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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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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监控和管理等功能的一种网络。因此，物联网

言

的核心是完成物体信息的可感、可知、可传和可控。
Ｔｈｉｎｇｓ，ＩＯＴ）是近几年提

１９９９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成立了自动识

出的概念，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把感应器、处理器和

别技术中心，构想了基于ＲＦＩＤ的物联网的概念，提出

物联网（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无线通信模块嵌入或装备到电网、铁路、桥梁、隧道、

了产品电子码（ＥＰＣ）概念。通过ＥＰＣ系统的发展不

公路、建筑等各种物体中，使它们相互连接，构成物

仅能够对货品进行实时跟踪、而且能够通过优化整个

联网。它有两层意思：第一，物联网是互联网、移动

供应链给用户提供支持，从而推动自动识别技术的快

通信网和传感网等网络的融合，是在互联网基础之

速发展并能够大幅度提高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国际

上的延伸和扩展的一种网络；第二，其用户端延伸和

物品编码协会ＥＡＮ和美国统一代码委员会成立ＥＰＣ

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

Ｇｌｏｂａｌ机构，负责ＥＰＣ网络的全球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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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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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５：，Ｉ＇１１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ｍｅｔ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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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口期：２０１０－０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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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到更加广泛的应用。根据１１１Ｕ的描述，在物联网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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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通过在各种各样的日常用品上嵌入一种短距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在互联网的早期阶段，人们更关注基

离的移动收发器，人类在信息与通信世界里将获得

础理论和应用研究，随着网络和服务规模的不断增

一个新的沟通维度，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人与人

大，安全问题得以特显，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相

之间的沟通连接扩展到人与物和物与物之间的沟通

继推出了一些安全技术，如入侵检测系统、防火墙、

连接。另一方面，欧洲智能系统集成技术平台

ＰＫＩ等等。物联网的研究与应用处于初级阶段，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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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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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随后，ＩＢＭ大中华区在２００９ＩＢＭ论坛上公布

全问题。

了名为“智慧的地球”的最新策略。国际上多个国

１．１物联网安全特征

家和地区已经启动了相应的研究计划，如日本的Ｕ

从物联网的信息处理过程来看，感知信息经过

—Ｊａｐａｎ计划、韩国的ｕ—Ｋｏｒｅａ计划等。在我国，早

采集、汇聚、融合、传输、决策与控制等过程，整个信

在上世纪９０年末也开始了传感网的研究，特别是近

息处理的过程体现了物联网安全的特征与要求，也

十年来在无线传感器网络方面，国内的高等院校、科

揭示了所面临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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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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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信息与网络安全的角度来看，物联网作为一

下功能简单（如自动温度计）、携带能量少（使用电

个多网的异构融合网络，不仅存在与传感器网络、移

池），使得它们无法拥有复杂的安全保护能力，而感

动通信网络和因特网同样的安全问题，同时还有其

知网络多种多样，从温度测量到水文监控，从道路导

特殊性，如隐私保护问题、异构网络的认证与访问控

航到自动控制，它们的数据传输和消息也没有特定

制问题、信息的存储与管理等。文献［３］认为数据

的标准，所以没法提供统一的安全保护体系。

与隐私保护是物联网应用过程中的挑战之一。在物

二是核心网络的传输与信息安全问题。核心网

联网中，ＲＦＩＤ系统实现末端信息的感知，文献［４］

络具有相对完整的安全保护能力，但是由于物联网

讨论了在ＲＦＩＤ系统中数据传输的密码算法问题，

中节点数量庞大，且以集群方式存在，因此会导致在

采用Ｉｃ卡中的逻辑加密模块进行信息的加密。文

数据传播时，由于大量机器的数据发送使网络拥塞，

献［５］设计了一种基于ＲＦＩＤ的信息服务系统，主要

产生拒绝服务攻击。此外，现有通信网络的安全架

是针对物流管理方面的应用。对物联网的安全和隐

构都是从人通信的角度设计的，对以物为主体的物

私保护问题，文献［６］进行了讨论，特别是讨论了涉

联网，要建立适合于感知信息传输与应用的安全

及的法律问题。文献［７］提出了一个物联网服务安

架构。

全模型，并分析了模型中的各个模块的功能。文献

三是物联网业务的安全问题。支撑物联网业务

［８］对物联网的状况进行了分析，也讨论了安全问

的平台有着不同的安全策略，如云计算、分布式系

题。文献［９］对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问题进行了研

统、海量信息处理等，这些支撑平台要为上层服务管

究。同时人们对相关的ＣＰＳ（ｃｙｂ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理和大规模行业应用建立起一个高效、可靠和可信

和普适计算安全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的系统，而大规模、多平台、多业务类型使物联网业

本文将试图从信息安全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

务层次的安全面Ｉｌ缶新的挑战，是针对不同的行业应

用性等三个基本属性出发，分析物联网安全的特征

用建立相应的安全策略，还是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

和面临的安全问题，讨论物联网安全的系统架构，以

安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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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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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物联网安全特征与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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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与网络安全的目标是要达到被保护信息的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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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传输安全方面，主要针对网络环境的安全技术，

作，不会由于个人隐私或机构秘密的泄露而造成对

如ＶＰＮ、路由等，实现网络互连过程的安全，旨在确

个人或机构的伤害。信息的加密是实现机密性的重

保通信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而应用环境主

要手段，由于物联网的多源异构性，使密钥管理显得

要针对用户的访问控制与审计，以及应用系统在执

更为困难，特别是对感知网络的密钥管理是制约物

行过程中产生的安全问题。

联网信息机密性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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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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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环境安全技术

路由攻击等都使信息的完整性和可用性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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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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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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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领域，物联网必须是稳定的，要保证网络的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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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不能出现互联网中电子邮件时常丢失等问题，不

图２物联网安全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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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物联网安全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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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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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的应用系统。在各个层次中安全和管理贯穿于

设计，是一种没有严格管理中心的网络。移动通信

其中。

网是一种相对集中式管理的网络，而无线传感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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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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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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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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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解决方法有ＳＰＩＮＳ协议、基于密钥池预分配方式

网环境中对汇聚点的要求就比较高，尽管我们可以

的Ｅ—Ｇ方法和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方法、单密钥空间随机密

在传感网中采用簇头选择方法，推选簇头，形成层次

钥预分配方法、多密钥空间随机密钥预分配方法、对

式网络结构，每个节点与相应的簇头通信，簇头间以

称多项式随机密钥预分配方法、基于地理信息或部

及簇头与汇聚节点之间进行密钥的协商，但对多跳

署信息的随机密钥预分配方法、低能耗的密钥管理

通信的边缘节点、以及由于簇头选择算法和簇头本

方法等。与非对称密钥系统相比，对称密钥系统在

身的能量消耗，使传感网的密钥管理成为解决问题

计算复杂度方面具有优势，但在密钥管理和安全性

的关键。

方面却有不足。例如邻居节点间的认证难于实现，

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密钥管理系统的设计在很大

节点的加入和退出不够灵活等。特别是在物联网环

程度上受到其自身特征的限制，因此在设计需求上

境下，如何实现与其他网络的密钥管理系统的融合

与有线网络和传统的资源不受限制的无线网络有所

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为此，人们将非对称密钥系统

不同，特别要充分考虑到无线传感器网络传感节点

也应用于无线传感器网络，ＴｉｎｙＰＫ¨叫在使用ＴｉｎｙＯＳ

的限制和网络组网与路由的特征。它的安全需求主

开发环境的ＭＩＣＡ２节点上，采用ＲＳＡ算法实现了

要体现在：

传感器网络外部节点的认证以及ＴｉｎｙＳｅｃ密钥的分

（Ｉ）密钥生成或更新算法的安全性：利用该算

发。文献［１１］首次在ＭＩＣＡ２节点上基于椭圆曲线

法生成的密钥应具备一定的安全强度，不能被网络

密码ＥＣＣ（ｅｌｌｉｐｓｅ

攻击者轻易破解或者花很小的代价破解。也即是加

的ＴｉｎｙＳｅｃ密钥的分发，文献［１２—１３］对基于轻量

密后保障数据包的机密性。

级ＥＣＣ的密钥管理提出了改进的方案，特别是基于

ｃｕｒｖｅ

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实现了ＴｉｎｙＯＳ

（２）前向私密性：对中途退出传感器网络或者

圆曲线密码体制作为公钥密码系统之一，在无线传

被俘获的恶意节点，在周期性的密钥更新或者撤销

感器网路密钥管理的研究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具

后无法再利用先前所获知的密钥信息生成合法的密

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价值与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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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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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后向私密性和可扩展性：新加入传感器网

们的关注。该算法的主要思想是加密的公钥不需要

络的合法节点可利用新分发或者周期性更新的密钥

从公钥证书中获得，而是直接使用标识用户身份的

参与网络的正常通信，即进行报文的加解密和认证

字符串。最初提出这种基于身份标识加密算法的动

行为等。而且能够保障网络是可扩展的，即允许大

机是为了简化电子邮件系统中证书的管理。当舢一

量新节点的加入。

ｉｃｅ给Ｂｏｂ发送邮件时，她仅仅需要使用Ｂｏｂ的邮箱

（４）抗同谋攻击：在传感器网络中，若干节点被

ｂｏｂ＠ｃｏｍｐａｎｙ．ｔｏｍ作为公钥来加密邮件，从而省略

俘获后，其所掌握的密钥信息可能会造成网络局部

了获取Ｂｏｂ公钥证书这一步骤。当Ｂｏｂ接收到加密

范围的泄密，但不应对整个网络的运行造成破坏性

后的邮件时，联系私钥生成中心（ｐｒｉｖａｔｅ

或损毁性的后果即密钥系统要具有抗同谋攻击。

ｔｏｒ），同时向ＰＫＧ验证自己的身份，然后就能够得到

（５）源端认证性和新鲜性：源端认证要求发送

ｋｅｙ ｇｅｎｅｒａ－

私钥，从而解密邮件。

方身份的可认证性和消息的可认证性，即任何一个

然而，在Ｓｈａｍｉｒ提出ＩＢＥ算法后的很长一段时

网络数据包都能通过认证和追踪寻找到其发送源，

间都没有能找到合适的实现方法。直到２００１年，可

且是不可否认的。新鲜性则保证合法的节点在一定

实用的ＩＢＥ算法由Ｂｏｎｅｈ等提出，算法利用椭圆曲

的延迟许可内能收到所需要的信息。新鲜性除了和

线双线性映射（ｂｉｌｉｎｅａｒ ｍａｐ）来实现。基于身份标

密钥管理方案紧密相关外，与传感器网络的时间同

识加密算法具有一些特征和优势，主要体现在：（１）

步技术和路由算法也有很大的关联。

它的公钥可以是任何唯一的字符串，如Ｅ—ｍａｉｌ、身份

根据这些要求，在密钥管理系统的实现方法中，

证或者其它标识，不需要ＰＫＩ系统的证书发放，使用

人们提出了基于对称密钥系统的方法和基于非对称

起来简单；（２）由于公钥是身份等标识，所以，基于

密钥系统的方法。在基于对称密钥的管理系统方

身份标识的加密算法解决了密钥分配的问题；（３）

面，从分配方式上也可分为以下三类：基于密钥分配

基于身份标识的加密算法具有比对称加密算法更高

中心方式、预分配方式和基于分组分簇方式。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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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地图、基于位置的数据挖掘和发现、自适应表达等

和更小的存储空间。

技术的融合。定位技术目前主要有ＧＰＳ定位、基于

ＩＢＥ加密算法一般由四部分组成：系统参数建

手机的定位、无线传感网定位等。无线传感网的定

立、密钥提取、加密和解密。表１为ＥＰＣｇｌｏｂａｌ网络

位主要是射频识别、蓝牙及ＺｉｇＢｅｅ等。基于位置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ｄｅ）的节点标识的格式，共９６

服务面临严峻的隐私保护问题，这既是安全问题，也

比特长度，类似于网卡的ＭＡＣ地址，而传感器网络

是法律问题。欧洲通过了《隐私与电子通信法》，对

的节点一般都有身份标识，采用基于身份的密钥系

隐私保护问题给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ｐｒｏｄｕｃｔ

统，就可以以此为公钥，实现感知信息的加密和解

基于位置服务中的隐私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

密，文献［１３］对ＩＢＥ算法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应

是位置隐私，二是查询隐私。位置隐私中的位置指

用进行了分析，包括密钥的分配、更新等过程。ＩＢＥ

用户过去或现在的位置，而查询隐私指敏感信息的

算法的复杂性主要在计算双线性对上，寻求简单适

查询与挖掘，如某用户经常查询某区域的餐馆或医

用的双线性对的计算方法是ＩＢＥ算法能否广泛应用

院，可以分析该用户的居住位置、收入状况、生活行

的关键。

为、健康状况等敏感信息，造成个人隐私信息的泄

表１
Ｈｅａｄｅｒ

ＥＰＣｇｌｏｂａｌ网络标签身份长度与表示内容

Ｆｉｌ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ｒｅｆｉｘ
２０—４０ ｂｉｔｓ

８

ｂ妇

３

ｂ沁

３ ｂ沁

Ｉｔｅ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４—２４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ｂｉｔｓ
３８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ｄｌｅｎ
ｅｎｌｂｍｏｓ４４
ｔｉｂｂｌｔｓ
ｌｅｎｇｔｈ：４４

ｂ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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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数据处理与隐私性

私保护方法主要有位置伪装、时空匿名、空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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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等。

２．３安全路由协议

端的感知网络几乎要涉及上述信息处理的全过程，

物联网的路由要跨越多类网络，有基于ＩＰ地址

只是由于传感节点与汇聚点的资源限制，在信息的

的互联网路由协议、有基于标识的移动通信网和传

挖掘和决策方面不占居主要的位置。物联网应用不

感网的路由算法，因此我们要至少解决两个问题，一

仅面临信息采集的安全性，也要考虑到信息传送的

是多网融合的路由问题；二是传感网的路由问题。

私密性，要求信息不能被篡改和非授权用户使用，同

前者可以考虑将身份标识映射成类似的ＩＰ地址，实

时，还要考虑到网络的可靠、可信和安全。物联网能

现基于地址的统一路由体系；后者是由于传感网的

否大规模推广应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能够

计算资源的局限性和易受到攻击的特点，要设计抗

保障用户数据和隐私的安全。

攻击的安全路由算法。

就传感网而言，在信息的感知采集阶段就要进

目前，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无线传感器网络

行相关的安全处理，如对ＲＦＩＤ采集的信息进行轻

路由协议，这些路由协议最初的设计目标通常是以

量级的加密处理后，再传送到汇聚节点。这里要关

最小的通信、计算、存储开销完成节点间数据传输，

注的是对光学标签的信息采集处理与安全，作为感

但是这些路由协议大都没有考虑到安全问题。实际

知端的物体身份标识，光学标签显示了独特的优势，

上由于无线传感器节点电量有限、计算能力有限、存

而虚拟光学的加密解密技术为基于光学标签的身份

储容量有限以及部署野外等特点，使得它极易受到

标识提供了手段，基于软件的虚拟光学密码系统由

各类攻击。

于可以在光波的多个维度进行信息的加密处理，具

无线传感器网络路由协议常受到的攻击主要有

有比一般传统的对称加密系统有更高的安全性，数

以下几类：虚假路由信息攻击、选择性转发攻击、污

学模型的建立和软件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该领

水池攻击、女巫攻击、虫洞攻击、Ｈｅｌｌｏ洪泛攻击、确

域的研究和应用推广。

认攻击等。表２列出了一些针对路由的常见攻击，

数据处理过程中涉及到基于位置的服务与在信

表３为抗击这些攻击可以采用的方法。针对无线传

息处理过程中的隐私保护问题。ＡＣＭ于２００８年成

感器网络中数据传送的特点，目前已提出许多较为

立了ＳＩ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有效的路由技术。按路由算法的实现方法划分，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致力于空间信息理论与应用研究。基

洪泛式路由，如Ｇｏｓｓｉｐｉｎｇ等；以数据为中心的路由。

于位置的服务是物联网提供的基本功能，是定位、电

如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ＰＩＮ等；层次式路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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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ＡＣＨ（１０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ＴＥＥ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ｗｏｒｋ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后，基站生成到每个节点有两条独立路由路径的路

ｎｅｔ—

由转发表。第二阶段的数据包转发就可以根据节点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ｅｎｓｏｒ

ｐｒｏｔｏｃ０１）等；基于位置信息的路由，如ＧＰＳＲ

（ｇｒｅｅｄｙ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

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ｗ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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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ｏｕｔｉｎｇ）、ＧＥＡＲ（ｇｅｏｇｒａｐｈ—

ｒｏｕｔｉｎｇ）等。

协议名称

表２路由协议的安全威胁
路由协议

认证完整性机密性新鲜度审计性可靠性呈耄雾

安全威胁
虚假路由信息、选择性转发、污

ＴｉｎｙＯＳ信标

水池、女巫、虫洞、ＨＥＬＬＯ泛洪
虚假路由信息、选择性转发、污

定向扩散

水池、女巫、虫洞、ＨＥＬＬＯ泛洪
地理位置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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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成本转发

水池，女巫、虫洞、ＨＥＬＬＯ泛洪
虚假路由信息、选择性转发、污

谣传路由

水池、女巫、虫洞
能量节约的拓扑维护

虚假路由信息、女巫、ＨＥＬＬＯ

（ＳＰＡＮ、ＧＡＦ、ＣＥＣ、ＡＦＥＣＡ）

泛洪

聚簇路由协议

选择性转发，ＨＥＬＬＯ泛洪

（ＬＥＡＣＨ、ＴＥ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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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路层加密和认证

女巫攻击

身份验证

ＨＥＬＬＯ泛洪攻击

双向链路认证

虫洞和污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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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性转发攻击

多径路由技术

认证广播和泛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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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认证与访问控制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ｖｏｉｄ—

认证指使用者采用某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确

ｍｏｄｕｌｅ），其中信任路由模块ＴＲＭ安装在汇聚

实是自己宣称的某人，网络中的认证主要包括身份

节点和感知节点，不安全位置避免模块ＩＬＡＭ仅安

认证和消息认证。身份认证可以使通信双方确信对

装在汇聚节点。另一种容侵的安全路由协议为ＩＮ—

方的身份并交换会话密钥。保密性和及时性是认证

ＳＥＮＳ（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的密钥交换中两个重要的问题。为了防止假冒和会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ＳＥＮＳ包含路由发现和数据转发

话密钥的泄密，用户标识和会话密钥这样的重要信

两个阶段。在路由发现阶段，基站通过多跳转发向

息必须以密文的形式传送，这就需要事先已有能用

所有节点发送一个查询报文，相邻节点收到报文后，

于这一目的的主密钥或公钥。因为可能存在消息重

记录发送者的ＩＤ，然后发给那些还没收到报文的相

放，所以及时性非常重要，在最坏的情况下，攻击者

邻节点，以此建立邻居关系。收到查询报文的节点

可以利用重放攻击威胁会话密钥或者成功假冒另

同时向基站发送自己的位置拓扑等反馈信息。最

一方。

ｍｏｄｕｌｅ）和不安全位置避免（ｉｎ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ｃｅ

ｓｅｎｓ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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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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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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在线，例如在电子邮件系统中，电子邮件消息发送

访问控制是对用户合法使用资源的认证和控

到接收方的电子邮件中，并一直存放在邮箱中直至

制，目前信息系统的访问控制主要是基于角色的访

接收方读取为止。广播认证是一种特殊的消息认证

问控制机制（ｒｏｌｅ—ｂａｓｅｄ

形式，在广播认证中一方广播的消息被多方认证。

扩展模型。ＲＢＡＣ机制主要由Ｓａｎｄｈｕ于９６年提出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ＢＡＣ）及其

传统的认证是区分不同层次的，网络层的认证

的基本模型ＲＢＡＣ９６构成，一个用户先由系统分配

就负责网络层的身份鉴别，业务层的认证就负责业

一个角色，如管理员、普通用户等，登录系统后，根据

务层的身份鉴别，两者独立存在。但是在物联网中，

用户的角色所设置的访问策略实现对资源的访问，

业务应用与网络通信紧紧地绑在一起，认证有其特

显然，同样的角色可以访问同样的资源。ＲＢＡＣ机

殊性。例如，当物联网的业务由运营商提供时，那么

制是基于互联网的ＯＡ系统、银行系统、网上商店等

就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层认证的结果而不需要进行业

系统的访问控制方法，是基于用户的。对物联网而

务层的认证；或者当业务是敏感业务如金融类业务

言，末端是感知网络，可能是一个感知节点或一个物

时，一般业务提供者会不信任网络层的安全级别，而

体，采用用户角色的形式进行资源的控制显得不够

使用更高级别的安全保护，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做

灵活，一是本身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在分布式的网

业务层的认证；而当业务是普通业务时，如气温采集

络环境中已呈现出不向适应的地方，如对具有时间

业务等，业务提供者认为网络认证已经足够，那么就

约束资源的访问控制，访问控制的多层次适应性等

不再需要业务层的认证。

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二是节点不是用户，是各类传

在物联网的认证过程中，传感网的认证机制是

感器或其他设备，且种类繁多，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重要的研究部分，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认证技术主

机制中角色类型无法一一对应这些节点，因此，使

要包括基于轻量级公钥的认证技术、预共享密钥的

ＲＢＡＣ机制的难于实现；三是物联网表现的是信息

认证技术、随机密钥预分布的认证技术、利用辅助信

的感知互动过程，包含了信息的处理、决策和控制等

息的认证、基于单向散列函数的认证等。

过程，特别是反向控制是物物互连的特征之一，资源

（１）基于轻量级公钥算法的认证技术。鉴于经

的访问呈现动态性和多层次性，而ＲＢＡＣ机制中一

典的公钥算法需要高计算量，在资源有限的无线传

旦用户被指定为某种角色，他的可访问资源就相对

感器网络中不具有可操作性，当前有一些研究正致

固定了。所以，寻求新的访问控制机制是物联网、也

力于对公钥算法进行优化设计使其能适应于无线传

是互联网值得研究的问题。

感器网络，但在能耗和资源方面还存在很大的改进

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ｂａｓ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空间，如基于ＲＳＡ公钥算法的ＴｉｎｙＰＫ认证方案，以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ＢＡＣ）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如果将角色映

及基于身份标识的认证算法等。

射成用户的属性，可以构成ＡＢＡＣ与ＲＢＡＣ的对等

（２）基于预共享密钥的认证技术。ＳＮＥＰ方案

关系，而属性的增加相对简单，同时基于属性的加密

中提出两种配置方法：一是节点之间的共享密钥，二

算法可以使ＡＢＡＣ得以实现。ＡＢＡＣ方法的问题是

是每个节点和基站之间的共享密钥。这类方案使用

对较少的属性来说，加密解密的效率较高，但随着

每对节点之间共享一个主密钥，可以在任何一对节

属性数量的增加，加密的密文长度增加，使算法的实

点之间建立安全通信。缺点表现为扩展性和抗捕获

用性受到限制，目前有两个发展方向：基于密钥策略

能力较差，任意一节点被俘获后就会暴露密钥信息，

和基于密文策略，其目标就是改善基于属性的加密

进而导致全网络瘫痪。

算法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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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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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钥链，利用单向散列函数的不可逆性，保证密钥不可

网络仍然能够正常地运行。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安全

预测。通过某种方式依次公布密钥链中的密钥，可

隐患在于网络部署区域的开放特性以及无线电网络

以对消息进行认证。目前基于单向散列函数的广播

的广播特性，攻击者往往利用这两个特性，通过阻碍

认证方法主要是对＂１ＥＳＬＡ协议的改进。

网络中节点的正常工作，进而破坏整个传感器网络

肛ＴＥＳＬＡ旧。协议以ＴＥＳＬＡ协议为基础，对密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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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因为还不能确定节点是恶意节点，邻居节点只

全，传感器节点很容易被攻击者俘获、毁坏或妥协。

是将该节点的状态修改为容侵，即节点仍然能够在

现阶段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容侵技术主要集中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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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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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决定（排除或是恢复）：一定数量的邻居节点产生

无线传感器网络可用性的另一个要求是网络的

编造的报警报文，并对报警报文进行正确的签名，然

容错性。一般意义上的容错性是指在故障存在的情

后将报警报文转发给恶意节点。邻居节点监测恶意

况下系统不失效、仍然能够正常工作的特性。无线

节点对报警报文的处理情况。正常节点在接收到报

传感器网络的容错性指的是当部分节点或链路失效

警报文后，会产生正确的签名，而恶意节点则可能产

后，网络能够进行传输数据的恢复或者网络结构自

生无效的签名。邻居节点根据接收到的恶意节点的

愈，从而尽可能减小节点或链路失效对无线传感器

无效签名的数量来确定节点是恶意节点的可能性。

网络功能的影响。由于传感器节点在能量、存储空

通过各个邻居节点对节点是恶意节点性测时信息的

间、计算能力和通信带宽等诸多方面都受限，而且通

判断，选择攻击或放弃。

常工作在恶劣的环境中，网络中的传感器节点经常

根据无线传感器网络中不同的入侵情况，可以

会出现失效的状况。因此，容错性成为无线传感器

设计出不同的容侵机制，如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拓

网络中一个重要的设计因素，容错技术也是无线传

扑容侵、路由容侵和数据传输容侵等机制。前面讨

感器网络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相关领域的研

论的路由协议ＩＮＴＲＳＮ就是具有路由容侵的情况。

究主要集中在：

２．６决策与控制安全

（１）网络拓扑中的容错。通过对无线传感器网

物联网的数据是一个双向流动的信息流，一是

络设计合理的拓扑结构，保证网络出现断裂的情况

从感知端采集物理世界的各种信息，经过数据的处

下，能正常进行通信。

理，存储在网络的数据库中；二是根据用户的需求，

（２）网络覆盖中的容错。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部

进行数据的挖掘、决策和控制，实现与物理世界中任

署阶段，主要研究在部分节点、链路失效的情况下，

何互连物体的互动。在数据采集处理中我们讨论了

如何事先部署或事后移动、补充传感器节点，从而保

相关的隐私性等安全问题，而决策控制又将涉及到

证对监测区域的覆盖和保持网络节点之间的连通。

另一个安全问题，如可靠性等。前面讨论的认证和

（３）数据检测中的容错机制。主要研究在恶劣

访问控制机制可以对用户进行认证，使合法的用户

的网络环境中，当一些特定事件发生时，处于事件发

才能使用相关的数据，并对系统进行控制操作。但

生区域的节点如何能够正确获取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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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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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端的信息获取，对决策控制的安全考虑不多，互联

（１）判定恶意节点：主要任务是要找出网络中

网的应用也是侧重与信息的获取与挖掘，较少应用

的攻击节点或被妥协的节点。基站随机发送一个通

对第三方的控制。而物联网中对物体的控制将是重

过公钥加密的报文给节点，为了回应这个报文，节点

要的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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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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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的安全和隐私保护是物联网服务能否大

要获得一定数量的邻居节点对该数据包的签名。当

规模应用的关键，物联网的多源异构性使其安全面

数据包和签名到达基站后，基站通过验证签名的合

临巨大的挑战，就单一网络而言，互联网、移动通信

法性来判定数据包的合法性，进而判定节点为恶意

网等已建立了一些列行之有效的机制和方法，为我

节点的可能性。

们的日程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改变

（２）发现恶意节点后启动容侵机制：当基站发

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相对而言，传感网的安

现网络中的可能存在的恶意节点后，则发送一个信

全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还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解

息包告知恶意节点周围的邻居节点可能的入侵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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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ＷＡＴＲＯ Ｒ，ＫＯ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Ａｄ Ｈｅｃ

目前在无线传感器网络安全方面，人们就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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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ｎ∞ｒ

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Ｐｒｅｃ

ａ１．Ｗｏｒｌｄ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ｎｓｏｒ

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ａｕ—

Ｒｅ·

ｏｎ

Ｎｅ附ｏｒｋｓ（ＲＥＡＬＷＳＮ ２００５）．［ｓ．１．］：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２００５．１３５—１４２．

［１２］ＭＡＬＡＮ

Ｊ，ＷＥＬＳＨ Ｍ，ＳＭＩＴＨ Ｍ Ｄ．Ａ ｐｕｂｌｉｃ－ｋｅｙ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

ｆｏｒ ｋｅ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ｎｙＯＳ

［ｃ］／／２００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ＥＥＥ

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ｎｓｏｒ ａｎｄ Ａｄ

Ｈｏ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ｃｕｒｖｅ 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ｎｆ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ｉｓｃａｔ．

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２００４：７１—８０．

［１３］杨庚。王江涛，程宏兵，等．基于身份加密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密
钥分配方法［Ｊ］．电子学报，２００７，３５（１）：１８０—１８５．
ＹＡＮＧ ＧｅＩｌｇ．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ＣＨＥＮＧ Ｈｏｎｇｂｉｎｇ，ｅｔ
ｔｙ·ｂａｓｅｄ ｋｅ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ａ１．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

ＷＳＮ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２００７，３５（１）：１８０—１８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ＯＵＡＤＪＡＯＵＴ Ａ，ｃＨＡＬＬＡＬ Ｙ，ＬＡｓＬＡ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ｆａｕｌ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Ｐｒｏｃ

Ｎ，ｅｔ

ａ１．ＳＥＩＦ：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ｄ

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参考文献：

Ｓｅｎｓ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Ｍ

ａｎｄ

２００４：５９—６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题才是传感网安全的难点所在。

ｗｉｔｈ

ａ１．ＴｉｎｙＰＫ：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１１］ＢＥＮＥＮＳＯＮ ｚ，ＧＥＤｌＣＫＥ Ｎ，ＲＡＩＶＩＯ Ｏ．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ｏｂｕｓｔ ｕｓｅｒ
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管理、安全路由、认证与访问控制、数据隐私保护、入

Ｄ，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Ｐｒｏｃ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４ ＡＣＭ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ｐｕｂｌｉｃ ｋｅｙ

Ｔｈｉｒｄ

ｆｏｒ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ｎ∞ｒ
ｏｎ

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ＲＥＳ ２００８）．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

ＩＥＥＥ，２００８：５０３—５０８．

［１５］ＭＡ
［１］ｈＲｐ：／／ｗｗｗ．ｅｐｃ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ｃ．ｏｒｓ／
［２］ＣＯＮＴＩ Ｊ Ｐ．Ｔｈｅ Ｉｎｔｅｍ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Ｊ］．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２００６，４（６）：２０一２５．

ａｎｄ

０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ｔｕ．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

Ｄ，ＭＩＣＨＥＬ Ｈ Ｅ．Ａ

［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９，２４（４）：７５
—７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ｍｅｔ

ｆｏｒ

ｉｎ

ｄａｔａ

ｔｈｉｎｇ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２４（４）：２５—７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电子学报，２００６，３４（１２）：２５１４—２５１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ａｎｇｌｉ，ｅｔ

ｆｏｒ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ｅｎｓ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６，

２９（２）：２１６—２３０．

ａ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ｎｇ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Ａｃｔ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

Ｒ Ｈ，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Ｎｅｗ

ｃｈａｌ］ｅ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７］ＬＥＵＳＳＥ Ｐ，ＰＥＲＩＯＲＥＬＬＩＳ Ｐ，ＤＩＭＩＴＲＡＫＯＳ

ｉｃｅｓ［Ｃ］／／Ｐｒｏｃ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９

Ｔ，ｅ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１．Ｓｅｌｆ ｉａ，＿ｉａｇｅｄ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Ｓｃｒｖ－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ｄ．

［Ｊ］．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１０．１：３６—３７．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ｍｅｔ ｏｆ

２００９，２６（５）：３５７—３６２．

万方数据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ＥＥＥ

Ｔｈｉｎｇｓ［Ｊ］．ＩＥＴＥ，ＴｅｃｈｍｅＭ

ａｎｔｉ·ｔｒａ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ｅｐｅｎｄａｂ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２００４：６３７—６４６．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ｎ

ｋｅ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ｊｕｓｔ—ｅｎｏｕｇｈ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Ｊ］．

Ｄｅｐｅｎｄ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０８，５（３）：

１７７—１９０．

［１９］ＬＩＮＧ Ｈｕｉ，ＺＮＡＴＩ Ｔ．Ｅｎｄ—ｔｏ·ｅｎｄ ｐａｉｒｗｉｓｅ ｋｅ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ｎ￥ｏｒ

ＩＥＥ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ＬＯＢＥＣＯＭ ２００５）．

［２０］ＣＨＡＮ Ｈ，ＰＥＲＲＩＧ Ａ，ＳＯＮＧ Ｄ．Ｒａｎｄｏｍ ｋｅｙ ｐ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ｆｏｒ ｓ∞∞ｒ
ｓｉｕｍ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Ｐｍ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３

ＩＥＥＥ Ｓｙｍｐｏ．

Ｐｒｉｖ∽ｙ（ＳＰ’０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ＩＥＥＥ，２００３：

【２１］ＮＡＳＳＥＲ Ｎ，ＣＨＥＮ Ｙ．Ｓｅｃｕ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ｗｉｒｅ．
ｓｃｎ￥ｏｒ

１ｅｓｓ

［９］ＨＡＭＡＤ Ｆ．ＳＭＡＬＯＶ Ｌ．ＪＡＭＥＳ Ａ．Ｅｎｅｒｇｙ—ａｗａｒ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

１９７—２１３．

Ｔｈｉｎｇｓ：ｌｔｅｒｅ Ｎｏｗ ａｎｄ Ｃｏｍｉｎｇ Ｓｏｏｎ

ｏｆ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４

ｉｎｇｓ

Ｓ．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ｎｓ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ＩＥＥＥ，２００５．

Ｉｎｔｅｍｅｔ．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２００９．４７—５２

［８］ＭＵＬＨＧＡＮ Ｇ．Ｔｈｅ Ｉｍｅｒｎ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

ｇｅ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Ｌａｗ＆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０，２６：２３—３０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ｅｌｌ，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ｔｉｃ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ｍ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６．３４（１２）：２５１４—２５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ＷＥＢＥＲ

ｆｏｒ

ｔｙ．Ｐｉｓｅａｔ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２００７：２７４—２７９．

［１８］ＤＥＮＧ Ｊｉｎｇ，ＨＡＮ Ｙ Ｓ．Ｍｕｈｉｐａｔｈ

［５］宁焕生，张瑜，刘芳丽，等．中国物联网信息服务系统研究［Ｊ］．

ＮＩＮＧ Ｈｕａｎ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ｕ，ＬＩＵ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ｐｅｎｄａｂｉｌｉ·

［１７］ＤＥＮＧ Ｊｉｎｇ，ＨＡＮ Ｒ，ＭＩＳＨＲＡ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ｎｉ，ＷＥＩ Ｇｕｉｙｉｎｇ．Ｃｉｐｈｅ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ｎ∞ｒ

ｉｎ

［１６］ＤＥＮＧ Ｊｉｎｇ．ＨＡＮ Ｒ，ＭＩＳＨＲＡ Ｓ．Ｉｎ∞ｎｓ：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ｍｕｔｉｎｇ

［４］王小妮，魏桂英．物联网ＲＦＩＤ系统数据传输中密码算法研究

ｏｆ ＲＦＩＤ

ｎｅｗ

ｄａｔａ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ｃ］／／Ｐｒｏｃ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７ ＩＥ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３］盯Ｕ．Ｔｈｅ Ｉｎｔｅｍ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ＥＢ／ＯＬ］．（２００５—１２．１７）［２０１０－０７一

ＶＳｌｌｃｅ８

Ｒ，ＸＩＮＧ Ｌ

ｓｅｃｕｒｅ

ｉｎ

Ｍ—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Ｐｒｏｃ ｏｆ ｔｈｅ ２７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ｆ ＩＣＤＣＳＷ’

０ｒ７）．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２００７：１２．
［２２］ＮＡＳＳＥＲ Ｎ，ＣＨＥＮ Ｙ．ＳＥＥＭ：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ｕｌ—

杨庚等：物联网安全特征与关键技术

第４期
ｔｉ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ｓｅｎｓｏｒ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３５］ＶＡＩＤＹＡ Ｂ，ＰＹｕＮ Ｊ Ｙ，ＰＡＲＫ Ｊ
ｓｏｈｅｍ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７。３０（１１／１２）：２４０１—２４１２．
［２３］ＬＯＵ Ｗ．ＫＷＯＮ Ｙ．Ｈ—ＳＰＲＥＡＤ：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一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ｕＩ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ＥＥＥ

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

ｏ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５５（４）：１３２０

Ｎ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

ｓｅｎｓｏｒ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ｅｅｎｔｆｉｃ

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ｎ∞ｒ

ｏｆ

［３７］Ｌ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Ｃ—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Ｒ，ｅｔ

ａ１．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ｔｒｕｓ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ＩＥＥＥ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３８］ＬＥ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ｐａｔｈ

ｉｎ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ｐａｃｋｅ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Ｙ．Ａ

ｐａｃｋｅｔ－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ｎｏｄｅｓ

ｌｉｃ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ＡＣＭ
８０ｒ

ｏｎ

ｍ—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Ａｄ ｈｏ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ｉｎ

Ｊ，Ｖｕ

Ｙ，ＹＡＮＧ
ｆａｌｓｅ

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

［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ｌｅａｖｅｄ

Ｈ

２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ｒ

ＩＮＦＯＣＯＭ．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

Ｌ，ＬＥＮＥＵＴＲＥ

Ｊ．Ｏｎ ｍｕｈｉｐａｔｈ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ｍｕｈｉｈｏｐ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ｉｎ

ｏ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Ｊ］．ＥＵＲＡＳＩＰ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ｄａｔａ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ＩＣＨＩＫＡＷＡ Ｈ．ＬＮＣＳ．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７．４８３６：１０２—１０９．
Ａ

Ｄ，ＦＡＮＧ

ｅ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ｂｌｅ，￥ｅｃｕｒｅ

［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ｈｏｅ ａｎｄ ｓｏｎｓｏｒ

Ｌｅｉ，ＳＴＡＮＫＯＶＩＣ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

Ｊ

Ａ，ｅ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ｆｏｒ

ｆｏｕｒｔｈ

ａ１．Ｓｉｓｆ：Ａ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ＡＣＭ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ｓｅｎＳＯｒ

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ＳＡＳ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Ｍ，２００６：３５—４８．

［４２］ｕｕ Ｄ，ＮＩＮＧ Ｐ．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ｅｎｓｏｒ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ＩｚＴＥＳＬＡ：Ａ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ＡＣＭ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ＥＣＳ），２００４，３（４）：８００－８３６．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ＩＥＥＥ

１ＥＥＥ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２００９，２００９：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ｎｓ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ｍｕｔｉｎｇ

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ｆｏｒ

Ｖ，ＲＵ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ｒｏｕｔｉｎｇ［Ｃ］∥Ｐｒｏｃ

［４０］ＯＺＤＥＭＩＲ Ｓ．Ｓｅｃｕｒｅ

ｇｅｏ－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ｉｓｏａｔ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２００５：７１—７８．

［２９］ＺＨＡＮＧ

Ｃ，ＭＩＳＲＡ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

［４１］ＷＯＯ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ＩＥＥ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２００７，１５（６）：１４９０—１５０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ＣＭ Ｉｎｔｅｒ－

ＷＳＮ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Ｋ．Ｔｏｗａｒｄｓ

Ｋ，ＬＩＵ

Ｎ，ＫＡ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ｎ一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ＳＡＳＮ’０６）．Ｐｉｓｏａｔ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２００６：５９—７０．

［２８］ＡＢＵ—ＧＨＡＺＡＬＥ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ｉｎⅫｌｆｌ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Ｐ Ｐ

ｏｎ

ａｔｔａｃｋ·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６０一７２．

［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６，３０（１）：１５３—１６５．
［２７］ＬＥＥ Ｓ，ＣＨＯＩ

ｉｎ

ｍｕｈｉｐａｔｈ ｍｕｔｉｎｇ

［３９］ＣＨＥ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ｅｎｓ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Ａｄ Ｈｏｅ

ＩＥＥＥ．２００５：１９５２—１９６３．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ｅ－

Ｄｅｐｅｎｄａｂｌ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Ｃ，Ｍ１ＳＲＡ Ｖ，ＲＵ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

ｓｅｃｕｒｅ

（ＥＷＣ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ＩＥＥＥ。２００４
［２６］ＬＥＥ Ｓ，ＣＨＯＩ Ｙ．Ａ

Ｐ Ｐ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ＣＭ

ａｎｄ

ｍｉ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２００７，５（１）：８７—９９．

２００７）．Ｎｅｗ Ｙｏｒｋ：ＩＥＥＥ，２００７．

［２５］ＴＡＮＡｃＨＡｌｗｌｗＡＴ Ｓ，ＤＡＶＥ Ｐ，ＢＨＩＮＤＷＡＬ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ａｄ ｈｏｅ

ｅｅｃ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ａ１．Ｓｅｃｕｒｅ ｍｕｈｉｐａｔｈ ｒｏｕｔｉｎｇ

［３６］ＭＡＶＲＯＰＯＤＩ Ｒ，ＫＯＴＺＡＮＩＫＯＩＡ０ｕ Ｐ。ＤＯＵＬＩＧＥＲＩＳ ｃ．ＳｅｃＭＲ—

［２４］ＡＬ－ＷＡＫＥＥＬ Ｓ Ｓ，ＡＬ—ＳＷＡＩＬＥＭＭ Ｓ Ａ．ＰＲＳＡ：Ａ ｐａｔｈ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

ＩＥＥＥ

Ａ。ｅ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ｃｕ∞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２００７．

—１３３０．

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ＥＥ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

ｓｅｎｓ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ｄ ｈｅｃ

ｆｏｒ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ＩＰＤＰＳ’０６）．Ｐｉａｃａｔａｗａｙ：

作者简介：

ＩＥＥＥ，２００６．

［３０］ＲＡＭＡＳＷＡＭＩ Ｓ Ｓ，ＵＰＡＤＨＹＡＹＡ Ｓ．Ｓｍａｒｔ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ｂｌａｃｋ ｈｏｌｅ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ＥＴｓ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ｍｕｔｉｎｇ［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６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

ｃｏｌｌｕ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ＥＥＥ

ｕｓ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页）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Ｐｉｓｏａｔ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２００６：２５３—２６０．

ｏｎ

［３１］ＳＯＮＧ Ｎｉｎｇ，ＱＩＡＮ“ｊｕｕ，ＬＩ Ｘｉａｎｇｆａｎｇ．Ｗｏｒｍｈｏｌｅ
ｔｉｏｎ

ａｄ

ｉ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ｕｔ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３２］ＺＨＡＯ Ｌ，ＤＥＬＧＡＤＯ—ＦＲＩＡＳ Ｊ Ｇ．Ｍｕｈｉｐｏｔｈ

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ｅｔｅ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

ａｄｈｏｅ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ＩＥＥＥ

许建（１９８０一），男，江苏徐州人。南京邮电大学计算
机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安全、无线
自组织网络等。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２００５．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ｏｅ

杨庚（１９６１一），男，江苏建湖人。南京邮电大学科技
处处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见本刊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９４

８ｅｃＬｌ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

陈伟（１９７９一），男，江苏连云港人。南京邮电大学计
算机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安全。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Ｍｏｂ ２００６）．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ＩＥＥＥ，２００６．
［３３］ＬＩＡＯ
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ｅｎｇｆｕ，ＬＵ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１４ｔｈ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ＩＥＥＥ

Ｙｕｎｇｆｅｎｇ．ＰＡＮＧ Ａｉｅｈｕｎ，ｅｔ ａ１．Ａ∞ｃｎｒｅ ｒｏｕ—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ｎ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ａｌ．

祁正华（１９７５一），女，陕西宝鸡人。南京邮电大学计算
机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安全和网格
计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ｉａｃａｔａｗａｙ：

ＩＥＥＥ．２００８．

［３４］ＬＵ Ｆ，ＧＥＮＧ Ｌ，ＣＨＩＡ

Ｌ Ｔ，ｅｔ

ｗｏｒｋ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ａ１．Ｓｅｃｕ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Ｓｅｎｓｏｒ

ｉｎ

王海勇（１９７９一），男，江苏连云港人。南京邮电大学计

ｓｏｎｆｌｏｒ

Ｆｉｆ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ｎｅｔ－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ｅｎＳｙｓ’０７）．Ｎｅｗ Ｙｏｒｋ：

算机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安全、视频压
缩、多媒体通信等。

Ａｃｍ．２００ｒ７：４１３—４１４．

（责任编辑：宋福明）

万方数据

物联网安全特征与关键技术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杨庚， 许建， 陈伟， 祁正华， 王海勇， YANG Geng， XU Jian， CHEN Wei， Qi
Zheng-hua， WANG Hai-yong
杨庚,YANG Geng(南京邮电大学,科技处,江苏,南京,210046)， 许建,陈伟,祁正华,王海勇
,XU Jian,CHEN Wei,Qi Zheng-hua,WANG Hai-yong(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NATURAL SCIENCE)
2010,30(4)

参考文献(42条)
1.WEBER R H Internet of Things-New security and privacy challenges 2010
2.宁焕生;张瑜;刘芳丽 中国物联网信息服务系统研究[期刊论文]-电子学报 2006(12)
3.王小妮;魏桂英 物联网RFID系统数据传输中密码算法研究[期刊论文]-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04)
4.TANACHAIWIWAT S;DAVE P;BHINDWALE R Location-centric isolation of misbehavior and trust routing in
energy-constrained sensor networks 2004
5.AL-WAKEEL S S;AL-SWAILEMM S A PRSA:A path redundancy based security algorithm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2007
6.BENENSON Z;GEDICKE N;RAIVIO O Realizing robust user authentication in sensor networks 2005
7.WATRO R;KONG D TinyPK:Securing sensor networks with public key technology 2004
8.CONTI J P The Internet of things[外文期刊] 2006(06)
9.LIU D;NING P Multi-level μTESLA:A broadcast authentication system for distributed sensor networks
[外文期刊] 2004(04)
10.WOOD A D;FANG Lei;STANKOVIC J A Sigf:A family of configurable,secure routing protocols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2006
11.OZDEMIR S Secure and reliable data aggregation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2007
12.CHEN L;LENEUTRE J On multipath routing in multihop wireless networks:security,performance,and
their tradeoff 2009
13.HAMAD F;SMALOV L;JAMES A Energy-aware security in M-commerce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2009(05)
14.MULLIGAN G The Internet of Things:Here Now and Coming Soon 2010
15.LEUSSE P;PERIORELLIS P;DIMITRAKOS T Self Managed Security Cell,a security model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Services 2009
16.ITU The Internet of Things 2010
17.LEE P P C;MISRA V;RUBENSTEIN D Distributed algorithms for secure multipath routing 2005
18.LEE P P C;MISRA V;RUBENSTEIN D Distributed algorithms for secure multipath routing in attackresistant networks 2007(06)
19.MAVROPODI R;KOTZANIKOLAOU P;DOULIGERIS C SecMR-secure multipath routing protocol for ad hoc
networks[外文期刊] 2007(01)
20.VAIDYA B;PYUN J Y;PARK J A Secure multipath routing scheme for mobile ad hoc network 2007
21.LU F;GENG L;CHIA L T Secure multi-path in sensor networks 2007

22.LIAO Chengfu;LU Yungfeng;PANG Aichun A secure routing protocol for wireless embedded networks
2008
23.ZHAO L;DELGADO-FRIAS J G Multipath routing based secure data transmission in adhoc networks 2006
24.SONG Ning;QIAN Lijun;LI Xiangfang Wormhole attacks detection in wireless ad hoc networks:a
statistical analysis approach 2005
25.RAMASWAMI S S;UPADHYAYA S Smart handling of colluding black hole attacks in MANETs and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using multipath routing 2006
26.ZHANG Y;YANG J;VU H T The interleaved authentication for filtering false reports in multipath
routing based sensor networks 2006
27.ABU-GHAZALEH N;KANG K;LIU K Towards resilient geographic routing in WSNs 2005
28.LEE S;CHOI Y A resilient packet-forwarding scheme against maliciously packet-dropping nodes in
sensor networks 2006
29.LEE S;CHOI Y A secure alternate path routing in sensor networks[外文期刊] 2006(01)
30.LOU W;KWON Y H-SPREAD:A hybrid multipath scheme for secure and reliable data collection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外文期刊] 2006(04)
31.NASSER N;CHEN Y SEEM:Secure and energy-efficient multipath routing protocol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外文期刊] 2007(11/12)
32.NASSER N;CHEN Y Secure multipath routing protocol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2007
33.CHAN H;PERRIG A;SONG D Random key predistribution schemes for sensor networks 2003
34.LING Hui;ZNATI T End-to-end pairwise key establishment using multipath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2005
35.DENG Jing;HAN Y S Multipath key establishment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using just-enough
redundancy transmission[外文期刊] 2008(03)
36.DENG Jing;HAN R;MISHRA S Intrusion tolerance and anti-traffic analysis strategies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2004
37.DENG Jing;HAN R;MISHRA S Insens:Intrusion tolerant routing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外文期刊]
2006(02)
38.MA R;XING L D;MICHEL H E A new mechanism for achieving secure and reliable data transmission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2007
39.OUADJAOUT A;CHALLAL Y;LASLA N SEIF:Secure and efficient intrusion-fault tolerant routing protocol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2008
40.杨庚;王江涛;程宏兵 基于身份加密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密钥分配方法[期刊论文]-电子学报 2007(01)
41.MALAN D J;WELSH M;SMITH M D A public-key infrastructure for key distribution in TinyOS based on
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 2004
42.查看详情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jydxyxb201004004.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