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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联网的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直接关系到物联网服务能否得到真正的实际推广应用，从信息安全的机密

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等三个基本属性出发，分析了物联网安全的特征和面临的安全问题，讨论了物联网安全的系统

架构，以及一些安全关键技术，包括密钥管理、认证与访问控制、安全路由、隐私保护、入侵检测与容错容侵等，对其

中的密钥管理和路由技术进行了较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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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curity and privacy are key issues for application in Internet of Things．Based on confidentiali—

ty，integrity and availabilit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curity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in IOT．It dis—

CHSSeS a framework and some techniques，including the key management，authentication，access control，

security routing，privacy protecting，intrusion detecting and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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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IOT)是近几年提

出的概念，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把感应器、处理器和

无线通信模块嵌入或装备到电网、铁路、桥梁、隧道、

公路、建筑等各种物体中，使它们相互连接，构成物

联网。它有两层意思：第一，物联网是互联网、移动

通信网和传感网等网络的融合，是在互联网基础之

上的延伸和扩展的一种网络；第二，其用户端延伸和

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

信。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装置、红外感应

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传感器节点等信息

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相连

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

跟踪、监控和管理等功能的一种网络。因此，物联网

的核心是完成物体信息的可感、可知、可传和可控。

199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成立了自动识

别技术中心，构想了基于RFID的物联网的概念，提出

了产品电子码(EPC)概念。通过EPC系统的发展不

仅能够对货品进行实时跟踪、而且能够通过优化整个

供应链给用户提供支持，从而推动自动识别技术的快

速发展并能够大幅度提高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国际

物品编码协会EAN和美国统一代码委员会成立EPC

Global机构，负责EPC网络的全球化标准⋯。

2005年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WSIS)上，国际电联(ITU)发布了“ITU Intemet Re．

ports 2005：，I'11e Internet of Things”嵋o。报告指出射

频识别技术、传感器技术、纳米技术、智能嵌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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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到更加广泛的应用。根据111U的描述，在物联网

时代，通过在各种各样的日常用品上嵌入一种短距

离的移动收发器，人类在信息与通信世界里将获得

一个新的沟通维度，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人与人

之间的沟通连接扩展到人与物和物与物之间的沟通

连接。另一方面，欧洲智能系统集成技术平台

(EPoSS)在“Intemet of Things in 2020”报告中也分

析预测了未来物联网的发展将要经历四个阶段。

在产业界，2008年底IBM提出了“智慧地球”

概念，随后，IBM大中华区在2009IBM论坛上公布

了名为“智慧的地球”的最新策略。国际上多个国

家和地区已经启动了相应的研究计划，如日本的U

—Japan计划、韩国的u—Korea计划等。在我国，早

在上世纪90年末也开始了传感网的研究，特别是近

十年来在无线传感器网络方面，国内的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和相关企业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

一些成果。

从信息与网络安全的角度来看，物联网作为一

个多网的异构融合网络，不仅存在与传感器网络、移

动通信网络和因特网同样的安全问题，同时还有其

特殊性，如隐私保护问题、异构网络的认证与访问控

制问题、信息的存储与管理等。文献[3]认为数据

与隐私保护是物联网应用过程中的挑战之一。在物

联网中，RFID系统实现末端信息的感知，文献[4]

讨论了在RFID系统中数据传输的密码算法问题，

采用Ic卡中的逻辑加密模块进行信息的加密。文

献[5]设计了一种基于RFID的信息服务系统，主要

是针对物流管理方面的应用。对物联网的安全和隐

私保护问题，文献[6]进行了讨论，特别是讨论了涉

及的法律问题。文献[7]提出了一个物联网服务安

全模型，并分析了模型中的各个模块的功能。文献

[8]对物联网的状况进行了分析，也讨论了安全问

题。文献[9]对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问题进行了研

究。同时人们对相关的CPS(cyber—physical systems)

和普适计算安全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本文将试图从信息安全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

用性等三个基本属性出发，分析物联网安全的特征

和面临的安全问题，讨论物联网安全的系统架构，以

及一些安全关键技术，特别对密钥管理和路由技术

进行深入的讨论。

1 物联网安全特征与架构

信息与网络安全的目标是要达到被保护信息的

机密性(confidentiality)、完整性(integrity)和可用性

(availability)。在互联网的早期阶段，人们更关注基

础理论和应用研究，随着网络和服务规模的不断增

大，安全问题得以特显，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相

继推出了一些安全技术，如入侵检测系统、防火墙、

PKI等等。物联网的研究与应用处于初级阶段，很

多的理论与关键技术有待突破，特别是与互联网和

移动通信网相比，还没有展示出令人信服的实际应

用，我们将从互联网的发展过程来探讨物联网的安

全问题。

1．1物联网安全特征

从物联网的信息处理过程来看，感知信息经过

采集、汇聚、融合、传输、决策与控制等过程，整个信

息处理的过程体现了物联网安全的特征与要求，也

揭示了所面临的安全问题。

一是感知网络的信息采集、传输与信息安全问

题。感知节点呈现多源异构性，感知节点通常情况

下功能简单(如自动温度计)、携带能量少(使用电

池)，使得它们无法拥有复杂的安全保护能力，而感

知网络多种多样，从温度测量到水文监控，从道路导

航到自动控制，它们的数据传输和消息也没有特定

的标准，所以没法提供统一的安全保护体系。

二是核心网络的传输与信息安全问题。核心网

络具有相对完整的安全保护能力，但是由于物联网

中节点数量庞大，且以集群方式存在，因此会导致在

数据传播时，由于大量机器的数据发送使网络拥塞，

产生拒绝服务攻击。此外，现有通信网络的安全架

构都是从人通信的角度设计的，对以物为主体的物

联网，要建立适合于感知信息传输与应用的安全

架构。

三是物联网业务的安全问题。支撑物联网业务

的平台有着不同的安全策略，如云计算、分布式系

统、海量信息处理等，这些支撑平台要为上层服务管

理和大规模行业应用建立起一个高效、可靠和可信

的系统，而大规模、多平台、多业务类型使物联网业

务层次的安全面Il缶新的挑战，是针对不同的行业应

用建立相应的安全策略，还是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

安全架构?

另一方面可以从安全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

性来分析物联网的安全需求。信息隐私是物联网信

息机密性的直接体现，如感知终端的位置信息是物

联网的重要信息资源之一，也是需要保护的敏感信

息。另外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同样存在隐私保护问

题，如基于数据挖掘的行为分析等等，要建立访问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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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机制，控制物联网中信息采集、传递和查询等操

作，不会由于个人隐私或机构秘密的泄露而造成对

个人或机构的伤害。信息的加密是实现机密性的重

要手段，由于物联网的多源异构性，使密钥管理显得

更为困难，特别是对感知网络的密钥管理是制约物

联网信息机密性的瓶颈。

物联网的信息完整性和可用性贯穿物联网数据

流的全过程，网络入侵、拒绝攻击服务、Sybil攻击、

路由攻击等都使信息的完整性和可用性受到破坏。

同时物联网的感知互动过程也要求网络具有高度的

稳定性和可靠性，物联网是与许多应用领域的物理

设备相关连，要保证网络的稳定可靠，如在仓储物流

应用领域，物联网必须是稳定的，要保证网络的连通

性，不能出现互联网中电子邮件时常丢失等问题，不

然无法准确检测进库和出库的物品。

因此，物联网的安全特征体现了感知信息的多

样性、网络环境的多样性和应用需求的多样性，呈现

出网络的规模和数据的处理量大，决策控制复杂，给

安全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1．2物联网安全架构

图1显示了物联网的层次架构，感知层通过各

种传感器节点获取各类数据，包括物体属性、环境状

态、行为状态等动态和静态信息，通过传感器网络或

射频阅读器等网络和设备实现数据在感知层的汇聚

和传输；传输层主要通过移动通信网、卫星网、互联

网等网络基础实施，实现对感知层信息的接入和传

输；支撑层是为上层应用服务建立起一个高效可靠

的支撑技术平台，通过并行数据挖掘处理等过程，为

应用提供服务，屏蔽底层的网络、信息的异构性；应

用层是根据用户的需求，建立相应的业务模型，运行

相应的应用系统。在各个层次中安全和管理贯穿于

其中。

智能交通、环境监测、内容服务等

数据挖掘、智能计算、并行计算、云计算等

WiMAX、GSM、3G通信网、卫星网、互联网等

RFID、二维码、传感器、红外感应等

图1物联网的层次结构

图2为物联网在不同层次可以采取的安全。以

密码技术为核心的基础信息安全平台及基础设施建

设是物联网安全，特别是数据隐私保护的基础，安全

平台同时包括安全事件应急响应中心、数据备份和

灾难恢复设施、安全管理等。安全防御技术主要是

为了保证信息的安全而采用的一些方法，在网络和

通信传输安全方面，主要针对网络环境的安全技术，

如VPN、路由等，实现网络互连过程的安全，旨在确

保通信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而应用环境主

要针对用户的访问控制与审计，以及应用系统在执

行过程中产生的安全问题。

应用环境安全技术

可信终端、身份认证、访问控制、安全审计等

网络环境安全技术

无线网安全、虚拟专用网、传输安全、安全路由、

防火墙、安全域策略、安全审计等

信息安全防御关键技术

攻击监测、内容分析、病毒防治、访『口】控制、应急反应、战略预警等

信息安全基础核心技术

密码技术、高速密码芯片、PKI公钥基础设施、信息系统平台安全等

图2物联网安全技术架构

2物联网安全关键技术

作为一种多网络融合的网络，物联网安全涉及

到各个网络的不同层次，在这些独立的网络中已实

际应用了多种安全技术，特别是移动通信网和互联

网的安全研究已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但对物联网中

的感知网络来说，由于资源的局限性，使安全研究的

难度较大，本节主要针对传感网中的安全问题进行

讨论。

2．1密钥管理机制

密钥系统是安全的基础，是实现感知信息隐私

保护的手段之一。对互联网由于不存在计算资源的

限制，非对称和对称密钥系统都可以适用，互联网面

临的安全主要是来源于其最初的开放式管理模式的

设计，是一种没有严格管理中心的网络。移动通信

网是一种相对集中式管理的网络，而无线传感器网

络和感知节点由于计算资源的限制，对密钥系统提

出了更多的要求，因此，物联网密钥管理系统面临两

个主要问题：一是如何构建一个贯穿多个网络的统

一密钥管理系统，并与物联网的体系结构相适应；二

是如何解决传感网的密钥管理问题，如密钥的分配、

更新、组播等问题。

实现统一的密钥管理系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是以互联网为中心的集中式管理方式。由互联网

的密钥分配中心负责整个物联网的密钥管理，一旦

传感器网络接入互联网，通过密钥中心与传感器网

络汇聚点进行交互，实现对网络中节点的密钥管理；

二是以各自网络为中心的分布式管理方式。在此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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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比较容易解决，但在传感

网环境中对汇聚点的要求就比较高，尽管我们可以

在传感网中采用簇头选择方法，推选簇头，形成层次

式网络结构，每个节点与相应的簇头通信，簇头间以

及簇头与汇聚节点之间进行密钥的协商，但对多跳

通信的边缘节点、以及由于簇头选择算法和簇头本

身的能量消耗，使传感网的密钥管理成为解决问题

的关键。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密钥管理系统的设计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其自身特征的限制，因此在设计需求上

与有线网络和传统的资源不受限制的无线网络有所

不同，特别要充分考虑到无线传感器网络传感节点

的限制和网络组网与路由的特征。它的安全需求主

要体现在：

(I)密钥生成或更新算法的安全性：利用该算

法生成的密钥应具备一定的安全强度，不能被网络

攻击者轻易破解或者花很小的代价破解。也即是加

密后保障数据包的机密性。

(2)前向私密性：对中途退出传感器网络或者

被俘获的恶意节点，在周期性的密钥更新或者撤销

后无法再利用先前所获知的密钥信息生成合法的密

钥继续参与网络通信，即无法参加与报文解密或者

生成有效的可认证的报文。

(3)后向私密性和可扩展性：新加入传感器网

络的合法节点可利用新分发或者周期性更新的密钥

参与网络的正常通信，即进行报文的加解密和认证

行为等。而且能够保障网络是可扩展的，即允许大

量新节点的加入。

(4)抗同谋攻击：在传感器网络中，若干节点被

俘获后，其所掌握的密钥信息可能会造成网络局部

范围的泄密，但不应对整个网络的运行造成破坏性

或损毁性的后果即密钥系统要具有抗同谋攻击。

(5)源端认证性和新鲜性：源端认证要求发送

方身份的可认证性和消息的可认证性，即任何一个

网络数据包都能通过认证和追踪寻找到其发送源，

且是不可否认的。新鲜性则保证合法的节点在一定

的延迟许可内能收到所需要的信息。新鲜性除了和

密钥管理方案紧密相关外，与传感器网络的时间同

步技术和路由算法也有很大的关联。

根据这些要求，在密钥管理系统的实现方法中，

人们提出了基于对称密钥系统的方法和基于非对称

密钥系统的方法。在基于对称密钥的管理系统方

面，从分配方式上也可分为以下三类：基于密钥分配

中心方式、预分配方式和基于分组分簇方式。典型

的解决方法有SPINS协议、基于密钥池预分配方式

的E—G方法和q-Composite方法、单密钥空间随机密

钥预分配方法、多密钥空间随机密钥预分配方法、对

称多项式随机密钥预分配方法、基于地理信息或部

署信息的随机密钥预分配方法、低能耗的密钥管理

方法等。与非对称密钥系统相比，对称密钥系统在

计算复杂度方面具有优势，但在密钥管理和安全性

方面却有不足。例如邻居节点间的认证难于实现，

节点的加入和退出不够灵活等。特别是在物联网环

境下，如何实现与其他网络的密钥管理系统的融合

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为此，人们将非对称密钥系统

也应用于无线传感器网络，TinyPK¨叫在使用TinyOS

开发环境的MICA2节点上，采用RSA算法实现了

传感器网络外部节点的认证以及TinySec密钥的分

发。文献[11]首次在MICA2节点上基于椭圆曲线

密码ECC(ellipse curve cryptography)实现了TinyOS

的TinySec密钥的分发，文献[12—13]对基于轻量

级ECC的密钥管理提出了改进的方案，特别是基于

圆曲线密码体制作为公钥密码系统之一，在无线传

感器网路密钥管理的研究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具

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价值与应用前景。

近几年作为非对称密钥系统的基于身份标识的

加密算法(identity—based encryption，IBE)引起了人

们的关注。该算法的主要思想是加密的公钥不需要

从公钥证书中获得，而是直接使用标识用户身份的

字符串。最初提出这种基于身份标识加密算法的动

机是为了简化电子邮件系统中证书的管理。当舢一

ice给Bob发送邮件时，她仅仅需要使用Bob的邮箱

bob@company．tom作为公钥来加密邮件，从而省略

了获取Bob公钥证书这一步骤。当Bob接收到加密

后的邮件时，联系私钥生成中心(private key genera-

tor)，同时向PKG验证自己的身份，然后就能够得到

私钥，从而解密邮件。

然而，在Shamir提出IBE算法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都没有能找到合适的实现方法。直到2001年，可

实用的IBE算法由Boneh等提出，算法利用椭圆曲

线双线性映射(bilinear map)来实现。基于身份标

识加密算法具有一些特征和优势，主要体现在：(1)

它的公钥可以是任何唯一的字符串，如E—mail、身份

证或者其它标识，不需要PKI系统的证书发放，使用

起来简单；(2)由于公钥是身份等标识，所以，基于

身份标识的加密算法解决了密钥分配的问题；(3)

基于身份标识的加密算法具有比对称加密算法更高

的加密强度。在同等安全级别条件下，比其它公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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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算法有更小的参数，因而具有更快的计算速度

和更小的存储空间。

IBE加密算法一般由四部分组成：系统参数建

立、密钥提取、加密和解密。表1为EPCglobal网络

(electronic product code)的节点标识的格式，共96

比特长度，类似于网卡的MAC地址，而传感器网络

的节点一般都有身份标识，采用基于身份的密钥系

统，就可以以此为公钥，实现感知信息的加密和解

密，文献[13]对IBE算法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应

用进行了分析，包括密钥的分配、更新等过程。IBE

算法的复杂性主要在计算双线性对上，寻求简单适

用的双线性对的计算方法是IBE算法能否广泛应用

的关键。

表1 EPCglobal网络标签身份长度与表示内容

Header Filter Value Partition Company Prefix Item Reference Serial Number

20—40 bits 4—24 bits
8 b妇 3 b沁 3 b沁

Combined length：44 bitsomblnedlen 44 blts

38 b沁

2．2数据处理与隐私性

物联网的数据要经过信息感知、获取、汇聚、融

合、传输、存储、挖掘、决策和控制等处理流程，而末

端的感知网络几乎要涉及上述信息处理的全过程，

只是由于传感节点与汇聚点的资源限制，在信息的

挖掘和决策方面不占居主要的位置。物联网应用不

仅面临信息采集的安全性，也要考虑到信息传送的

私密性，要求信息不能被篡改和非授权用户使用，同

时，还要考虑到网络的可靠、可信和安全。物联网能

否大规模推广应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能够

保障用户数据和隐私的安全。

就传感网而言，在信息的感知采集阶段就要进

行相关的安全处理，如对RFID采集的信息进行轻

量级的加密处理后，再传送到汇聚节点。这里要关

注的是对光学标签的信息采集处理与安全，作为感

知端的物体身份标识，光学标签显示了独特的优势，

而虚拟光学的加密解密技术为基于光学标签的身份

标识提供了手段，基于软件的虚拟光学密码系统由

于可以在光波的多个维度进行信息的加密处理，具

有比一般传统的对称加密系统有更高的安全性，数

学模型的建立和软件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该领

域的研究和应用推广。

数据处理过程中涉及到基于位置的服务与在信

息处理过程中的隐私保护问题。ACM于2008年成

立了SIGSPATIAL(Special Interest Group oil Spatial

Information)，致力于空间信息理论与应用研究。基

于位置的服务是物联网提供的基本功能，是定位、电

子地图、基于位置的数据挖掘和发现、自适应表达等

技术的融合。定位技术目前主要有GPS定位、基于

手机的定位、无线传感网定位等。无线传感网的定

位主要是射频识别、蓝牙及ZigBee等。基于位置的

服务面临严峻的隐私保护问题，这既是安全问题，也

是法律问题。欧洲通过了《隐私与电子通信法》，对

隐私保护问题给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基于位置服务中的隐私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

是位置隐私，二是查询隐私。位置隐私中的位置指

用户过去或现在的位置，而查询隐私指敏感信息的

查询与挖掘，如某用户经常查询某区域的餐馆或医

院，可以分析该用户的居住位置、收入状况、生活行

为、健康状况等敏感信息，造成个人隐私信息的泄

漏，查询隐私就是数据处理过程中的隐私保护问题。

所以，我们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提供尽

可能精确的位置服务，另一方面又希望个人的隐私

得到保护。这就需要在技术上给以保证。目前的隐

私保护方法主要有位置伪装、时空匿名、空间加

密等。

2．3安全路由协议

物联网的路由要跨越多类网络，有基于IP地址

的互联网路由协议、有基于标识的移动通信网和传

感网的路由算法，因此我们要至少解决两个问题，一

是多网融合的路由问题；二是传感网的路由问题。

前者可以考虑将身份标识映射成类似的IP地址，实

现基于地址的统一路由体系；后者是由于传感网的

计算资源的局限性和易受到攻击的特点，要设计抗

攻击的安全路由算法。

目前，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无线传感器网络

路由协议，这些路由协议最初的设计目标通常是以

最小的通信、计算、存储开销完成节点间数据传输，

但是这些路由协议大都没有考虑到安全问题。实际

上由于无线传感器节点电量有限、计算能力有限、存

储容量有限以及部署野外等特点，使得它极易受到

各类攻击。

无线传感器网络路由协议常受到的攻击主要有

以下几类：虚假路由信息攻击、选择性转发攻击、污

水池攻击、女巫攻击、虫洞攻击、Hello洪泛攻击、确

认攻击等。表2列出了一些针对路由的常见攻击，

表3为抗击这些攻击可以采用的方法。针对无线传

感器网络中数据传送的特点，目前已提出许多较为

有效的路由技术。按路由算法的实现方法划分，有

洪泛式路由，如Gossiping等；以数据为中心的路由。

如Directed Diffusion，SPIN等；层次式路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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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CH(10w energy adaptive clustering hierarchy)、

TEEN(threshold sensitive energy efficient sensor net—

work protoc01)等；基于位置信息的路由，如GPSR

(greedy perimeter stateless routing)、GEAR(geograph—

ic and energy aware routing)等。

表2路由协议的安全威胁

路由协议 安全威胁

TinyOS信标

定向扩散

地理位置路由

最低成本转发

谣传路由

能量节约的拓扑维护

(SPAN、GAF、CEC、AFECA)

聚簇路由协议

(LEACH、TEEN)

虚假路由信息、选择性转发、污

水池、女巫、虫洞、HELLO泛洪

虚假路由信息、选择性转发、污

水池、女巫、虫洞、HELLO泛洪

虚假路由信息、选择性转发、女巫

虚假路由信息、选择性转发、污

水池，女巫、虫洞、HELLO泛洪

虚假路由信息、选择性转发、污

水池、女巫、虫洞

虚假路由信息、女巫、HELLO

泛洪

选择性转发，HELLO泛洪

表3传感器网络攻击和解决方案

攻击类型 解决方法

外部攻击和链路层安全

女巫攻击

HELLO泛洪攻击

虫洞和污水池

选择性转发攻击

认证广播和泛洪

链路层加密和认证

身份验证

双向链路认证

很难防御，必须在设计路由协议

时考虑，如基于地理位置路由

多径路由技术

广播认证，如txTESLA

表4列出了针对安全威胁而设计的相关安全路

由算法，下面主要讨论两个路由协议。

TRANS(trust routing for location—aware sensor

networks)是一个建立在地理路由(如GPSR)之上的

安全机制，包含两个模块：信任路由(trust routing

module)和不安全位置避免(insecure location avoid—

ance module)，其中信任路由模块TRM安装在汇聚

节点和感知节点，不安全位置避免模块ILAM仅安

装在汇聚节点。另一种容侵的安全路由协议为IN—

SENS(intrusion—tolerant routing protocol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INSENS包含路由发现和数据转发

两个阶段。在路由发现阶段，基站通过多跳转发向

所有节点发送一个查询报文，相邻节点收到报文后，

记录发送者的ID，然后发给那些还没收到报文的相

邻节点，以此建立邻居关系。收到查询报文的节点

同时向基站发送自己的位置拓扑等反馈信息。最

后，基站生成到每个节点有两条独立路由路径的路

由转发表。第二阶段的数据包转发就可以根据节点

的转发表进行转发。

表4各种安全协议所能实现的安全目标

协议名称 认证完整性机密性新鲜度审计性可靠性呈耄雾

2．4认证与访问控制

认证指使用者采用某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确

实是自己宣称的某人，网络中的认证主要包括身份

认证和消息认证。身份认证可以使通信双方确信对

方的身份并交换会话密钥。保密性和及时性是认证

的密钥交换中两个重要的问题。为了防止假冒和会

话密钥的泄密，用户标识和会话密钥这样的重要信

息必须以密文的形式传送，这就需要事先已有能用

于这一目的的主密钥或公钥。因为可能存在消息重

放，所以及时性非常重要，在最坏的情况下，攻击者

可以利用重放攻击威胁会话密钥或者成功假冒另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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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认证中主要是接收方希望能够保证其接收

的消息确实来自真正的发送方。有时收发双方不同

时在线，例如在电子邮件系统中，电子邮件消息发送

到接收方的电子邮件中，并一直存放在邮箱中直至

接收方读取为止。广播认证是一种特殊的消息认证

形式，在广播认证中一方广播的消息被多方认证。

传统的认证是区分不同层次的，网络层的认证

就负责网络层的身份鉴别，业务层的认证就负责业

务层的身份鉴别，两者独立存在。但是在物联网中，

业务应用与网络通信紧紧地绑在一起，认证有其特

殊性。例如，当物联网的业务由运营商提供时，那么

就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层认证的结果而不需要进行业

务层的认证；或者当业务是敏感业务如金融类业务

时，一般业务提供者会不信任网络层的安全级别，而

使用更高级别的安全保护，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做

业务层的认证；而当业务是普通业务时，如气温采集

业务等，业务提供者认为网络认证已经足够，那么就

不再需要业务层的认证。

在物联网的认证过程中，传感网的认证机制是

重要的研究部分，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认证技术主

要包括基于轻量级公钥的认证技术、预共享密钥的

认证技术、随机密钥预分布的认证技术、利用辅助信

息的认证、基于单向散列函数的认证等。

(1)基于轻量级公钥算法的认证技术。鉴于经

典的公钥算法需要高计算量，在资源有限的无线传

感器网络中不具有可操作性，当前有一些研究正致

力于对公钥算法进行优化设计使其能适应于无线传

感器网络，但在能耗和资源方面还存在很大的改进

空间，如基于RSA公钥算法的TinyPK认证方案，以

及基于身份标识的认证算法等。

(2)基于预共享密钥的认证技术。SNEP方案

中提出两种配置方法：一是节点之间的共享密钥，二

是每个节点和基站之间的共享密钥。这类方案使用

每对节点之间共享一个主密钥，可以在任何一对节

点之间建立安全通信。缺点表现为扩展性和抗捕获

能力较差，任意一节点被俘获后就会暴露密钥信息，

进而导致全网络瘫痪。

(3)基于单向散列函数的认证方法。该类方法

主要用在广播认证中，由单向散列函数生成一个密

钥链，利用单向散列函数的不可逆性，保证密钥不可

预测。通过某种方式依次公布密钥链中的密钥，可

以对消息进行认证。目前基于单向散列函数的广播

认证方法主要是对"1ESLA协议的改进。

肛TESLA旧。协议以TESLA协议为基础，对密钥更新

过程，初始认证过程进行了改进，使其能够在无线传

感器网络有效实施。

访问控制是对用户合法使用资源的认证和控

制，目前信息系统的访问控制主要是基于角色的访

问控制机制(role—based access control，RBAC)及其

扩展模型。RBAC机制主要由Sandhu于96年提出

的基本模型RBAC96构成，一个用户先由系统分配

一个角色，如管理员、普通用户等，登录系统后，根据

用户的角色所设置的访问策略实现对资源的访问，

显然，同样的角色可以访问同样的资源。RBAC机

制是基于互联网的OA系统、银行系统、网上商店等

系统的访问控制方法，是基于用户的。对物联网而

言，末端是感知网络，可能是一个感知节点或一个物

体，采用用户角色的形式进行资源的控制显得不够

灵活，一是本身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在分布式的网

络环境中已呈现出不向适应的地方，如对具有时间

约束资源的访问控制，访问控制的多层次适应性等

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二是节点不是用户，是各类传

感器或其他设备，且种类繁多，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机制中角色类型无法一一对应这些节点，因此，使

RBAC机制的难于实现；三是物联网表现的是信息

的感知互动过程，包含了信息的处理、决策和控制等

过程，特别是反向控制是物物互连的特征之一，资源

的访问呈现动态性和多层次性，而RBAC机制中一

旦用户被指定为某种角色，他的可访问资源就相对

固定了。所以，寻求新的访问控制机制是物联网、也

是互联网值得研究的问题。

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attribute—based access

control，ABAC)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如果将角色映

射成用户的属性，可以构成ABAC与RBAC的对等

关系，而属性的增加相对简单，同时基于属性的加密

算法可以使ABAC得以实现。ABAC方法的问题是

对较少的属性来说，加密解密的效率较高，但随着

属性数量的增加，加密的密文长度增加，使算法的实

用性受到限制，目前有两个发展方向：基于密钥策略

和基于密文策略，其目标就是改善基于属性的加密

算法的性能。

2．5入侵检测与容侵容错技术

容侵就是指在网络中存在恶意入侵的情况下，

网络仍然能够正常地运行。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安全

隐患在于网络部署区域的开放特性以及无线电网络

的广播特性，攻击者往往利用这两个特性，通过阻碍

网络中节点的正常工作，进而破坏整个传感器网络

的运行，降低网络的可用性。无人值守的恶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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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无线传感器网络缺少传统网络中的物理上的安

全，传感器节点很容易被攻击者俘获、毁坏或妥协。

现阶段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容侵技术主要集中于网络

的拓扑容侵、安全路由容侵以及数据传输过程中的

容侵机制。

无线传感器网络可用性的另一个要求是网络的

容错性。一般意义上的容错性是指在故障存在的情

况下系统不失效、仍然能够正常工作的特性。无线

传感器网络的容错性指的是当部分节点或链路失效

后，网络能够进行传输数据的恢复或者网络结构自

愈，从而尽可能减小节点或链路失效对无线传感器

网络功能的影响。由于传感器节点在能量、存储空

间、计算能力和通信带宽等诸多方面都受限，而且通

常工作在恶劣的环境中，网络中的传感器节点经常

会出现失效的状况。因此，容错性成为无线传感器

网络中一个重要的设计因素，容错技术也是无线传

感器网络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相关领域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

(1)网络拓扑中的容错。通过对无线传感器网

络设计合理的拓扑结构，保证网络出现断裂的情况

下，能正常进行通信。

(2)网络覆盖中的容错。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部

署阶段，主要研究在部分节点、链路失效的情况下，

如何事先部署或事后移动、补充传感器节点，从而保

证对监测区域的覆盖和保持网络节点之间的连通。

(3)数据检测中的容错机制。主要研究在恶劣

的网络环境中，当一些特定事件发生时，处于事件发

生区域的节点如何能够正确获取到数据。

文献[21]提出了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容

侵框架。该框架包括三个部分：

(1)判定恶意节点：主要任务是要找出网络中

的攻击节点或被妥协的节点。基站随机发送一个通

过公钥加密的报文给节点，为了回应这个报文，节点

必须能够利用其私钥对报文进行解密并回送给基

站，如果基站长时间接收不到节点的回应报文，则认

为该节点可能遭受到入侵。另一种判定机制是利用

邻居节点的签名。如果节点发送数据包给基站，需

要获得一定数量的邻居节点对该数据包的签名。当

数据包和签名到达基站后，基站通过验证签名的合

法性来判定数据包的合法性，进而判定节点为恶意

节点的可能性。

(2)发现恶意节点后启动容侵机制：当基站发

现网络中的可能存在的恶意节点后，则发送一个信

息包告知恶意节点周围的邻居节点可能的入侵情

况。因为还不能确定节点是恶意节点，邻居节点只

是将该节点的状态修改为容侵，即节点仍然能够在

邻居节点的控制下进行数据的转发。

(3)通过节点之间的协作，对恶意节点做出处

理决定(排除或是恢复)：一定数量的邻居节点产生

编造的报警报文，并对报警报文进行正确的签名，然

后将报警报文转发给恶意节点。邻居节点监测恶意

节点对报警报文的处理情况。正常节点在接收到报

警报文后，会产生正确的签名，而恶意节点则可能产

生无效的签名。邻居节点根据接收到的恶意节点的

无效签名的数量来确定节点是恶意节点的可能性。

通过各个邻居节点对节点是恶意节点性测时信息的

判断，选择攻击或放弃。

根据无线传感器网络中不同的入侵情况，可以

设计出不同的容侵机制，如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拓

扑容侵、路由容侵和数据传输容侵等机制。前面讨

论的路由协议INTRSN就是具有路由容侵的情况。

2．6决策与控制安全

物联网的数据是一个双向流动的信息流，一是

从感知端采集物理世界的各种信息，经过数据的处

理，存储在网络的数据库中；二是根据用户的需求，

进行数据的挖掘、决策和控制，实现与物理世界中任

何互连物体的互动。在数据采集处理中我们讨论了

相关的隐私性等安全问题，而决策控制又将涉及到

另一个安全问题，如可靠性等。前面讨论的认证和

访问控制机制可以对用户进行认证，使合法的用户

才能使用相关的数据，并对系统进行控制操作。但

问题是如何保证决策和控制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在传统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网络中由于侧重对感

知端的信息获取，对决策控制的安全考虑不多，互联

网的应用也是侧重与信息的获取与挖掘，较少应用

对第三方的控制。而物联网中对物体的控制将是重

要的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

3 结论

物联网的安全和隐私保护是物联网服务能否大

规模应用的关键，物联网的多源异构性使其安全面

临巨大的挑战，就单一网络而言，互联网、移动通信

网等已建立了一些列行之有效的机制和方法，为我

们的日程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改变

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相对而言，传感网的安

全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还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解

决方案，由于传感网的资源局限性，使其安全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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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难度增大，因此，传感网的安全研究将是物联网

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如何建立有效的多网融

合的安全架构，建立～个跨越多网的统一安全模型，

形成有效的共同协调防御系统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之一。

目前在无线传感器网络安全方面，人们就密钥

管理、安全路由、认证与访问控制、数据隐私保护、入

侵检测与容错容侵、以及安全决策与控制等方面进

行了相关研究，密钥管理作为多个安全机制的基础

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并没有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

要么寻求更轻量级的加密算法，要么提高传感器节

点的性能，目前的方法距实际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

特别是至今为止，真正的大规模的无线传感器网络

的实际应用仍然太少，多跳自组织网络环境下的大

规模数据处理(如路由和数据融合)使很多理论上

的小规模仿真失去意义，而在这种环境下的安全问

题才是传感网安全的难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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