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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量化评估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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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基于可信计算的网格行为信任模型，运用波动信息能量变换给出了根据实体的交互经验和交互

时间计算历史信任值和直接信任值的方法；用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构造了函数相关程度的算法，进而给出了自我

信任值的计算方法。通过采用门限值作为平均值、自我信任值为偏差量的正态分布函数构造了推荐信任值的

更新函数，给出了域间评估流程图，并用一个有２０００个实体的区域网格进行域内数据更新实验。分析结果

说明了各评估算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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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格技术是以互联网为根基和生存环境的新

兴技术，网格信任模型中的行为信任问题已经成

为了网格技术的重点问题［１６］。目前，有多种方案

针对网格实体间的行为信任问题进行了研究，但

是大多数方案都是建立在普通不确定是否可信的

网络硬件和计算机硬件平台上，试图以软件为手

段屏蔽硬件的不可信，从而建立一个安全可靠的

运行和通信环境［７２０］。文献［１２］以网格为环境构

造了一个基于可信计算平台的行为信任模型，如

何合理地利用经验来计算信任值、代理推荐信任

值的函数设置、自我信任值如何计算等问题是该

模型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网格研究的重

要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从目前建模控制中

的能量控制角度进行了研究［２１，２２］。

１　基本概念介绍

根据网格实体所属的组织以及地理位置的不

同，可将网格划分为多个网格区域，每个域包含多

个网格实体和一个信任代理。信任值可以根据交

互经验和最后一次交互距评估时的间隔由函数

犳（狓，τ）得出，其中，狓 代表经验，τ代表时间值。

文献［２２］在对实体模型进行分析时，给出了一种

在选定区域内计算某实体所具有的影响力总和的

函数，定义为波动信息能量函数，同时给出了在该

区域中计算某些局部区域所具有的影响力与总影

响力的比例计算方法，定义为波动信息能量比；函

数间的相互关联程度可用函数信息相关度表示。

２　域内信任量化与评估方法设计

根据波动信息能量理论提出以下推理：

推理１　假设犃域内实体犪与实体犫在历次

直接交互过程中获得经验｛狓１，狓２，…，狓狀｝，每次交

互距当前的计算时间为｛τ１，τ２，…，τ狀｝，则实体犪

对实 体 犫 的 历 史 信 任 值 为 ｈｉｓｔｏｒｙ＝∑
狀

犻＝１

狘犳（τ犻）（狓犻－狓犻－１）狘
２／２。

区域犃 内实体犫对实体犪的历史交互经验

在犪对犫进行评价时，相当于犫对犪在本区域内

所施加过的影响的总和。而每一次交互的影响都

与距离当前时间的时间间隔相关，随着进一步的

经验交互的进行，历史经验的影响将衰减，所以犳

在这里代表衰减函数，可以根据不同网络而设定。

推理２　若区域犃内信任代理对实体犫的第

犻次推荐信任误差为Ｓｕ犫犻，可接受的误差门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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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σ，自我信任值为α，则推荐信任值的更新算法

为：

狉′犻＝

１

α ２槡π
ｅｘｐ －

（Ｓｕ犫犻－σ）
２

２α｛ ｝２ 狉犻，Ｓｕ犫犻＞σ

狉犻，Ｓｕ犫犻＝σ

１

α ２槡π
ｅｘｐ

（Ｓｕ犫犻－σ）
２

２α｛ ｝２ 狉犻，Ｓｕ犫犻＞

烅

烄

烆
σ

　　当Ｓｕ犫犻＜σ或Ｓｕ犫犻＞σ时，都说明信任代理获

得的域内实体对犫的整体评价高于代理的最优期

望值，可能是由代理的直接信任值过低而导致的，

更有可能其他实体在与犫进行交互时判断失误或

更新不及时所致，后者将间接影响到犪对犫的间

接信任评估。对于门限值来说，两种情况所反映

出的代理和其余实体对实体犫的最终评价都偏离

于最优评估。偏离程度相同时，评估值对更新推

荐信任值狉′犻的影响相同，对于影响大小的误差判

断来源于实体犪的自我信任值，所以α可以表示

正态分布函数更新过程中的偏差。

当没有门限值约束时，在实验中发现，基于狋

分布的更新算法在推荐信任误差值较大时有更好

的收敛效果，可以更大程度地反映出实体自我信

任值和信任代理的信任推荐作用，构造如下：

狉′犻＝
Γ
α＋１（ ）２

α槡πΓ
α（ ）２
（１＋

Ｓｕ犫犻

α
）－
α＋１
２狉犻

同时发现，基于χ
２ 分布的更新函数可以在误差比

较小时快速反映信任推荐误差和自我信任值的影

响，构造如下：

狉′犻＝
１

２
α
２Γ
α（ ）２
Ｓｕ犫犻

α
２－１ｅ

Ｓｕ犫
犻
２狉犻

　　推理３　若犃 和犅 分别代表两个空间离散

点集，则其相关度［犃，犅］可用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犃，犅）表

示。

若函数犐（犛）和犕（犛）分别代表两个空间离散

点集的值域，犛为定义域，其相关度用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

距离计算时，距离越大，相关度越小，点集与自身

的距离为零时，相关度最大；条件相关度可以用两

个点集的差异与其中一个点集的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

比上两个点集之间的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来计算，而

此时的被减函数点集到原点的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与

上述点集距离之和等于犐（犛）和 犕（犛）之间的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距离：

［犐（犛），犕（犛）］＝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犐（犛），犕（犛）］

［犐（犛）狘∑
狀

犻＝１

犕犻（犛）］＝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 ［犐（犛）－∑
狀

犻＝１

犕犻（犛）］，∑
狀

犻＝１

犕犻（狊｛ ｝）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犐（犛），∑
狀

犻＝１

犕犻（犛）］

１－［犐（犛）狘∑
狀

犻＝１

犕犻（犛）］＝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犗，∑
狀

犻＝１

犕犻（犛｛ ｝）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犐（犛），∑
狀

犻＝１

犕犻（犛）］

　　推理４　若域犃内实体犪对域内其他实体的

直接信任值为狋犪犻，其他实体对实体犪的直接信任

值为狋犻犪，代理对其他实体的直接信任值为狋犿犻，则

犪的自我信任值为［∑狋犪犻｜∑狋犿犻］。

经过仿真实验发现，［∑狋犪犻｜∑狋犿犻］和［∑狋犪犻｜

∑狋犻犪］均可作为α的初始计算方法和实时更新算

法。以［∑狋犪犻｜∑狋犿犻］为例，根据推理３可得：

α＝ ［∑
狀

犻＝１

狋犪犻狘∑
狀

犻＝１

狋犿犻］＝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
狀

犻＝１

狋犪犻－∑
狀

犻＝１

狋犿犻），∑
狀

犻＝１

狋犿犻］

ｈａｕｓｄｏｒｆｆ（∑
狀

犻＝１

狋犪犻，∑
狀

犻＝１

狋犿犻）

３　域间信任量化评估方法

根据域内信任量化过程，给出域间量化流程

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域间量化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ｉｎｇＣｈａｒ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ｄｏｍａｉｎ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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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应用举例

设置仿真程序：犃 域内实体个数为２０００，数

据误差门限值初始化σ＝０．５５００，信任推荐更新

函数采用基于正态分布的构造函数，犳（τ）＝１／τ，τ

＝０．５（狋），时间单位分三次分别设为狋＝１ｓ、１ｍ、

１ｈ。计算实体６与实体１９９３的历史信任值，根

据推理１，不同时间单位设置下历史信任值的结

果相同，此时为０．７８３３，直接信任值为０．９８９６

（限于篇幅，经验数据暂略），将这两个值作为第一

轮更新的初始信任值。

如表１狋１所示，根据推理４得自我信任值为

０．６９５０。为了加快更新速度，设置初始值为０．７，

实时更新信任值，同时更新代理对所有实体的第

一轮推荐信任值狉１和各实体对１９９３的直接信任

值狋１，进入第二轮计算。具体更新过程和数据如

表１所示，此时时间单位为ｓ，当前更新至３４１

轮。可见，当Ｓｕ犫犻逐渐减小时，代理对实体１９９３

的推荐信任值逐渐增大，推荐信任值在更新过程

中又再次影响到实体６和其他实体对１９９３的评

估值，结合各实体的直接经验值对１９９３实体在

多轮更新中给予了更大的信任值；同时可以看到，

实体６对１９９３的评估和其他实体对１９９３的评

估同步增减，所以此时根据推理４得实体６的自

我信任值在更新过程中基本保持不变，在该网格

中可以粗略设置为定值。实验中发现，在大幅调

整代理对１９９３的推荐信任值时，实体６的自我

信任值也大幅波动，所以严格来讲，应保持自我信

任值的实时更新。

表１　网格状态仿真表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ｏｆＧｒｉｄＳｔａｔｕｓ

数据误差门

限值初始化

历史更新数据时间间隔设置为０．５个时间单位 狋＝１狊 α＝０．７ ０．３

第一轮更新 第二轮更新 第三轮更新 … 第犻＝３４０轮 第犻＝３４１轮

轮实体标号 犚１ 狋１ 犚２ 狋２ 犚３ 狋３ … 犚３４０ 狋３４０ 犚３４１ 狋３４１

１

６

…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０

０．５０００

０．６５５４

０．６９１５

０．９８９３

０．９９７４

０．９９８１

０．５０４０

０．６５９１

０．６９５０

０．９８９６

０．９９７５

０．９９８２

０．５０８０

０．６６２８

０．６９８５

０．９８９８

０．９９７６

０．９９８２

０．５１２０

０．６６６４

０．７０１９

０．９９０

１０．９９７７

０．９９８３

０．５１６０

０．６７００

０．７０５４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７７

０．９９８４

０．５１９９

０．６７３６

０．７０８８

０．９９０６

０．９９７８

０．９９８４

…

０．５２３９

０．６７７２

０．７１２３

０．９９０９

０．９９７９

０．９９８５

０．５２７９

０．６８０８

０．７１５７

０．９９１１

０．９９７９

０．９９８５

０．５３１９

０．６８４４

０．７１９０

０．９９１３

０．９９８０

０．９９８６

０．５３５９

０．６８７９

０．７２２４

０．９９１６

０．９９８１

０．９９８６

Ｓｕ犫犻 ０．６９５０ ０．０５９５ ０．０５５５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４５２ …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０３

犚犻 ２．８７８４ ２．８６０９ ２．８４５３ ２．８３１３ ２．８１８７ ２．８０７３ … ２．７９６９ ２．７８７４ ３．２９０５ ３．３７３４

５　结　语

通过实验可以看出，根据波动信息能量理论

所建立的信任值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满足对目前

网格环境实时更新的需要，对于在传统网格计算

中视为定值的数据（如自我信任值），也可以实现

同步更新，从而使更新过程更加准确完善；同时可

以把经典数学中的成熟算法引入到网格计算当

中。但是也看到一些局限性，如目前无法找到一

个有效的变换，使数据误差门限值同步更新，而实

际上，门限值应该可以由波动信息能量比来构造，

但在实验中却无法与其他参数匹配，所以并未论

述；所构造的推荐信任值更新函数是基于对大量

仿真和实验结果的概率统计得出的，对于不同的

网格环境选择合适的更新函数时，需要依赖于专

家经验，将来则需要建立完整的理论框架，通过推

导证明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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