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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服务属性进行信任评估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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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实体自身的服务特性，从实体服务的信任关系中抽象出具有代表性的多服务属性，提出了一种基

于多服务属性的信任评估模型。服务请求者根据自身喜好对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多服务属性进行综合评判，并

结合其信任值决定是否进行交易。交易结束后，服务请求者根据实际得到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提供者自身声称

的服务质量计算服务质量差异度，以此判断服务提供者的可信程度，并进行相应的奖惩和信任度更新。仿真

实验表明，该模型能更加精确地评估实体的信任度，可有效地遏制各类恶意实体的攻击。当系统中恶意实体

比例较高时，仍能保持较高的成功交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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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环

境已从早期相对静止、面向特定组织和用户群体

的封闭网络转变为可公共访问、面向大量动态用

户的开放网络。由于存在大量欺诈行为及不可靠

服务，面对海量的资源和服务，用户在增加选择机

会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识别和选择高效安全的

资源或服务问题［１］。当前，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

就是信任评估系统［２５］。１９９６年，Ｂｌａｚｅ等人为了

解决网络服务安全问题，首次提出了“信任管理”

的概念［６］。随着各种大规模分布式应用系统的广

泛应用，动态信任管理和评估逐渐成为信息安全

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７９］。

在国内，对于信任模型和信任管理技术的研

究也逐渐深入［１０１３］。当前，大多数信任模型在评

估服务实体信任度时，对交易双方服务属性的判

定比较模糊。服务请求者针对自己所需的服务，

存在不同的需求、兴趣、偏好及决策属性，这就使

得不同实体对同一实体的服务质量要求不一致，

最终导致信任定义的不一致。针对上述问题，借

鉴人类社会的信任关系，根据实体自身的服务特

性，从实体服务的信任关系中抽象出具有代表性

的多服务属性，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服务属性的信

任评估模型（ＭＳＡＴｒｕｓｔ）。

１　犕犛犃犜狉狌狊狋信任管理模型

１．１　相关定义

信任是一个多学科的概念，目前尚未形成统

一的定义。武汉大学张焕国教授的观点是：可信

≈安全＋可靠
［１４］。本文借鉴ＴＣＧ中关于可信的

定义，假设狓犻、狓犼为系统中的任意两个实体，一次

交易后，定义交易实体是否可信。

定义１　信任：基于某个时间戳，服务请求者

狓犻与服务提供者狓犼交易结束后，狓犻所得到的实际

服务质量与狓犼所声称的服务质量相符，即认为该

次交易中狓犼是可信的。

定义２　直接信任度：系统中的实体狓犻与实

体狓犼通过直接交互的历史行为而得到的实体狓犼

的信任值，用ＤＴ（狓犻，狓犼）表示。

定义３　推荐信任度：系统中实体狓犻将系统

中多个实体对实体狓犼的直接信任度进行综合计

算后得到的信任值，用ＲＴ（狓犻，狓犼）表示。

定义４　全局信任度：综合直接信任与推荐

信任得出的综合信任值，用犜（狓犻，狓犼）表示。

在本文中，每个实体的信任取值区间为［０，＋

１．０］，初值为０．５，表示一种中等信任。若一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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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信任度为０，表示该实体不可信。

定义５　服务属性：对资源的多种服务属性

提出要求，建立资源服务属性集。用 ＡＴＴＲ＝

｛ａｔｔｒ１，ａｔｔｒ２，…，ａｔｔｒ犕｝表示，其中ａｔｔｒ犻表示资源

提供者的第犻种属性。

定义６　自身服务质量属性值：服务提供者

狓犼根据自身提供服务的能力，在狋时刻向外宣称

的各服务属性的服务质量值，表示为 犙
狓
犼
ＡＴＴＲ＝

｛狇
狓
犼
ａｔｔｒ
１

，狇
狓
犼
ａｔｔｒ
２

，…，狇
狓
犼
ａｔｔｒ犕
｝，其中０≤狇

狓
犼
ａｔｔｒ犿
≤１（犿＝１，２，

…，犕）表示服务提供者狓犼的第犿 种服务属性的

自身服务质量。

定义７　交易服务质量满意度评价：在每次

交易结束后，针对每个服务属性，服务请求实体

狓犻对服务提供实体狓犼的实际交易时得到的服务

属性质量指标，用犙
狓犻
，狓
犼

ＡＴＴＲ＝｛狇
狓犻
，狓
犼

ａｔｔｒ
１

，狇
狓犻
，狓
犼

ａｔｔｒ
２

，…，狇
狓犻
，狓
犼

ａｔｔｒ犕
｝

表示，其中，０≤狇
狓犻
，狓
犼

ａｔｔｒ犿
≤１（犿＝１，２，…，犕）表示一

次交易结束后，服务请求者狓犻对服务提供者狓犼的

第犿 种服务属性的评价值。

定义８　服务质量评价权重因子：设珘ω犿表示

第犿 个服务属性ａｔｔｒ犿相对于其他服务评价因子

的重要程度，且满足：

０≤珘ω犿 ≤１，∑
犕

犿＝１

珘ω犿 ＝１ （１）

则称珘ω犿为第犿 种属性ａｔｔｒ犿（犿＝１，２，…，犕）的权

重因子。

１．２　服务质量信任评价

服务请求实体狓犻和服务提供实体狓犼完成一

次交易后，根据各服务属性，通过下式评价实体

狓犼的服务质量：

犙狋
狓
犻
，狓
犼
＝犙（狓犻，狓犼，狋）＝∑

犕

犿＝１

珘ω犿狇
狓犻
，狓
犼

犿 （２）

　　定义９　服务质量评价差异度：一次服务结

束后，根据服务提供者狓犼自身声称的服务质量和

交易后服务请求者狓犻实际得到的服务质量，得到

服务质量差异度公式：

犇
犙（狓

犼
）

犙（狓犻
，狓
犼
）＝

犙狋
狓
犻
，狓
犼
－犙

ｓｅｌｆ，狋

狓
犼

犙狋
狓
犻
，狓
犼

（３）

若犇
犙（狓

犼
）

犙（狓犻
，狓
犼
）
超过一定的阈值，则认为狓犻所得到的

真实服务质量与狓犼交易前所声称的服务质量不

符，有理由认定实体狓犼是在提供虚假服务，认为

实体狓犼不可信，降低其声誉值。反之，表明实体

狓犼真实对外宣称了自己的服务特征，是可信的，应

增加其信任值。是否相符，通过如下公式确认：

犞犽（狓犻，狓犼）＝

１，当犇
犙（狓

犼
）

犙（狓
犻
，狓
犼
）≤ε

０．５，当犇
犙（狓

犼
）

犙（狓犻
，狓
犼
）＝ｎｕｌｌ

０，当犇
犙（狓

犼
）

犙（狓犻
，狓
犼
）＞

烅

烄

烆 ε

（４）

其中，犞犽（狓犻，狓犼）表示服务请求者狓犻与服务提供者

狓犼第犽次交易结束后，根据服务质量所得到的信

任评价值。

１．３　信任度计算

在 ＭＳＡＴｒｕｓｔ模型中，一个实体信任度大小

取决于两个方面：直接信任度（ＤＴ）和推荐信任度

（ＲＴ）。综合直接信任度和推荐信任度，得出实体

狓犻对实体狓犼的综合信任度为：

犜（狓犻，狓犼）＝βＤＴ（狓犻，狓犼）＋（１－β）ＲＴ（狓犻，狓犼）

（β＝１－ρ
犽，ρ∈ （０，１）） （５）

其中，β表示直接信任度在全局信任中的权值，当

β→１时，表示增大直接信任度对全局信任度的影

响；犽表示实体犻与实体犼直接交易的次数，随着

直接交易次数的增加，直接信任值的权重β也会

增加，直接信任值在全局信任合成时所占的比重

会越来越大，即实体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直接判断

能力。这样既符合人类社会中人际之间的交往事

实，又可以有效地抵御恶意实体的虚假推荐。

１．３．１　直接信任度的计算

为了计算直接信任值，每次服务结束后，服务

申请者根据服务质量评价差异度，得到该次（假设

第犽次）信任评价值犞犽（狓犻，狓犼）。结合历史直接信

任值ＤＴ犽－１（狓犻，狓犼），考虑实体之间的信任值受交易

上下文环境及随时间衰减特性等的影响，并引入随

交易次数递增的参数σ＝ 狊／（犽＋１槡 ）对长期保持提

供真实可信服务的实体进行激励。通过下式得到

犽次交易后，实体狓犻对实体狓犼的直接信任值为：

ＤＴ犽（狓犻，狓犼）＝

σ犞犽（狓犻，狓犼）犮犽（狓犻，狓犼），犽＝１

ＤＴ犽－１（狓犻，狓犼）＋σ（１－）犞犽（狓犻，狓犼）

　犮犽（狓犻，狓犼）），犽≥

烅

烄

烆 ２

（６）

其中，参数（０≤≤１）为历史因子，表示在计算直

接信任值时，以前的历史信任值所占的比重，越

小，表示历史交易信息对信任值的计算影响权值

越小；参数犮犽（狓犻，狓犼）表示第犽次交易时的上下文

环境；在σ中，狊表示成功交易的次数，犽表示总交

易次数。引入σ后，实体要想获得较高的信任值，

必须连续多次获得好评，这也激励信任值较好的

实体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历史行为信任信息而进

行不诚实的交易。

１．３．２　推荐信任度的计算

为了计算推荐信任度，本文采用实体狓犻通过

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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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系统内自己信任的其他实体对狓犼的直接信

任度，计算得到对用户狓犼的推荐信任度：

ＲＴ（狓犻，狓犼）＝∑
犖

犽＝１

ＤＴ（狓犻，狓犽）ＤＴ（狓犽，狓犼）／犖

（７）

其中，犖 是推荐实体的个数，本文用实体狓犻对实

体狓犽的直接信任值ＤＴ（狓犻，狓犽）作为实体狓犽的推

荐信任系数，这样可以防止个别实体在进行推荐

时实施夸大或诋毁等行为。

２　仿真实验

为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本文基于Ｐ２Ｐ仿真

软件ｑｕｅｒｙｃｙｃｌ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以Ｐ２Ｐ网络环境下的

文件共享为背景，对模型进行了仿真实验。操作

系统采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开发语言为Ｊａｖａ。为了

评估 ＭＳＡＴｒｕｓｔ模型遏制恶意实体攻击的有效

性，在仿真环境中构造了如下４种类型的实体。

１）诚实实体。该类实体始终向其他实体提供

真实可信的服务，并在交易结束后提供公平评价。

２）简单恶意实体。该类实体在交易时始终

为其他实体提供非真实可信的服务和反馈。

３）策略恶意实体。该类实体视不同情况以不

同的概率提供真实可信服务。当信誉值高于某个

阈值时，为其他实体提供真实可信服务来为自己积

累信誉值；当信誉值低于某个阈值时，就会提供非

真实不可信服务来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从而使自

己的信誉值始终维持在系统规定的信任等级内。

４）合谋恶意实体。指一部分非法实体联合

起来形成恶意团伙，合谋诋毁好实体，并夸大同类

实体，从而欺骗其他实体相信自己的同类而拒绝

与合法实体进行交易。

仿真参数及其取值如表１所示。实体个数为

１０００个，文件个数为５００００个，仿真周期为１００，

即每个实体在整个仿真周期内完成１００次交易。

各自身服务属性值及服务质量评价权重因子为０

～１之间的随机数，且和都为１。

性能评价指标采用成功交易率，即整个系统

成功交易次数在所有交易次数中所占的比例。从

图１可以看出，当系统中没有恶意实体时，成功交

易率都可达到１００％，随着各种恶意实体的增加，

ＥｉｇｅｎＴｒｕｓｔ模型和 ＭＳＡＴｒｕｓｔ模型的成功交易

率均会有所下降。但是由于ＥｉｇｅｎＴｒｕｓｔ模型缺

乏惩罚机制，所以针对各种恶意实体，其成功交易

率相对 ＭＳＡＴｒｕｓｔ模型下降得要快。而 ＭＳＡ

Ｔｒｕｓｔ模型开始时和ＥｉｇｅｎＴｒｕｓｔ模型类似，交易

成功率下降，随着实体直接交易次数的增加，直接

信任值对全局信任值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就是说，

实体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这样对恶意实

体的恶意推荐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交易成功率反

而有所上升，显示了模型抵御恶意攻击的健壮性。

表１　仿真参数及其取值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Ｖａｌｕｅｓ

参数 参数说明 初始值

犕 服务属性个数 ６

ε 阈值 ０

ρ 直接信任度调节因子 ０．６

 历史因子 ０．６

图１　成功交易率随各种恶意实体增加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１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ｌｉｃｉｏｕｓ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以上仿真结果显示，ＭＳＡＴｒｕｓｔ模型能够有

效地建立实体间的信任关系，当系统中恶意实体

比例较大时，仍能提供较高的成功交易率。

３　结　语

针对当前大多数信任模型在评估服务实体信

任度时，定义双方交易结果是否可信的服务属性

评价比较模糊，从而使得对此作出的评价模型缺

乏说服力，不能很好地刻画交易双方信任关系的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服务

属性的信任评估模型。仿真实验表明，该模型能

更加精确地评估实体的信任度，可有效地遏制各

类恶意实体的攻击。当系统中恶意实体比例较高

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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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仍能保持较高的成功交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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