层能够学习目标域
信息, 可这是建立在源域训练好的 DBN 模型基础上
的, 再次利用少量目标域有标签样本以较小的学习

!"# %
!"# (

*

*

率微调整个网络, 直到测试集准确率处于基本不变
的稳定收敛状态, 获得最终模型.

图 5 IEEE 14-bus 系统
6RIWPD[࠶㊫ಘ

3.1 仿真设置

ޘ䘎᧕ቲ

在仿真实验中, 我们以标准 IEEE 14-bus 系统来

6RIWPD[࠶㊫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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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真实电网运行, 所得到的测量值为目标域数据.

ޘ䘎᧕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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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抵抗 FDI 攻击的策略, 防御者对真实电网进行

%1

%1

攻击建模分析, 不可避免存在拓扑估计偏差, 因此我

䳀㯿ቲQ

䳀㯿ቲQ

们假设其支路电阻、电抗估计偏差在 10% 以内, 所得
到的测量值为源域数据. 我们取受保护的测量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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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2, 4, 6, 相应地, 攻击者能够选取不同数量的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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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进行篡改, 从而达到不同的攻击强度. 另外还设
置了不同的环境噪声 e(o, σ), σ = 0.2, 0.4, 0.6, 0.8, 1.
从 2 月到 6 月, 在每个整时构建攻击向量 a, 并根据
不同的 r, σ 和网络拓扑重复 60 次分别生成攻击样本
和未被攻击的样本. 最后得到目标域无标签样本、有
标签样本和源域有标签样本, 并按照 7：3 的比例划

图 4 基于深度信念网络的迁移学习模型

3 仿真

分训练集和测试集.
在标准 IEEE 14-bus 系统中，设置 r = 2, σ = 0.2,

本文利用如图 5 所示的 IEEE 14-bus 系统验证基

从目标域数据中挑选一个正常测量, 并构建攻击向

于深度信念网络和迁移学习检测机制的优点和有效

量, 得到一个隐匿 FDI 攻击测量数据. 攻击对电压相

性. 我们收集了纽约独立运营商 (NYISO)2020 年 2 月

角状态估计的影响如图 7 所示, 在 9、13 和 14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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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少量偏差. 由于电力系统中电压存在周期性

移的效果. 为了研究受保护测量维数 t 和环境噪声 σ

的波动, 我们模拟系统了在 24 小时内的运行状态, 并

对训练样本分布的影响, 我们设置 r = 2, σ = 0.4 获

在 8-10 和 18-19 整点加入隐匿 FDI 攻击, 其对节点电

得目标域样本, 并根据不同的 r 和 σ 获得源域样本,

压幅值的影响如图 8 所示, 节点 3、4 和 5 均出现不同

其中攻击样本和正常样本比例为 1:1. 使用最大均值

程度的测量偏差. 然而坏数据检测残差却变化很小,

差异算法 (MMD) [29] 作为检验统计量来衡量源域和

以 18 时刻测量为例, 加入攻击前残差为 0.0547, 加入

目标域数据之间的相关性, 如果 MMD 足够小则认

攻击后残差为 0.0628.

为两个分布相同, 反之则不相同. 结果如图 9 所示,
当源域和目标域中的 r 和 σ 相同时, MMD 取得最小

21

值 0.2194. 而随着源域与目标域中的 r 和 σ 差值变

20

大时,MMD 随之增大, 两分布间的数据相关性降低.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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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母线 3 的负荷曲线

0.25

0.2
0.2

0.4

0.6

0.8

1

图 9 不同环境噪声下的源域和目标域分布差异

3.2 仿真结果分析
本 文 设 置 模 型 隐 藏 层 个 数 为 6, 包 括 1 个
GBRBM, 3 个 RBM 和 2 个全连接层. 输入到输出
的节点个数为 54,40,30,20,12,10,6,2. DBN 预训练使
用带动量的随机梯度下降优化器, 动量设置为 0.5, 学
习率为 0.1, DBN 再训练、适配层训练和参数微调使
用随机梯度下降优化器, 学习率分别为 0.2, 0.01 和
0.0001. 本文所提机制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图 7 隐匿 FDI 攻击下的状态估计

其一, 使用目标域无标签样本进行 DBN 预训练让模
型在未迁移前对目标域样本进行了特征提取, 使得
模型参数适应于目标域样本的特征表达. 其二, 在少

!"#
$%&'()*+,!"#
!"$%&'()*+,!"!".
$%&'()*+,!".

%( '

"#$%&'()(*

%( "

%( &

量目标域有标签的情况下, 模型调整后进行适配层
训练和微调获得了较好的检测效果. 我们对以上两
点进行实验验证, 并采用准确率 (ACC) 和假阳性率
(FPR) 作为评价指标,ACC 和 FPR 的计算方式如下
ACC = (T N + T P )/(T P + F P + T N + F N ),
F P R = F P /(F P + T N )

%( !

"

%!

%

*

其中, T N 、T P 、F P 、F N 分别为正确分类的正常样
本、正确分类的攻击样本、错误分类的正常样本和

!

+ , &$

#

"

!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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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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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分类的攻击样本. 假阳性率也被称为误报率, 我

图8

&

隐匿 FDI 攻击下电压幅值曲线

们的目标是让模型检测准确率高的同时误报率低.
为了证明利用目标域无标签样本进行预训练能

源域和目标域测量分别是在不同场景下获得的,

使模型获得更好的检测效果. 我们分别利用相同数

源域和目标域数据分布差异较大可能会影响模型迁

量的目标域无标签样本和源域样本进行 DBN 无监

郭方洪 等: 基于深度信念网络和迁移学习的隐匿 FDI 攻击入侵检测
督预训练, 然后分别在模型迁移前后对目标域测试

图 10

7

适配层训练收敛效果

集样本进行测试并对比. 结果如表 1 所示, 通过模型
迁移, 检测精度显著提升, 误报率也大幅下降. 另外,

0.8

相比源域样本, 使用目标域无标签样本作为预训练

0.7

数据集, 模型具有更高的检测精度和更低的误报率.

0.6
0.5

表1

模型迁移前后检测效果
模型迁移前

预训练数据集
目标域无标签样本
源域样本

0.4
0.3

模型迁移后

ACC

FPR

ACC

FPR

63.59%
57.39%

41.14 %
45.13 %

98.26%
97.33 %

0.93%
1.81%

0.2
0.1
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Epochs

模型迁移过程分为适配层训练和微调两个步骤,

图 11 微调收敛效果

目标域有标签训练样本个数对模型迭代收敛效果存

表 2 适配层训练和微调检测效果

在一定的影响. 从理论上来说, 足够多的有标签训
练样本可以直接用于训练深度模型, 而不需要借助
迁移学习的方法. 这里取目标域有标签样本分别为
250、500、750 和 1000 组进行模型迁移, 其中, 适配
层训练和微调过程迭代收敛效果分别如图 10 和图
11 所示. 可以发现, 从适配层训练到微调, 模型可以
近一步收敛, 且随着有标签样本个数的增加, 模型收
敛效果更好. 我们分别在适配层训练后和微调后对
目标域测试集样本进行测试并对比. 结果如表 2 所
示, 从适配层训练到微调, 检测精度从 90% 以下提升
到了 95% 以上, 误报率也降低到了 7% 以内. 另外,
随着目标域有标签训练样本的增加, 检测精度和误

适配层训练

训练样本个数

250
500
750
1000

微调

ACC

FPR

ACC

FPR

86.58%
87.60%
89.67%
88.54%

19.70 %
20.06 %
16.35 %
14.38 %

95.05%
96.70 %
97.57%
97.69 %

7.18%
5.26%
3.46%
3.11%

表 3 不同正负样本比例下的检测效果
正负样本比例

49 比 1

19 比 1

9比1

4比1

1比1

ACC
FPR

77.78%
0.31%

78.89 %
0.25 %

84.72%
0.56 %

87.36%
0.23%

97.80%
1.49%

1) DBN-Finetune: DBN-Finetune 与所提方法的
唯一区别是没有对训练好的 DBN 模型添加或替换

报率分别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和下降.
由于电力系统中测量数据普遍存在类别不均衡

全连接层, 而是冻结所有 RBM 单元隐藏层, 使用目

的特点, 我们这里设置目标域海量无标签样本正负

标域有标签样本进行微调, 微调学习率为 0.0001, 当

比例为 100 比 1, 源域海量有标签样本正负比例为 1

测试集准确率基本不变时完成训练.

比 1, 目标域测试集样本正负比例为 1 比 1, 比较了在

2) ANN: 隐藏层数为 2, 输入到输出的节点个数

不同正负样本比例的目标域有标签训练样本下模型

为 54：30：10：2, 激活函数为 sigmoid, 学习率取 0.01,

的检测效果. 如表 3 所示, 随着样本比例增大, 模型

使用随机梯度下降优化器, 为了避免过拟合, 交叉熵

准确度显著下降, 而误报率却保持在 1% 以内, 这是

损失函数加入 L2 正则化项.
3) PCA-SVM: 特征映射后的主成分个数为 2, 核

模型对负样本欠拟合造成的.
本文将 DBN-Finetune, ANN 和 PCA-SVM [14] 模

函数选择高斯核. 其中 ANN 与 PCA-SVM 模型分别
使用源域样本、相同比例的源域和目标域有标签样

型与本文所提方法进行了对比, 相关设定如下：

本进行训练, 两种数据集记为 A、B. 通过多次训练和
1.6

测试, 最终得到模型在不同 MMD 下对目标域测试集

1.4

的准确率和误报率.

1.2

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使用不同数据集训练的

1.0

ANN 模型检测效果差别很大, 当源域数据和目标域

0.8

数据特征分布存在一定差异时, 使用源域数据训练

0.6

的模型来对目标域数据进行测试必然出现差的检测

0.4

效果. 而采用 PCA 降维的训练结果由于丢失了许多

0.2
0

500

1000

1500

2000

Epochs

2500

3000

3500

4000

主成分信息, 检测准确率均在 65% 以下. 相比之下,
基于 DBN-Finetune 的方法获得了较好的检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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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在训练过程中使用有标签的目标域数据进

显著下降. 而本文所提方法随着 MMD 的增大, 仍均

行了微调. 然而当 MMD 增大, 参数微调则无法解决

有 97% 以上的检测精度, 误报率也只有少量上升, 相

源域和目标域数据分布差异变大的情况, 检测效果

比其他三种方法有更好的泛化性.

表4
MMD
0.2194
0.2561
0.2958
0.3347
0.3939

本文方法

98.54%
98.37%
98.24%
97.73%
97.33%

四种检测机制在不同 MMD 下的检测精度 ACC
ANN

DBN-Finetune
92.47 %
92.18 %
91.13 %
89.46 %
86.53 %

PCA-SVM

A

B

A

B

68.45%
66.34 %
62.62%
63.15%
57.24%

94.36 %
94.18 %
95.37%
94.34 %
94.12%

61.49%
58.74%
54.12%
54.35%
50.97 %

64.32%
62.61%
57.35%
54.45%
52.86%

表 5 四种检测机制在不同 MMD 下的误报率 FPR
MMD
0.2194
0.2561
0.2958
0.3347
0.3939

本文方法

1.43%
1.94%
2.26%
4.06%
4.59%

ANN

DBN-Finetune
8.42 %
8.79 %
9.21 %
11.56%
16.25%

A

B

A

B

28.78%
33.17 %
37.45%
37.94%
41.84%

7.34%
7.65%
8.43%
7.20%
7.96%

38.53%
41.24%
47.56 %
47.19 %
50.82 %

34.43%
36.93%
43.91%
47.85%
49.04%

4 总结
本文针对电力系统中的隐匿 FDI 攻击真实测
量值与模拟测量值存在一定差异的问题, 提出了基

[3]

于深度信念网络和迁移学习的检测机制. 首先利用
DBN 中的自学习网络对海量目标域无标签样本进行
特征自学习, 再用海量源域有标签样本对 DBN 模型
进行再训练. 随后将参数迁移到目标域网络并冻结,
增加或替换隐藏层, 利用少量目标域有标签样本完
成对适配层的训练, 最后取消冻结, 再次利用少量目

[4]

标域有标签样本进行微调得到合适的检测模型. 我
们设置拓扑估计参数偏差在 10% 以内, 并比较了在

[5]

不同受保护测量节点和噪声水平下源域和目标域数
据的分布差异. 来自 NYISO 的实际负荷数据用来验
证所提方法的检测性能, 仿真结果表明在不同分布
差异下, 这种检测机制都具有较高的检测效果, 相比

[6]

其他机器学习方法具有更好的泛化性和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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