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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给出了异构传感器网络（ＨＳＮ）节点异构和网络异构的定义，分析了 ＨＳＮ中的异构性因素。对 ＨＳＮ

中的物理因素和密钥管理协议进行了细粒度的刻画，提出了一种多维度的 ＨＳＮ密钥管理框架模型，为进一

步研究密钥管理协议提供结构支撑。仿真分析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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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传感器网络（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ＷＳＮ）是由许多传感器节点构成的网络，通过传

感器协作对目标区域进行监测。ＷＳＮ密钥管理

的目标是确保网络连通中密钥的安全性、真实性

和有效性。２００２年，Ｅｓｃｈｅｎａｕｅｒ和Ｇｌｉｇｏｒ
［１］提出

了第一个随机密钥预分配协议，ＥＧ协议用共享

密钥概率狆来保证节点间存在一个共享密钥。

２００３年，Ｃｈａｎ等
［３］提出了狇复合随机密钥预分

配协议，可保证两个节点间以概率狆存在至少狇

个共享密钥。随着 ＷＳＮ的发展，对异构传感器

网络（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ＳＮ）中

的密钥管理的研究逐渐展开［２８］。当前，对 ＨＳＮ

密钥管理多集中于具体协议的设计，缺少从整体

上对 ＨＳＮ密钥管理框架和模型的研究。本文结

合异构性因素，提出了一种密钥管理框架模型，为

进一步研究密钥管理协议提供结构支撑。

１　异构性研究

在 ＷＳＮ中，异构性主要包括节点异构性和网

络异构性，节点异构性是网络异构性的基本诱因。

定义１　异构节点。在 ＷＳＮ中，由于物理结

构性质和相关协议的差异性，逻辑上表现出来不

同功能或应用的节点称作 ＷＳＮ中的异构节点。

定义２　异构网络。在 ＷＳＮ中，由各种异构

节点构成的网络称作异构传感器网络（ＨＳＮ）。

根据异构节点的定义，同构节点是逻辑上表

现出来的功能和应用相同的网络节点，在异构网

络中可以实现同构网络的功能，即同构网络是异

构网络的一种特殊情况。

在当前研究中，ＨＳＮ大多采用节点分簇的网

络体系结构，即将网络中的节点划分成许多区域

性的簇。网络由基站、簇头和簇成员三种典型结

构的节点构成。典型的 ＨＳＮ 模型采用基站簇

头簇成员的三级体系结构。

ＨＳＮ中的异构性因素包括物理结构和相关

协议，主要包括计算能力异构性、通信能力异构

性、存储能力异构性、能量异构性、感知异构性、链

路异构性、网络协议异构性等。

２　犎犛犖密钥管理框架模型

２．１　犎犛犖的物理特性

定义３　节点分类。根据网络中节点的物理

性质的能力不同，可以将节点划分为狀类，分别为

狓１，狓２，…，狓狀，其中，狓１类的节点能力最弱，狓狀类的

节点能力最强。

存在节点犪∈狓犻和犫∈狓犼类的节点，且狓１≤狓犻

＜狓犼≤狓狀，说明节点犫比节点犪具有更强的能力，

包括节点犫具有更强的计算能力、更大的通信半

径、更多的存储空间和更多的能量等。

定义４　网络级别。在 ＨＳＮ中，可以根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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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节点的物理特性划分为犿个等级子网络，即网

络犌由犿个等级子网络犵犽（１≤犽≤犿）构成，则有：

犵犼 ＝ ｛犪１，犪２，…，犪犾，…，犪犖犼｝＝ ｛犪犾狘犪犾∈狓犼，

　１≤犾≤犖犼｝

犌＝ ｛犵１ ∪犵２ ∪ … ∪犵犿｝＝∪
犿

犽＝１
犵

烅

烄

烆 犽

其中，犵犼称为犼级子网络，犼级子网络中的节点由

犼类犖犼个节点｛犪１，犪２，…，犪犖犼｝组成。

定义５　网络异构基数。在ＨＳＮ中，根据节

点的物理特性，可以将网络划分为等级子网络的

个数为犿＝｜犌｜，称｜犌｜为ＨＳＮ的网络异构基数。

如基本的同构传感器网络犌＝｛犵１｝，网络异

构基数｜犌｜＝１。簇头簇成员二级结构的异构传

感器网络犌＝｛犵１，犵２｝，网络异构基数｜犌｜＝２。

带控制基站的基站簇头簇成员的三级结构的异

构传感器网络犌＝｛犵１，犵２，犵３｝，网络异构基数

｜犌｜＝３。在ＨＳＮ中，｜犌｜越大，网络中的节点分

类越多，各类节点的分工也就越明细，说明 ＨＳＮ

的物理性能也就越高。

２．２　犎犛犖的密钥管理协议

将典型的密钥管理协议归纳如封二彩图１所

示，管理功能都是由图中的各个过程构成的，典型

协议的所有过程构成一个拓扑图，其中连接线方

向代表拓扑图的顺序，方框代表相应的过程。

定义６　协议树。将密钥管理协议的各个过

程作为节点，以密钥预分配过程为根节点，建立起

包括各过程节点的有序多叉树，从根节点到任一

节点路径上的节点序列可以对应一种密钥管理协

议，该有序多叉树称为密钥管理协议的协议树。

利用密钥管理协议犛中各个过程的拓扑图建

立一棵协议树，如封二彩图２所示。构造方法为：

① 选择拓扑序列，这里选择典型协议的拓扑序列

为犜狆狉→犜狆犪→犜狊犲→犜犪犱→犜犱犲→犜狌狆→犜犫狉；② 确定节

点，将各个过程看作是树中的节点，以密钥预分配

犜狆狉过程为树的根节点，以组播和广播过程犜犫狉为树

的叶子节点；③ 建立树，在序列中，以当前节点的

后继节点个数作为子树的个数，每个后继节点作为

当前节点的子树根节点，递归地构造出协议树。

定义７　协议基数。在协议树中，一条从根

节点到任一节点的路径对应着一种密钥管理协议

犛，则这条协议树路径上所包含的节点数目称为

该密钥管理协议的协议基数，记为｜犛｜。

在两种协议的协议基数相同的情况下，可以

利用修正值Δ犛来进行判定和比较，通过比较相

同的过程来给定Δ犛的具体数值，达到比较两种

密钥管理协议的目标。

２．３　犎犛犖的安全性

根据传感器网络自身的特点，对于密钥管理

协议的安全性犣，包括可扩展性、密钥连通率和抗

毁性三方面的性能指标，可以表示为：

犣＝ ｛犖ｍａｘ，犘ｃｏｎ，犚ｃａｐ｝

其中，犖ｍａｘ为协议支持的最大网络规模；犘ｃｏｎ为密

钥连通率；犚ｃａｐ为抗捕获能力。在密钥管理协议

的评价中，大多数协议都是按照具体量化的方式

来分析和评价协议的安全性。

２．４　犎犛犖的密钥管理框架模型

ＨＳＮ的安全性是由网络中的物理特性和运

行的密钥管理协议所决定的，因此提出了密钥管

理框架模型，如封二彩图３所示。从模型中可以

得出，网络安全性取决于物理特性和网络使用的

密钥管理协议，这样得到一个映射关系式：

狕＝犳（狓，狔），狓∈犡，狔∈犢

其中，狕为安全性；狓为网络的物理特性；狔为密钥

管理协议；映射犳为协议的应用，即一种密钥管

理协议狔应用在物理特性为狓 的网络中所能达

到的安全性效果为狕。

在描述网络的物理特性时，采用网络异构基

数，即狓＝｜犌｜。网络中的密钥管理协议采用协议

基数来表示，即狔＝｜犛｜。

综上所述，可以多维度、细粒度地将 ＨＳＮ中

的密钥管理框架模型表述如下：

狕＝犳（狓，狔），狓＝狘犌狘，狔＝狘犛狘

犌＝ ｛犵１，犵２，犵３，……，犵犿｝

犵犼 ＝犪１ ∪犪２ ∪ … ∪犪犖犼 ＝∪

犖
犼

犽＝１
犪犽，犪犽 ∈狓犼

犛＝ ｛犜狆狉犲，犜狊，犜狊犲，犜犪，犜犻，犜狌

烅

烄

烆 ｝

　　在网络表现的安全性下，一般协议会针对具

体的量化指标进行描述，可以将犣轴的安全性变

换为具体的网络规模、连通率和妥协概率。

３　模型分析

利用经典的密钥管理协议来仿真分析所提出

的密钥管理框架模型，验证模型的正确性和有效

性。根据建立的 ＨＳＮ密钥管理框架模型，给出

安全性变化的仿真趋势图，如封二彩图４所示。

从图４可以得出，随着网络异构基数和密钥管理

协议基数的增加，网络的安全性逐渐增强。

在支持的最大网络规模上，仿真出ＥＧ协议和

狇复合协议能支持的最大网络，节点的密钥环大小为

２００，以０．３３概率连通，结果如封二彩图５所示。

通过密钥管理框架模型的最大网络规模仿真

结果可以得出狇复合协议（其中狇＝２）的支持网

络最大规模比ＥＧ协议要好。

对ＥＧ协议和ＡＰ协议网络的密钥连通率进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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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仿真，考虑密钥环大小分别为５０和７５、网络规

模分别为２０００、５０００和１００００的情况，结果如

封二彩图６所示。

在提出的密钥框架模型中，ＥＧ协议和 ＡＰ

协议随着密钥环大小的增加和网络节点规模的减

小，网络中的密钥连通率逐渐增加。在相同情况

下，ＡＰ协议的密钥连通率比ＥＧ协议的要高。

对三种密钥管理协议进行抗毁性仿真和分

析，在网络中，当有５０个节点妥协时，正常节点被

妥协的概率的仿真结果如封二彩图７所示。

由框架模型的仿真结果可以得出，狇复合协

议（狇＝２）的妥协概率比ＥＧ协议要低，ＡＰ协议

是三者中拥有最小妥协概率的协议，即 ＡＰ协议

的抗毁性最强。

４　结　语

本文研究了密钥管理协议的整体性，对物理

特性和密钥管理协议进行了细粒度的刻画，提出

了 ＨＳＮ中的密钥管理框架模型，建立了多维度

密钥管理的宏观体系结构，为进一步研究密钥管

理协议提供结构支撑。仿真分析验证了密钥管理

框架模型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进一步的研究将充

分考虑异构节点的分布特性和协议的过程特性，

对提出的框架模型进行细化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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