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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與學習機器如何提升企業

的網路安全 

 

在複雜威脅的環境中連接所有點 



 
 

訊息風險管理公司最近一項研究指出，在未來

五年，有 86%的企業受到 AI(人工智慧)的影

響。 其中一項影響會是網路安全的防禦， 隨著

網路攻擊的增加，安全分析師變得不知所措。

透過收集更多有關安全的數據及市場上更多的

工具， 每天會產生出更多警報，這就是所謂

的“警報疲勞”。 

 另一方面，該產業缺乏訓練有素的安全分析人

員來處理這類的警報， 人工智慧和其他部分，

像是機器學習可以幫助自動化又艱辛的任務，

例如威脅搜尋、威脅評估及威脅回應，因此減

輕了分析師的負擔。 

 

人工智慧使用演算法來決定當下的情況該做甚

麼，該演算法是針對電腦在特定輸入的情況

下，執行操作計畫，這些輸入來自 AI 作業系統

的環境中是收集資料，它嘗試模仿人類的認知

功能，在電腦中提供環境及問題設置，並且找

到解決方法。 機器學習使用資料及先前的演

算法來回應在未來相似的情況下如何學習。

舉例來說，在自動車裡，演算法會根據有關

汽車的周圍環境及  操作決策的訊息來進行訓

練，然後演算法就會知道如何處理未來的情

況。網路安全是應用在人工智慧和 機器學習 ，

因為有大量數據是關於安全環境，而且攻擊都

很相似。 藉由機器學習，演算法可以學習如何

對應類似的攻擊，來實現 AI 的自動化，因此， 

ML 是驅動 AI 的基本概念。 

 

自從 1980 年代以後，研究員一直嘗試在網路

安全實施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但進展的速度

很慢， 如今， 隨著大數據的來臨，人工智慧及

學習機器正顯示出越來越大的承諾，因為可以

從人工智慧的訊息或機器學習來學習，但，還

有很多需要完成。 

 異常偵測 –早期 

當我們談到安全， 我們希望有一個系統可以將

好的、不好、異常的做區分，因此，將異常偵

測 應用於安全是很正常的，我們可以將異常追

朔回 1987 年 ，當研究員開始建立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IDS). 1998-1999 年左

右, DARPA (政府機構建立 Internet)建立基

準，並且呼籲研究安全中的方法，不幸的，很

少有結果是足夠使用的， 甚至很少產品進入

營運階段。 

 

異常偵測是基於無人監督學習，是一種自我組

織學習，可以幫助在不使用現有標籤的情況

下，找到數據中先前未知的模式， 本質上，無

人監督學習的系統知道甚麼是正常的，並且將

任何反常的視為異常。舉例來說，IDS 可能知

道正常的流量是什麼樣，例如:漏洞掃描程序， 

通常，ML 科學家需要設計使用 ML 模型對正

常情況進行建模的方法，然後使用大量正常數

據對模型進行訓練。之後，模型將應用於新的

標籤案件 ，如果這個案件與正常模型擬合的機

會很小，則會將視為異常，簡而言之，基於無

人監督的正常學習系統會做出決定(正常/異

常)，有些將無人監督的學習應用視為‘一類

問題’。 

 

您可能會想到，系統基於無人監督學習可能製

造出許多誤報，因為被認為異常的情況可能完

全無害的(再次考慮到漏洞掃描程序) ，異常偵

測擅長於偵測不同的事， 
 
 
 

 
www.stellarcyber.ai sales@stellarcyber.ai 



 
 

但不一定都是惡意的事物， 這個問題仍是安

全分析師在努力解決的。 

 

大數據的興起 

 

 2000 年之後，開發人員及研究人員開始根

據監督學習建立出反垃圾郵件、反網路釣魚

及 URL 過濾系統，在監督學習裡，從一組標

籤資料中學習決策， 標籤指定正常案件及可

察覺的威脅， 其中一個舉例就是 URL 分類

器。 首先，良性 URLs 及蓄意的 URLs 的大

型數據用於訓練 URL 分類器。然後， URL

分類器被部屬 與傳入電子郵件提取的 URL 做

匹配，對於每個輸入的 URL，URL 分類器會

生產出一個標籤，來說明它是良性還是惡意

的。監督學習算法會分析資料並推斷出一個推

斷函數(例如: 這個流量行為與輸入資料相配，

是很糟糕的),，可以用於映射新的舉例中。 

 

早期過濾系統使用是基於相對較小的資料，但

是隨著大數據的出現，資料集的規模和複雜度

不斷增加，舉例來說， Gmail 使用 Internet

規模的數據來訓練分類器，以提高準確性， 如

此大的規模，利用大數據和巨大的電腦資源， 

才能使 Google 能夠訓練更多複雜的模型。 

 

基於大數據裡的大模型裡(在參數數量裡) ，

像是深度學習模型，已經逐漸變得越來越流

行，舉例來說，被監督的 ML 多年來已成功

使用在反病毒的簽名生成，並在 2012 年， 

Cylance 開始基於簽名以外的數據集提供下

一帶防毒系統，例如異常流量行為。相較於

簡單的簽名，基於 ML 的方法優勢，可能會

發現相似但並非完全相同的情況，而簽名批

配則會尋找完全相同的模式。 

結合受監督與無人監督的學習 

受監督學習在安全應用程式中顯示出更好的結

果，但它需要輕鬆存取大量標籤的數據，而這

些數據很難針對像 APT (先進的持續性威脅)和

針對企業的零時差攻擊等網路攻擊。因此，我

們不能輕鬆地應用監督學習機器來解決所有網

路攻擊。 

這就是無人監督學習又回到這種情況的地方， 

我們需要開發可以在無人監督或是辦監督(例

如 :透過適應學習)的情況下來解決更多先進

AI/ML，以解決其他網路安全。自適應學習(人

工指導分析)與無人監督學習相結合，可以提升

您偵測 APTs 及零時差攻擊的能力，與監督學

習不同的是，我們需要標籤大量的攻擊案例， 

而自適應學習則是利用人類的有限指導來驅動

異常檢測的方向或偏好，以產生更準確的結

果。 

 

新方向:連接點 

 簡易異常偵測最主要的問題之一是誤判的數量，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透過多個相關事件(點)， 

然後評估此關聯是否表示為網路攻擊的安全訊

號，舉例來說，一個‘點’執行者可能在凌晨

兩點登錄到網路，然而僅此一個點可能被認為

是誤判，但是這不足以觸發警報，但是， 如果

看到執行者在凌晨兩點從俄羅斯或中國的 IP 位

置登錄，則有可能會觸發警報，因為執行者很

少在凌晨兩點登錄，也不太可能在計畫中前往

俄羅斯或中國。 

開發員和研究員正在將監督學習及無人

監督學習結合在網路安全的產品中，  舉

例來說， Stellar Cyber 的 Starlight 產

品將多個相關事件結合在一起，並評估

當一起的時候是否會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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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法明顯減少誤判，並幫助分析師加快辨

識 APTs 或零時差攻擊。 
 

下一個領域是使 AI 及 ML 自學，這在機器

學習文獻中稱為學習遷移， 學習遷移的目的

是在一個領域中提取更多抽象知識，並將其

應用在其他更好的領域，人們擅長於學習遷

移，例如，精通一種數學的人學習速度會比

其他人來的快， 擁有類似的能力，在偵測和

回覆威脅的過去經驗裡，可能被分解成潛在

威脅的新評估中，隨著時間流逝，該系統將

變得更加準確。 

今天，有些安全系統已經開始實施自我學習技

術，但是 AI 和 ML 在網路安全的歷史相對較

短， 但是在未來會有大規模的改進。 
 

儘管需要安全分析師做出最終的決定，關於

是否消除威脅，但如果正確應用 AI 和 ML，

他們的工作將變得更加容易。例如， 

AI 和 ML 可以透過與之前的資料相比，來去除

誤報警報，並且可以將看似孤立的事件結合起

來，便快速識別可能需要數天或數週才能發現

的複雜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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