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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合生成对抗网络的对抗样本生成算法研究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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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抗样本能作为训练数据辅助提高模型的表达能力, 还能够用来评估深度学习模型的稳健性. 然而, 通
过在一个小的矩阵范数内扰乱原始数据点的生成方式, 使得对抗样本的规模受限于原始数据. 因此, 为了更高效
地获得任意数量的对抗样本, 探索一种不受原始数据限制的对抗样本生成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生成对抗网络的对抗样本生成模型 (Multiple Attack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M-AttGAN), 模型设计为同
时训练两组生成对抗网络来分别对原始数据样本分布和模型潜在空间下的扰动分布进行建模, 训练完成的 MAttGAN 能够不受限制地高效生成带有扰动的对抗样本, 从而为对抗训练和提高深度神经网络的稳健性提供更
多可能性. 通过 MNIST 和 CIFAT-10 数据集上的多组实验, 证明了利用生成对抗网络对数据分布良好的学习能力
来进行对抗样本生成是可行的, 相较于常规攻击方法, M-AttGAN 不仅能够脱离原始数据的限制生成高质量的对
抗样本, 而且样本具备良好的攻击性和攻击迁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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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tack examples can not only be used as training data to improve the expressive ability of the model but also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robustness of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However, the size of the attack examples is limited
to the original data by perturbing an existing data point within a small matrix norm. In order to obtain attack examples
more efficiently,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M-AttGAN, a new attack example generation model based on GAN, where the
attackers are not restricted to original data. The proposed network is designed to train two pairs of GAN simultaneously
to fit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original data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erturbation in the GAN latent space. Once our model
is trained, it can generate attack examples efficiently and without restrictions, providing more data for adversarial training
and improving the robustness of neural networks. We adopt human evaluation and contrastive analysis with other stateof-the-art algorithms to prove that it is feasible to utilize GAN to attack example generation. 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the MNIST and CIFAR-10 dataset show that our model not only generates high-quality attack examples breaking the
limits of the original data but also has good aggression and attack migration competence.
Keywords: Adversarial Attack; Adversarial Training;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Conditional Models; Example
Generation

0 引

言

的攻击[2] . 在 2013 年, Szegedy 等人[3] 就注意到了

现 代 深 度 神 经 网 络 (Deep Neural Networks,

测试样本中不可察觉的扰动具有让神经网络误分类

DNN) 在解决复杂问题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 但

的可能性. 对抗攻击在人类视觉系统无法察觉出输

是研究表明, 深度网络非常容易受到来自对抗样本

入变化的同时, 诱导模型得出完全偏离真实值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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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这些样本能够使得模型将它们分类到攻击者指

本生成算法, 该算法在训练好之后能够不受原始数

定的类别, 或者是与原始样本不同的类别.

据限制, 高效产生任意数量的对抗样本.

2015 年, Goodfellow 等人[4] 提出基于梯度的对

在各种生成模型中, 生成式对抗网络 (Generative

抗样本生成算法 (Fast Gradient Sign Method, FGSM),

adversarial networks, GAN)[14] 由 Goodfellow 等人在

算法通过寻找模型梯度变化最大的方向生成扰动,

2014 年提出, GAN 的优化过程能使生成器估测到数

使得模型无法正确识别输入样本. FGSM 操作简单、

据样本的分布, 从而产生真假难辨的数据样本. 2017

[5-7]

. 然而此类

年, Odena 等人[15] 提出 ACGAN(Auxiliary Classifier

方法需要在攻击中访问被攻击目标网络的架构和参

GAN), 它将目标函数设置为真实数据样本似然与正

效果良好, 继而出现了很多衍生算法
[8]

数. Carlini 和 Wagner

提出 C&W(Carlini and Wagner

确分类标签似然的和, 从而细分调节损失函数使得

Attacks), 并发现对抗扰动可以从不安全网络迁移到

分类正确率更高, 进一步地提高了网络的生成和判

安全网络, 可转移性意味着此算法同时适合进行黑

别能力. 此外, Arjovsky 等人从损失函数入手, 在证明

盒攻击. 2018 年, Xiao 等人

[9]

提出基于 GAN 的攻

了当使用 JS 散度作为目标分布与生成分布相近度的

击算法, 通过训练好的生成器能够将输入样本转换

度量时, 在目标分布与生成分布的重叠区域可忽略

为扰动并形成对抗样本, 并证明了基于无穷范式距

的情况下, JS 散度为一常数, 此时生成器的获得梯度

离约束生成的对抗样本较之于基于最优化方程和简

为 0, 网络无法继续优化的基础上, 提出了使用 Earth-

单像素空间的矩阵度量生成的样本更具真实性. 而

Mover(EM) 距离作为相似度度量的 Wasserstein GAN

[10]

在生成对抗网络的基础上通过输入原

(WGAN)[16] , 为解决 GAN 存在的训练困难、损失函

始样本来构建图像的语义空间, 再将语义空间中的

数无法指导训练、生成样本缺乏多样性等问题指明

隐变量通过网络映射成对抗样本, 使得生成的对抗

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2018 年, Brock[17] 等人通过大

样本更自然. 相比于全像素添加扰动, 这种基于某些

Batch, 大参数, 截断技巧和大规模 GAN 训练稳定性

评判标准的部分添加扰动的策略更加注重选择的像

控制等技巧实现了 BigGAN, 完成了超大规模生成架

Zhao 等人

[11]

素数量、代价和对抗性之间的关系

构的设计, 同时还基于对模型输入的潜在空间的讨

.

对抗样本的存在表明模型倾向于依赖不可靠的

论, 探究了模型输入的先验噪声的选择对生成网络

特征来最大化性能, 如果特征受到干扰, 那么将造

性能的影响. 生成对抗网络理论提出至今, 其具有的

成模型误分类. 对抗样本存在的原因, 归结三个方

广泛的应用场景使得该理论支持下的衍生模型层出

面:1) 深度模型的非线性导致的输入与输出映射的不

不穷, 有效推动了图像生成、超分辨率、风格转换、

连续性, 2) 不充分的模型平均和不充分的正则化导

图像修复等应用的进展[18] .

致的过拟合[3] , 3) 深度模型存在线性部分[4] . 从另一

鉴于 GAN 在数据表达和分布学习上的优势[19] ,

个角度来说, 由于训练集是真实分布的抽样, 所以训

本文提出的对抗样本生成方法被命名为 M-AttGAN,

练出来的模型边界不可能完全拟合真实的决策边界,

它在生成式对抗网络原理的基础上, 设计为两组生

而对抗攻击算法就是要找到一种高效的方法去生成

成对抗网络联合训练的结构, 并提出对应的训练算

[12]

这个对抗区域的样本, 从而实现对模型的攻击

.

总的来说, 设计一种能够快速产生高质量对抗

法来训练生成器, 这种网络架构不仅可以训练生成
器拟合真实样本的分布, 还能使得生成样本具备攻

样本的生成算法, 为模型的研究提供足量的高质量、

击属性. 更重要的是, M-AttGAN 生成的对抗样本不

多样性好的对抗样本数据源, 是有效推进机器学习

再依赖现有数据, 训练完毕的 M-AttGAN 只需要输

研究的方向之一. 主流对抗攻击算法分为两种, 其一

入噪声信号, 就能够生成任意数量的带有扰动的对

以原始样本作为输入、然后设计算法生成扰动、并

抗样本, 无需再访问被攻击的模型, 无需额外收集并

将扰动叠加到原始样本, 从而获得对抗样本; 其二以

清洗原始样本. 为了评价本文方法的有效性, 在实验

原始样本作为输入、然后设计算法直接生成对抗样

部分, 将从样本的生成效率、生成质量、攻击性和迁

本. 而大部分现有研究依赖于第一种方式,

[2]

这意味

着在一些数据源获取受限的场景中, 现有算法产生
[13]

的对抗样本的规模将无法满足诸如对抗训练

等需

要大量对抗样本作为研究基础的项目. 本文中, 基于
第二种生成方法论，将介绍一种更为通用的对抗样

移攻击性等多方面对比本文方法和现有的对抗样本
生成方法.

1 M-AttGAN
通过对 GAN 和对抗攻击发展的研究, 本文提出
的 M-AttGAN 在结构上设计为由两个生成器和两个

3
判别器组成, 同时在 GAN 训练方法的基础上借鉴

xadv 也和真实样本不可区分. 同时为了保证攻击样

C&W 攻击算法, 设计出一种新的训练算法, 负责完

本能够欺骗目标网络, 将 xadv 作为输入, F 输出关

成 M-AttGAN 整体网络的训练.

于 xadv 的对抗损失, 该损失表示目标网络预测类别
与真实类别的距离的负值或者是预测类别与攻击期
望的类别的距离, 因此最小化 Ladv , 能够引导 G2 生
成 xpb 使得 F 无法正确分类 xadv , 同时添加范数损
失 Lhinge 帮助训练使得扰动尽可能不被察觉. 最终
为每个损失函数设置权重因子保证 xadv 在逼近真实
分布和保证攻击强度之间的平衡, 策略上来说, 判别
损失 Ltf 的权重应该小于对抗损失 Ladv 的权重.

图 1 M-AttGAN 架构图

对抗样本的基本思想是在样本上添加扰动, 理
想情况下, 对抗样本 xadv 在能被人眼正确识别的同
时被训练好的分类器 F 误分类. 而因为生成式对抗
网络的全局最优表现为生成器的生成分布与目标分
布的渐进一致, 所以方法设计的关键为通过训练令
生成器分布逼近目标分布, 同时设计第二个生成器
完成对扰动分布的逼近, 最终得到一个不依赖原始
数据的对抗样本生成器组.
基于以上分析, M-AttGAN 如图 1 所示, 训练框
架包括两组生成式对抗网络共五个部分: 生成器 G1
负责逼真样本的生成、判别器 D1 负责指导 G1 训练、
生成器 G2 负责扰动的生成、判别器 D2 负责指导 G2
训练、目标攻击网络 F .

图 2 M-AttGAN 训练流程图

本文模型的损失函数以 WGAN-GP 损失函数为
基础设计, 同时, 为了生成具有指定语义的样本,MAttGAN 将类别信号引入生成器, 从而引导模型训练;

本文提出的基于 GAN 的对抗样本生成框架 M-

最后为了让生成样本具有攻击性, 修改 C&W 攻击的

AttGAN 的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具体到每一个网络和

优化函数作为对抗损失函数. 综上, 由判别损失 Ltf 、

训练过程, 损失函数设计如下:

分类损失 Lcls 、对抗损失 Ladv 共同训练 M-AttGAN.

对生成器 G1 而言, 输入为随机噪声 z 和类别信

因此第一部分, G1 接受随机噪声 z 和类别信号

号 cf ake , 输出生成样本 xf ake . L(G1 ) 由两个部分组

cf ake , 生成假样本 xf ake , 然后 xf ake 被 D1 接收, D1

成, 分别是 G1 的生成样本 xf ake 在 D1 监督下的分

的任务是分辨真实样本 xreal 和生成样本 xf ake 的同

类损失 Lcls 和判别损失 Ltf :

时尽量对输入样本进行分类. 训练 G1 和 D1 由判别
损失 Ltf 和分类损失 Lcls 完成, Ltf 将引导 xf ake 和
xreal 不可区分, Lcls 将使得 D1 能够有效对数据进行
分类从而让 G1 能够根据类别信号 cf ake 生成指定样

Ltf (G1 )= − Ez,cf ake [D1 (G1 (z, cf ake ))]
Lcls (G1 )=Ez,cf ake [LD1 (cf ake |G1 (z, cf ake ))]
L(G1 )=Lcls (G1 ) + Ltf (G1 )

本.
继而第二部分, G2 接受随机噪声 z , 生成扰动

对判别器 D1 而言, 输入来自 G1 的 xf ake 、真

xpb , 设置扰动阈值 εpb , 有 |xpb | ≤ εpb . 然后 G1 在

实样本 xreal 和对应的类别 creal . L(D1 ) 由两部分

固定参数之后接收随机噪声 z 生成假样本 xf ake , 继

组成, 分别是 D1 对真实样本和生成样本的判别损失

而 xadv = xpb + xf ake 作为输入被送进判别器 D2

Ltf (D1 ) 、对真实样本的分类损失 Lcls (D1 ), 此刻, Pxe

, 此处 D2 仅仅负责分辨 xreal 和攻击样本 xadv , 其

表示从目标分布和当前模型分布 PG1 中的一对样本

判别损失 Ltf 确保生成样本和扰动叠加之后得到的

点之间沿直线均匀采样的分布[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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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IFAR-10 数据集包含了 10 类共 60000 个样
Ltf (D1 ) = − Exreal [D1 (xreal )]

本尺寸为的彩色样本, 整个数据集由 50000 个训练样

+ Ez,cf ake [D1 (G1 (z, cf ake ))]

本和 10000 个测试样本组成.

+ λEx̃ [(||∇x̃ D1 (x̃)||2 − 1)2 ]

2.1 MNIST 实验
对于 MNIST 数据集而言, 其生成器和判别器网

Lcls (D1 ) = Exreal [LD1 (creal |xreal )]

络分别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L(D1 ) = Ltf (D1 ) + Lcls (D1 )
对生成器 G2 而言, 输入为随机噪声 z , 生成噪声
xpb , 得到攻击样本 xadv = xpb + xf ake . L(G2 ) 由三
个部分组成, Ltf (G2 ) 是 xadv 在 D1 监督下的判别损
失, Ladv (G2 ) 是将 xadv 作为目标攻击网络 F 的输入
得到的对抗损失, Lhinge 是以 L2 范数为基准的边界
损失, 其中 η 表示用户定义的扰动的最大边界, φ 和
µ 则负责控制每个损失函数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
Ltf (G2 )= − Ez,xf ake [D2 (xf ake + G2 (z))]
Ladv (G2 ) = Ez,cf ake ,xf ake [LF (cf ake |xf ake + G2 (z))]
Lhinge (G2 )=Ez max[0, ||G2 (z)||2 − η]
L(G2 ) = Ltf (G2 ) + φLadv (G2 ) + µLhinge (G2 )
对判别器 D2 而言, 输入对抗样本 xadv 和真实样

图 3 生成器架构图 (以 (1,28,28) 大小的训练数据为例)

本 xreal , 判别损失函数为 L(D2 ) , 此刻, Px̃ 表示从目

MNIST 数据集中, 超参数设置如下:

标分布和当前模型分布 PG1 +G2 中的一对样本点之

1) 训练迭代次数 epoch 设置为 64 轮;

间沿直线均匀采样的分布:

2) 基于 MNIST 数据集是黑白手写数据集, 样本
相对简单, 因此 G1 和 D1 的更新次数前期设置为 2:5

L(D2 ) = − Exreal [D2 (xreal )]

, 中后期设置为 1:1;
3) G2 和 D2 判别器与生成器的更新次数设置

+ Ez,xf ake [D2 (xf ake + G2 (z))]
+ λEx̃ [(||∇x̃ D2 (x̃)||2 − 1)2 ]

1:1;

对于超参数扰动阈值 εpb , 数值设置的越大, 噪

4) Adam 优化器的学习速率设置为 0.0002, 一阶

声越明显, 图片失真越大, 但攻击效果越显著, 对于

矩估计的指数衰减率为 0.5, 二阶矩估计的指数衰减

进行过标准化操作的训练数据, 本文推荐阈值设置

率为 0.9;

范围为 0.2 ≤ εpb ≤ 0.6.
在上述若干损失函数的指导下, 交替训练 G1 、
D1 、G2 、D2 , 优化器采用 Adam 优化损失函数.

2 实验与分析
本文在 MNIST 数据集和 CIFAR-10 数据集上进
行实验分析, 实验环境: 计算机处理器为 32 Intel(R)
Xeon(R) CPU E5-2620 v4 @ 2.10GHz, 64GB 运行内
存 (RAM), 两块 NVIDIA Tesla P4 GPU, PyTorch 框
架.
1) MNIST 数据集包含 0-9 共 10 类手写数字灰
度样本, 样本尺寸为, 整个数据集有 60000 个训练样
本, 10000 个测试样本.

5) 扰动阈值 εpb 设置为 0.5;
6) 损失函数 Ladv (G2 ) 和 Lhinge (G2 ) 的权重 φ :
µ 设置为 10:1;
7) 用户定义的扰动的最大边界 η 设置为 0.2.
我们采用以残差单元为基础的简单残差网络作
为此次 MNIST 实验的生成器和判别器的架构:
1) 不管是判别器还是生成器, 均去除反卷积, 只
保留了普通卷积层;
2) 卷积核的大小统一使用 3 × 3 ;
3) 通过 UpSampling2D 和 AvgPooling2D 实现上
采样和下采样;
4) 生成器除了最后一层使用 Tanh 激活函数, 其
他层使用 ReLU 激活函数, 判别器统一使用 ReLU 作

5
为激活函数;

来越真, 同时假样本攻击性越来越强, 对于简单数据

5) 生成器模型输入由噪声 z 和类别信号 cf ake

而言, 本文方法 G1 能够很快的完成对目标分布的拟

组成, 其中模型中 Batch normalization(BN) 层将对隐

合, 因而更加需要关注 G2 的学习效果, 即, 扰动强度

藏层的输入进行归一化, 其参数 β 和 γ 将依赖于类

是否能够成功攻击分类器.

[20]

别信号

;

6) 由于 Batch Normalization 会引入同一个 batch
中不同样本的相互依赖关系, 而本文模型需要对每
个样本独立地施加梯度惩罚, 所以判别器的模型架
构中不使用 BN.
图 5 MNIST 数据集下目标分类器 F 识别生成样本 xf ake
的准确率

图 6 MNIST 数据集下目标分类器 F 识别对抗样本 xadv
的准确率

为分析本文算法 M-AttGAN 生成的攻击样本
的质量, 我们选择将 M-AttGAN 生成的攻击样本和
FGSM[4] 、BIM [5] 、C&W[8] 三者进行比较, 从而来突
图 4 判别器架构图 (以 (1,28,28) 大小的训练数据为例)

2.1.1 MNIST 实验结果分析

出本方法相较于最常用的梯度方法和优化方法的优
势. 然而由于到目前为止尚未有被学界广泛接收的
关于 GAN 的质量评价的方法, 其博弈与收敛机制背

MNIST 实验中采用 VGG11 作为目标网络, 其

后的数学分析仍有待建立[21] , 因此我们对样本的生

预训练识别 MNIST 样本的准确率为 99%+. 随着训

成质量的评估方法采用人工评估的方法, 首先分别

练的进行, 如图 5 所示, G1 生成的假样本 xf ake 在

使用 4 种攻击算法分别随机抽样产生 500 张攻击样

目标分类器 F 中的识别率越来越高并逐渐接近真实

本（500 张图片均能导致目标网络误分类）. 本文实

样本 Xreal 在目标分类器中的识别率, 可以判断 G1

验将相同的攻击样本分配给 10 个志愿者, 每位志愿

的分布逐渐拟合了目标分布. 假样本叠加了扰动之

者需要为每一张图片选择正确的标签, 并统计出人

后成为攻击样本 xadv , 如图 6 所示, 目标分类器 F

类对不同方法生成的攻击样本的识别率; 与此同时,

对 xadv 的识别率是呈下降趋势的, 这意味着攻击样

实验中还提取出 500 张原始样本（Orig. images）供

本的攻击性随着训练的持续而逐渐增强. 最终, 模型

志愿者识别并进行类别选择, 从而计算人类对原始

训练时常约为 20 个小时, 总的趋势表现为, 假样本越

样本的识别率.

图7

MNIST 数据集中不同攻击算法下的攻击样本采样图片（从左到右分别采用的攻击算法为: 原始图片、FGSM、BIM、
C&W、M-Att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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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原始图片的平均识别率

难以辨别的样本, 这些样本影响了人眼的判断, 而基

为 98.26%, 这是本实验人眼识别的基准数据. 本文

于 GAN 的方法侧重拟合原始数据的通用特征, 这使

方法的平均识别率为 98.76%, 高于原始图片的平均

得 M-AttGAN 在训练过程中能够忽略样本集的噪声

识别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算法生成的攻击样本识别

特征, 最终的生成样本的识别率超过了原始样本的

率, 这个结果意味着 M-AttGAN 生成的样本质量最

识别率, 整体实验数据证明了 M-AttGAN 生成的数

好, 识别 M-AttGAN 的样本比识别原始样本还要容

据质量最优.

易. 其原因, 我们认为在原始数据集中本身存在一些
表 1 MNIST 数据集中不同攻击算法下的攻击样本的人类准确率
-

1

2

3

4

5

6

7

8

9

10

Avg.

Orig.(%)
FGSM(%)
BIM(%)
C&W(%)
M-AttGAN(%)

99.2
94
96.8
96
99.2

97.8
93.4
93.8
94.8
99.2

97
94
94.8
95.6
96.8

99.2
97.2
98
98.2
99.6

97.2
96.4
94.2
96.2
99

97.8
93
95.6
96.6
97.8

97.2
93
96.8
97.8
99

98.8
93.4
96.8
96
99.2

99.2
94.4
97.4
96
99.8

99.2
96
97.6
96.4
98

98.26
94.48
96.18
96.36
98.76

图 7 则以直观的方式展示了 MNIST 数据集中各
算法攻击产生的攻击样本, 将本文方法与原始图片、
FGSM[4] 、BIM[5] 、C&W[8] 方法进行对比, 对比中能
够直观的观察到, 着重效率的基于梯度的攻击方法
在样本质量整体视觉上不如着重质量的基于优化的
攻击方法, FGSM 生成的样本噪声非常大, BIM 产生
可视噪声方面略优于 FGSM, C&W 攻击方法的样本

攻击方法

攻击成功率

FGSM(%)
DeepFool(%)
BIM(%)
L-BFGS(%)
C&W(%)
advGAN(%)
ATNs(%)
Uni. perturbations(%)
本文方法 M-AttGAN(%)

75.2
68.8
82.4
75.6
92.2
90
79
77.4
84

质量最纯净, 噪声最小. 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 本文
提出的方法所生成的样本的纯净度方面比梯度攻击
方法好, 稍逊于基于优化的攻击方法.
实验中, 在被分类器识别正确的图片中添加对
抗扰动从而获得攻击样本, 分类器对攻击样本进行
预测, 并将其预测错误的样本数占攻击样本总数的
比例定义为攻击成功率.
实验中选取文献[2] 中提及的常用对抗攻击算
法, 分别有 FGSM[4] 、DeepFool[7] 、BIM[5] 、L-BFGS
(Limited-memory BFGS)[3] 、C&W[8] 、advGAN[9] 、Uni.
Perturbations (Universal Adversarial Perturbations)[22] 、
ATNs (Adversarial Transformation Networks)[23] 和本
文方法 M-AttGAN 分别产生 500 张图对目标网络进
行攻击, 其攻击结果如表 2 所示. 主流算法的生成机
制均是在原始样本上进行扰动添加[2] , 而 M-AttGAN
则是利用网络对原始样本分布进行学习, 学习完成
之后利用网络生成假样本并叠加扰动从而形成攻击
样本. 因此从表 2 数据中, 表明了本文方法的攻击成
功率与主流攻击算法相当, 从而证明了本文方法机
制的可行性. 同时, 对比数据可以发现, 本文方法的
攻击成功率高于梯度攻击算法, 略差于基于优化的
方法.
表 2 各算法下攻击样本的攻击成功率 (500 张攻击样本)

我们对比评估了训练完毕之后 M-AttGAN 生成
框架的样本生成效率, 选取了不同策略下最常用的
攻击方法作为代表和本文方法进行比较. 和传统算
法不同的是, M-AttGAN 需要额外的训练时间去训练
生成器, 不过一旦训练完毕, M-AttGAN 在生成样本
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表 3 展示了不同攻击算法
生成 500 张能够成功误导目标分类器 F 手写数字图
片需要的时间, 相同生成任务强度下, M-AttGAN 比
梯度攻击方法快 5 倍以上, 而且远远快于基于优化的
攻击方法.
表 3 各算法下攻击样本的攻击成功率 (500 张攻击样本)
攻击方法

运行时间

FGSM
BIM
C&W
本文方法 M-AttGAN

≈ 0.04s
≈ 0.09s
> 4h
< 0.01s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总结出, M-AttGAN 能够有
效兼顾攻击效果和生成质量, 同时表 3 数据显示
样本的生成效率方面 M-AttGAN 最佳. 在本实验中,
M-AttGAN 攻击成功率和生成效率均比梯度方法要
好; 而与基于优化的方法相比, M-AttGAN 攻击成功
率虽然稍微次于基于优化的方法, 但是其生成效率
却远大于基于优化的方法. 因此综合实验指标, M-

7
AttGAN 比现有的传统攻击算法有优势, 而且由于生

9 所示, 和 MNIST 实验中目标分类器 F 对 xadv 的

成策略并不直接依赖于原始样本, 意味着 M-AttGAN

识别率逐渐下降的趋势不同,CIFAR-10 实验下, F 对

能够无限生成新的攻击样本, 这是传统方法不具备

xadv 的识别率是一直保持在一个低位水平. 这是因

的.

为训练数据本身的分布导致的:MNIST 数据集的样

2.2 CIFAR-10 实验

本是 (1, 28, 28) 的灰度样本, 而 CIFAR-10 数据集的

在 CIFAR-10 实验中, 我们着重探究攻击样本的

样本为 (3, 32, 32) 的彩色样本,CIFAR-10 数据分布

迁移攻击能力. 模型结构方面, 生成器和判别器的结

的复杂程度远大于 MNIST, 对于越复杂的数据, 分类

构整体采用 MNIST 实验中的结构. 训练过程中, 超

器越难以学习到数据的完整分布. 这意味着, 对于攻

参数设置如下:

击算法而言, 在 CIFAR-10 的分类器上更容易找到对

1) 训练迭代次数 epoch 设置为 60 轮;

抗空间, 所以,CIFAR-10 实验中, 作为负责扰动生成

2) G1 和 D1 负责对真实分布进行学习从而生成

的 G2 对对抗空间分布的学习难度也更小, 该逻辑应

假样本, 为了保持对抗平衡, 判别器与生成器的更新

用于 MNIST 实验则表现为需要更多轮数的训练, 其

次数设置为 2:5 ;

攻击效果也更不容易体现. 因此, 对于复杂数据而言,

3) G2 和 D2 负责对对抗空间进行学习从而生成

本文方法更加需要关注 G1 的生成效果, 即, 假样本
是否足够真.

扰动, 判别器与生成器的更新次数设置 1:1 ;
4) Adam 优化器的学习速率设置为 0.0001, 一阶
矩估计的指数衰减率为 0.5, 二阶矩估计的指数衰减
率为 0.9;
5) 扰动阈值 εpb 设置为 0.2;
6) 损失函数 Ladv (G2 ) 和 Lhinge (G2 ) 的权重 φ :
µ 设置为 5:1 ;
7) 用户定义的扰动的最大边界 η 设置为 0.5.
2.2.1 CIFAR-10 实验结果分析

图 8 CIFAR-10 数据集下目标分类器 F 识别生成样本
xf ake 的准确率

类似的, 对于 CIFAR-10 数据集而言, 模型训练
时长约为 33 个小时, 在训练过程中, 采用 VGG19 网
络作为目标网络, 预训练模型的准确率为 87%+. 随
着训练的进行, 如图 8 所示, 生成器 G1 生成的假样
本 xf ake 在目标分类器 F 中的识别率越来越高并逐
渐接近原始样本在目标分类器中的识别率, 这表明
假样本逐渐真实. 继而, 假样本叠加扰动之后作为攻
击样本 xadv 攻击 F , 随着训练进行, 攻击效果如图

图 9 CIFAR-10 数据集下目标分类器 F 识别对抗样本
xadv 的准确率

表 4 各 CIFAR-10 分类器对不同攻击算法以 VGG19 作为目标网络产生的攻击样本的分类准确率
-

VGG19*

ResNet18

ResNet101

DenseNet121

Inception-v4

Orig.(%)
FGSM(%)
BIM(%)
MI-FGSM(%)
M-AttGAN(%)

87.5
10.5
3
0
5.6

90.2
35.3
40.4
33.6
27.5

92.1
37.2
43.2
33.1
30.3

94.05
40.5
50.5
37.5
32.1

93.6
37.3
48.1
29.2
29.6

我们利用攻击目标网络产生的攻击样本来验证

Orig. 表示原始图片, 实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对抗样本的迁移攻击性, 选取三种不同的梯度攻击

根据目标分类器 F 对攻击样本的分类准确率,

方法 FGSM、BIM 和 MI-FGSM (Momentum Iterative

可以推算得到攻击样本的攻击成功率, 从表 4 中可以

FGSM)

[24]

作为基准方法进行比较, 将这些方法产生

看出,M-AttGAN 是一个攻击效果显著的对抗样本生

的样本输入到 ResNet18、ResNet101、DenseNet121、

成算法, 对目标模型 VGG19 的攻击成功率达 94.4%,

Inception-v4 这 4 种预训练模型中得到准确率, 其中

略微弱于 BIM 和 MI-FGSM, 在迁移攻击方面,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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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优于对照算法, 效果最佳. 同时为了凸显本文方

ResNet101、DenseNet121、Inception-v4 这 4 种预训

法的有效性和说服力, 我们再以 ResNet18 作为目标

练模型中得到分类准确率, 其中 Orig. 表示原始图片,

分类器, 选用 FGSM、BIM 和 MI-FGSM 作为基准方

实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法进行比较. 将这些方法产生的样本输入到 VGG19、
表 5 各 CIFAR-10 分类器对数据集中不同攻击算法以 ResNet18 作为目标网络产生的攻击样本的分类准确率
-

ResNet18*

VGG19

ResNet101

DenseNet121

Inception-v4

Orig.(%)
FGSM(%)
BIM(%)
MI-FGSM(%)
M-AttGAN(%)

90.2
17.2
9.2
2.4
10.2

87.5
31.2
38.2
30.4
25

92.1
34.8
47
34.4
34.8

94.05
36.2
54.6
37
30.1

93.6
30.3
48.6
24.8
24.7

击样本表现为在保证攻击性的同时表现出强的迁移
性.
图 10 和图 11 分别展示了 M-AttGAN 生成的
对抗样本和原始样本. 直观上来说,M-AttGAN 能生
成多样性和可辨识性高的样本. 由于假样本生成器
负责拟合真实样本的分布, 那么单纯依靠假样本生
成器产生的假样本则无法完全欺骗分类器, 还需要
一个扰动生成器在假样本之上产生攻击扰动, 最终
图 10

CIFAR-10 数据集下生成的攻击样本

在双方同时作用下实现攻击样本的生成, 因此在视
觉上, 攻击样本能够与真实样本类似同时导致分类
器误分类. 由于实验资源的局限生成样本的视觉效
果还有提升空间. 不过, 通过原理上分析可以肯定的,
是在本文提出的生成方法论的基础上, 通过选择例
如 PG-GAN (Progressive Growing GAN)[25] 、SA-GAN
(Self-Attention GAN)[26] 、胶囊 GAN[27] 等更为复杂的
生成器网络, 能够确保生成质量更为优秀, 同时保证
逼真样本的攻击强度.

3 结论和展望
图 11 CIFAR-10 数据集原始样本

本文利用生成对抗网络在分布学习和数据生成

从表 4、表 5 中对目标分类器的攻击结果来看,

上的优势, 提出了攻击样本生成算法 M-AttGAN. 新

本文方法的结果与主流算法相当, 但 M-AttGAN 的

方法在 MNIST 数据集和 CIFAR-10 数据集上进行

优势之一在于算法的输入不与原始数据强耦合, 在

实验均取得优异的实验结果. 特别的, 在 MNIST 数

生成过程中只能利用生成器将噪声转换为攻击样本,

据集上着重探究了 M-AttGAN 方法在生成效率、样

而不是依赖原始数据. 进一步来看本文方法在保证

本质量和攻击能力三方面, 通过对比试验,M-AttGAN

对目标网络充分的攻击强度的同时, 能够有效地将

效率高, 质量好, 同时攻击强度与对照算法相当; 而

攻击特性迁移到其他模型上, 具体分析有两个要点:

在 CIFAR-10 的实验结果则表明 M-AttGAN 在攻击

其一, 逼真的假样本是由基于学习真实样本之后的

迁移性方面效果最显著. 综合来看, 本文的方法将攻

假样本生成器产生, 因此假样本基于假样本生成器

击样本的生成过程与原始数据解耦, 在保证攻击强

分布而不是基于原始数据分布; 其二, 负责扰动生成

度的同时, 提高了攻击样本的生成可能性、丰富了攻

的扰动生成器在训练中并不依赖目标网络的内部信

击样本的生成多样性和保证了攻击样本的强迁移性,

息, 仅仅是依据对目标网络输入输出, 这使得训练完

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将为深度神经网络的对抗训练和

毕的扰动生成器产生的扰动是基于其对对抗空间的

稳健性评估提供充足有效的对抗样本数据源, 继而

学习得到的分布. 最终, 假样本和扰动叠加得到的攻

为深度学习系统克服对抗攻击提供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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