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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移动自组网（ＭＡＮＥＴ）中一种基于移动 Ａｇｅｎｔ的分布式密钥管理方法。该方法使用很少的

Ａｇｅｎｔ获得较多的全局信息，并快速交换密钥信息，可以解决分布式认证算法中网络负载大、服务时间长、申

请证书成功率低等问题，减少了系统的开销，具有很高的效率和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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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自组网由一系列无线移动的节点所组

成，由于它不需要任何固定网络设备或者集中式

管理的支持即可实现内部节点间的通信，因此具

有很高的实用性，其研究也日益得到重视和发

展［１］。然而，由于其本身固有的特性（如开放式介

质、动态拓扑及分布式合作等），移动自组网也很

容易受到各种攻击。密钥管理在移动自组网中是

一种重要的安全管理手段，也是当前研究的一个

热点和难点。文献［２］模拟试验了集中认证、分布

认证、本地认证三种方法的可扩展性、健壮性和有

效性，其中使用集中ＣＡ（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的认证性能最差，特别是当网络节点数量增加、网

络负载上升时，集中认证的性能明显下降。文献

［３］提出了一种基于门限密码的方法，实现了用分

布式的ＣＡ来进行密钥管理的算法。文献［４］设

计了该算法的具体实现细节，并用网络模拟器检

测其算法的性能。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

ＭｏｂｉｌｅＡｇｅｎｔ的分布式密钥管理方法。

１　犕狅犫犻犾犲犃犵犲狀狋的移动策略

１．１　相关概念

１）存活期（犪犻犼）

在无线环境下，每个节点都有一个传输范围。

定义在节点狀传输范围犚 内的节点为节点狀的

邻居。假定节点狀发送一个数据包，它就可以传

输到它所有的邻居节点。因为接收信号的强度与

两点之间的距离有关，所以根据信号强度就可以

正确地预测两点之间的距离。

定义　节点犻和犼之间的存活期犪犻犼的大小

为：

犪犻犼 ＝
（犚－犱）／犕，犚＞犱

０，犚≤｛ 犱

式中，犚表示传输范围；犱表示节点犻、犼之间的距

离；犕 表示节点的速度。

２）计数器（ｃｏｕｎｔｅｒ）

每个节点上设置一个计数器，当网络开始运

行时，它们全部计数为０。Ａｇｅｎｔ从一个节点跳

到另一个节点收集分布节点的信息，当一个 Ａ

ｇｅｎｔ完成信息交换任务离开节点时，就将该节点

的计数器增加１。显然，计数器的大小代表了该

节点被Ａｇｅｎｔ访问过的次数。如果两个Ａｇｅｎｔ有

关于相同节点的数据（如节点犻），那么计数器更

大的Ａｇｅｎｔ携带的关于犻节点的数据会更新。

３）Ａｇｅｎｔ的数据结构

一个 Ａｇｅｎｔ由三部分组成：Ａｇｅｎｔ标识符

ＩＤ、Ａｇｅｎｔ程序犘、Ａｇｅｎｔ数据包（包含各节点的

状态变量）。其中，Ａｇｅｎｔ公文包里包含了一些状

态参数，如犪犻犼、ｃｏｕｎｔｅｒ等，Ａｇｅｎｔ能够与其他

Ａｇｅｎｔ和节点分享公共数据包里的内容。这些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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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量在Ａｇｅｎｔ离开节点之前需要更新。

节点ｃａｃｈｅ里的数据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节点ｃａｃｈｅ里的数据结构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ａｃｈ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ｄｅ

１．２　犕狅犫犻犾犲犃犵犲狀狋的移动策略

Ａｇｅｎｔ的首要任务是传送每个节点的信息到

另外一些节点。Ａｇｅｎｔ上有数据包，每个 Ａｇｅｎｔ

移动的同时，用从别的节点或Ａｇｅｎｔ上收集的最

新信息更新Ａｇｅｎｔ上数据包里的内容；每个节点

上有一个共享ｃａｃｈｅ，节点通过共享ｃａｃｈｅ了解

整个网络的情况，并利用Ａｇｅｎｔ数据包里最新的

信息更新覆盖ｃａｃｈｅ过时的信息。为了使开销达

到最小，采用“最先访问访问次数最少的节点”的

算法。在这个算法中，Ａｇｅｎｔ选择最小ｃｏｕｎｔｅｒ

值的节点作为其下一次访问的目标节点。

Ａｇｅｎｔ的路由策略如下：① Ａｇｅｎｔ到达节点

狀，将Ａｇｅｎｔ数据包里存储的节点的ｃｏｕｎｔｅｒ值与

存在当前节点中的所有其他节点的ｃｏｕｎｔｅｒ值进

行比较，ｃｏｕｎｔｅｒ值大的其数据会更新，于是将数

据包里更新的信息ｃｏｐｙ到节点的ｃａｃｈｅ上；② 在

该节点的ｃａｃｈｅ上比较所有邻居的ｃｏｕｎｔｅｒ值，取

最小值，该值的节点就是下一个可能要访问的节

点；③ 如果被选择的节点最近３次没有被访问，

该节点就是Ａｇｅｎｔ下一个要访问的节点；如果被

选的节点在最近３次被访问过，则选择下一个最

少访问的邻居，依此类推；④ 将节点狀的ｃｏｕｎｔｅｒ

值加１，即将访问的节点加入到节点狀的历史信

息中；⑤ Ａｇｅｎｔ离开前，将节点狀里ｃａｃｈｅ上的内

容存储到Ａｇｅｎｔ的数据包里；⑥ Ａｇｅｎｔ继续访问

下一个节点。

２　密钥管理方法

　　首先假定：① ＡｄＨｏｃ网络中的每个节点只

有惟一的ＩＤ号；② 在系统引导阶段，存在一个中

心服务器，用以产生每个节点的公钥／私钥，之后，

为了保护私钥的秘密，该服务器退出自组网，不再

使用；③ 每个节点都存在一个路由ｃａｃｈｅ，以保

存拓扑信息。

２．１　（狋，狀）门限方案

定义　狀和狋为正整数，１≤狋≤狀，犘＝｛狆１，

狆２，．．．，狆狀｝为狀个成员的集合，犡为犘 的子集，犡

＝｛狆１，狆２，．．．，狆狋｝∈犘，犓 为共享的密钥，犇 为

密钥犓 的发布者，ＧＦ（狆）为有限域。

方案将犓 分成狀个“片”狊１、狊２、…、狊狀，将狊犻（犻

＝１，２，…，狀）分发给犘 的成员狆犻，犘 中任意狋个

成员可以恢复密钥犓，但犘中任意狋－１个成员

不能获得有关密钥犓 的任何信息。设犳（狓）＝犪０

＋犪１狓＋犪２狓
２＋…＋犪狋－１狓

狋－１为有限域ＧＦ（狆）上的

狋－１次多项式，（狋，狀）门限方案通过狋－１次多项

式犳（狓）实现，其过程如下。

１）初始阶段：①犇在ＧＦ（狆）中随机选择狋个

数犪０、犪１、犪２、…、犪狋－１，其中犓＝犪０为共享密钥，令

犳（狓）＝犪０＋犪１狓＋犪２狓
２
＋…＋犪狋－１狓

狋－１ …　（１）

②犇在ＧＦ（狆）中随机选择狀个不同的数狓０、狓１、

狓２、…、狓狀，并计算

狔犻＝犳（狓犻）（犻＝１，２，…，狀） （２）

③犇将（狓犻，狔犻）通过安全信道分发给狆犻∈犘（犻＝

１，２，…，狀）。

２）密钥恢复阶段：①犘 中任意狋个成员（假

定为狆１，狆２，…，狆狋）公布自己拥有的机密信息（狓犻，

狔犻）；② 使用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插值公式，计算

犓 ＝犳（０）＝∑
狋

犻＝１

狔犻狓１狓２…狓犻－１狓犻＋１…狓狋
（狓犻－狓１）（狓犻－狓２）…（狓犻－狓犻－１）（狓犻－狓犻＋１）…（狓犻－狓狋）

（３）

２．２　认证步骤

１）密钥引导

假设在初始阶段 ＭＡＮＥＴ网络中有狀个节

点，网络有一个公钥／私钥对，成为主钥＜犘犓，

犛犓＞，它给网络中的每个节点提供产生钥匙服

务。首先利用密钥引导的方法，在网络建设之初

将ＫＧＣ（ａｋ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引入。在ＫＧＣ

中利用式（１）随机选择狋个数犪０，犪１，犪２，…，犪狋－１，

然后随机选择狀个不同的数狓０，狓１，狓２，…，狓狀，并

利用式（２）计算出狀＋犃个不同的钥对＜狔犻，狓犻＞，

并将其中的狀个钥对＜狔犻，狓犻＞分配到狀个节点

中去。留下的犃个钥对作为保留，给以后新增加

的节点使用。当完成上述任务后，ＫＧＣ离开网络

不再使用。

２）密钥验证（新节点的加入）

所有节点都只包含着主私钥的一部分，没有

一个节点可以基于它自己的信息只重建主私钥。

网络中任何狋个节点可以重建主私钥，而狋－１个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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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则不能。当网络中新增加一个节点时，由该

节点产生一个ＭｏｂｉｌｅＡｇｅｎｔ，该Ａｇｅｎｔ携带新加

入节点的钥对信息，根据Ａｇｅｎｔ的路由算法在网

络中运动。

由于网络中有很多Ａｇｅｎｔ在运动，因而可以

并行携带网络中的各节点的钥对＜狔犻，狓犻＞进行

路由。当某节点首先接收到狋个节点的密钥时，

根据式（２）进行密钥恢复。若恢复成功，说明该节

点是一个合法的节点，允许它加入，并通知其他节

点；否则是一个伪造的节点，不允许它加入。当有

狋个节点联合验证通过后，则应在网络中增加该

节点，在节点上的表上增加一行和一列。

开始新节点的ｃｏｕｎｔｅｒ值为０，当网络接受该

节点后，有可能会出现所有Ａｇｅｎｔ都向该节点涌

去的现象。为了避免该现象发生，新节点可以将

自己的ｃｏｕｎｔｅｒ值设为所有节点ｃｏｕｎｔｅｒ值的平

均值。

３）密钥撤销（节点删除）

对邻居节点进行监视。如每个数据包或

Ａｇｅｎｔ发给邻居节点犻后，该节点始终不转发，说

明该节点可能是“黑洞”现象，应将该节点排除在

系统之外。当确认要将该节点排除该网络时，需

要将该节点密钥撤销，同时将节点的ｃａｃｈｅ表中

该节点的行列取消。

３　讨　论

根据 ＭｏｂｉｌｅＡｇｅｎｔ的路由策略得到了各节

点的信息矩阵表。当有数据报文需要传送时，可

以按照数据报文路由算法进行路由选择。数据报

文路由算法采用广度优先搜索算法，以目的节点

为树的根节点，每一跳形成树的一层，该树的最大

层数为网络节点的数量。

如果节点犻和节点犼之间通信，路径选择算

法如下：

１）查看ｃａｃｈｅ上节点犻和节点犼之间是否有

连接，即查看犪犻犼是否为零，如果不为零，说明有连

接，则路由结束，信号直接发送；如果为零，说明不

存在一跳操作，则进入下一步；

２）查看ｃａｃｈｅ上节点犼的列式犪犼，找出犪犼列

中所有的非零项，这些非零项就是节点犼的子节

点；如果犪犼列中所有值都为零，则节点犻和犼不存

在有效的路径，路由结束；

３）继续将上述子节点根据其相应的列找出

其子节点，若存在，则删除不包括节点犻的路径，

对包括犻的剩余的多条路径对其各自路径的权值

进行相加，得到各路径的权值和，比较各权值和，

和最大者为首选路径，次大者为第一备用路径，依

此类推，记录路径走法，路由结束；

４）若这些子节点中不包括节点犻，则这些子

节点继续根据其相应的列找出其子节点，同样判

断这些子节点是否存在节点犻，形成一个循环，若

在狀（节点数量）次循环中找到了节点犻，则路由结

束；若循环次数超过了狀还未找到节点犻，则路由

路径不存在，犻和犼不通，路由结束。

４　实　验

本文利用 ＮＳ２仿真平台进行仿真实验
［８］。

在仿真中，环境大小设为１５００ｍ×１５００ｍ，节

点随机分布。设传输范围为４００ｍ，每个节点的

移动速度为５ｍ／ｓ。每个节点随机选择一个方向

作为其目标方向，采用统一的速度移动，一旦它

到达目的地，等待２ｓ，然后随机地选择另一个方

向开始移动。网络节点的数量从１０～５０个变化。

每个节点在仿真开始时产生一个随机数，如

果是偶数，则该节点产生一个Ａｇｅｎｔ，而产生奇数

的节点就不产生Ａｇｅｎｔ。这意味着在网络开始运

行时，Ａｇｅｎｔ的数量大约是节点数的一半。

图２为认证成功率仿真实验图。从图２可以

看出，基于 ＭｏｂｉｌｅＡｇｅｎｔ的密钥管理的方法，其

认证成功率（大约在９０％左右）要高于一般的

ＡＯＤＶ的路由（大约在６０％左右）。

图２　认证成功率仿真图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ｉｏ

服务时间的长短可以用平均延迟时间来衡

量。通过改变节点的数量（从１０～５０个变化），得

到平均延迟时间。图３为平均延迟仿真图。从图

３可以看出，基于 ＭｏｂｉｌｅＡｇｅｎｔ的密钥管理的方

法，其服务时间（大约在１０ｓ左右）要低于一般的

ＡＯＤＶ的路由（大约在２８ｓ左右）。

基于 ＭｏｂｉｌｅＡｇｅｎｔ的分布式密钥管理方法

由于使用很少的Ａｇｅｎｔ快速交换密钥信息，因而

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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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平均延迟时间仿真图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ｌａｙＴｉｍｅ

可以解决以往分布式认证算法中网络负载大、服

务时间长、申请证书成功率低等问题，具有很高的

效率和鲁棒性。该方法既可以作为一种分布式密

钥管理的方法，也可以根据 ＭｏｂｉｌｅＡｇｅｎｔ移动所

形成的矩阵信息表，利用广度优先搜索形成一个

数据包的路由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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