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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可信赖平台模块（ＴＰＭ）芯片引入车载自组织网ＶＡＮＥＴ，提出了一种有效保护地理位置信息路由协

议ＧＰＳＲ（贪婪周边无状态路由协议）的可信安全机制，从而能够防止恶意篡改路由协议和邻居位置信息表的行

为。在ＮＳ２．３０下对网络真实场景进行了模拟，证实此可信安全路由协议模型是正确的、有效的和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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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３９３

　　由于车载自组织网ＶＡＮＥＴ安全性差，易受

窃听和攻击，因此，对于 ＶＡＮＥＴ的安全体系结

构和专用的安全技术一直是研究的热点。ＧＰＳＲ

协议［１］是贪婪转发与周边转发相结合的路由算

法。实践已经证明，ＧＰＳＲ路由协议在高速公路

和城市场景中均有不错的表现。ＧＰＳＲ面临的攻

击来自两个方面：① 对路由协议本身及相关功能

的篡改；② 对路由信息交换中拓扑信息和控制信

息的篡改。当前，安全路由协议基本上不能阻止

内部恶意节点的攻击。

ＴＰＭ提供了如保护存储、可信启动、平台配

置证明等功能［２］，其中最重要的功能为可信启动、

完整性度量和保护存储。基于ＴＰＭ 芯片的可信

平台至少提供３个基本能力
［３］：保护能力、完整性

度量能力和完整性报告能力。本文借助以上３个

功能搭建可信安全平台，通过将ＴＰＭ 芯片引入

ＶＡＮＥＴ，提出了基于ＴＰＭ芯片的可信路由节点

定义和一种新的可信路由协议机制，并用ＮＳ２．３０

进行了模拟验证。

１　可信节点和可信安全路由协议模型

１．１　可信节点的定义

可信是一种期望，在这种期望下，设备按照特

定的目的以特定的方式运转［３］。

提出可信节点定义和可信安全路由协议模型

之前，必须作２个假设：① 所有车辆都搭载有

ＴＰＭ 芯片，并在ＴＰＭ芯片的ＰＣＲ中存储ＧＰＳＲ

路由协议的核心代码作为特征度量标准；② 加入

ＴＰＭ芯片的车载设备有足够能力进行可信计算，

并发送和接收信息。

可信节点装载有ＴＰＭ芯片，能利用ＴＰＭ芯

片的保护存储技术来有效保护路由协议及邻居位

置信息表，防止非法访问和修改；保障信息能够安

全到达目的节点的中间节点。

本文将ＴＰＭ 芯片作为每辆车的惟一标识，

并将芯片编号，与驾驶者的驾驶执照绑定，一旦发

生由于车辆恶意发送错误信息而导致交通事故

的，则可以直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１．２　可信安全路由协议模型

安全路由协议应至少符合以下８个条件
［４］：①

运行的是符合标准规定的没有被篡改的路由协议；

② 可以阻止路由信号的欺骗；③ 恶意节点不能在

网络中插入伪造的路由信息；④ 恶意节点不能修

改路由信息；⑤不能恶意生成路由跳数；⑥ 恶意节

点不能从最短路径中重新定向；⑦ 未授权节点不

参加路由计算和路由发现；⑧ 路由信息包含的网

络拓扑不能暴露给恶意节点或未授权节点。

ＧＰＳＲ协议相应的路由信息即为邻居位置表

信息，加入ＴＰＭ芯片后，提出的安全可信路由协议

模型能基本达到以上的几个标准。首先，此安全解

决方案提供了３个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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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每个节点具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标识符，即

ＴＰＭ芯片编号及其认可Ｋｅｙ（ＥＫ）。达到此条件

的节点才为授权节点，以此满足条件⑦和⑧。

２）在授权车辆加入ＶＡＮＥＴ之后，如果能证

明信息是由没有被篡改的程序所发送，则确信该

信息是可信赖的。因此，ＴＰＭ芯片必须对每一个

可信节点运行时的路由协议进行鉴别，并且确保

协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以此可以满足条件①。

３）信息内容的可信性必须得以证实，在对邻

居位置表进行添加和删除之前，需对路由协议和

邻居修改操作进行验证，并确认需要添加或删除

的节点确实是当前节点的邻居。如此可以满足条

件②至⑥。

满足以上３个基本属性后，安全模型在两层

上进行工作。在确认 ＶＥＮＥＴ中车辆的可信身

份后，基础层允许在任何两辆车之间建立信任通

道。第二层为核心层，目的在于信息确认，它确保

车辆交换的信息没有错误。这样，ＴＰＭ芯片就能

防止无意错误和有意错误，可将路由协议被篡改

的车辆排除在可信节点之外，从而防止其在行驶

中对车辆的邻居位置信息表进行恶意修改，或者

发送错误的信息，破坏整个网络。

可信安全 ＧＰＳＲ路由协议框架分为上下两

层：下层为硬件层，上层为软件层。硬件层中包含

ＴＰＭ 芯片和存储于保护存储设备中的邻居位置

信息表；软件层中包括ＴＰＭ的软件抽象ＴＳＳ、安

全服务代理ＳＳ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ｇｅｎｔ）、可信安

全ＧＰＳＲ路由协议和保存于内存中的邻居位置

信息表。封三彩图１给出了整个可信安全框架的

工作流程图。

协议启动时，ＳＳＡ 通知 ＴＰＭ，将此时的

ＧＰＳＲ协议与存储在ＰＣＲ中的标准度量值进行

完整性度量和比较，在确认ＧＰＳＲ处于预定状态

后，用ＴＳＳ中的密钥ＥＫ对邻居位置信息表进行

解密，解密之后，将它从 ＴＰＭ 存储保护的地方

（如硬盘）读入内存，再传送给ＧＰＳＲ协议。若是

计算出ＧＰＳＲ协议的哈希值与ＰＣＲ度量值不同，

则ＴＰＭ拒绝协议的启动，以及对邻居位置信息

表的解密和访问操作。

修改邻居位置信息表时，首先修改内存中的

信息表，然后ＳＳＡ通知ＴＰＭ。ＴＰＭ 通过完整性

度量来确定路由协议和邻居位置修改操作的正确

性，同时，计算需添加或删除的节点是否为当前节

点的邻居。当以上三项确认无误时，才能对信息

表进行修改，再存入保护存储中，使之更新。

从完整性度量到完整性报告的中间步骤是完

整性记录，它存储完整性度量值在日志中，以避免

恶意节点被拒绝服务之后进行的辩解或申诉。

２　模拟实验与讨论

２．１　算法描述

ＴＰＭ１．２规范中规定了散列算法采用ＳＨＡ１。

基于实验条件和机器配置等因素，本文使用 ＭＤ５算

法来替代ＳＨＡ１算法计算哈希值，将完整的ＧＰＳＲ

协议ｇｐｓｒ．ｃｃ的ＭＤ５值作为完整性度量值。

２．２　仿真平台及实验参数

实验所使用的机器为戴尔ＯｐｔｉＰｌｅｘ３６０ＭＴ，

ＣＰＵ 为 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２ Ｄｕｏ Ｅ７４００

（２．８ＧＨｚ），内存为１ＧＢ。在 Ｕｂｕｎｔｕ９．０４搭配

ＮＳ２．３０版本的环境下，选用ＫｅＬｉｕ版的ＧＰＳＲ
［５］

协议作为蓝本进行仿真，选取的场景为１００个节

点随机分布在５００×５００的正方形区域上，最大移

动速度是３０ｍ／ｓ，仿真时间为４００ｓ，传送ＣＢＲ

数据，停留时间为０ｓ。本文选定以上参数生成

１０个场景文件，分别模拟安全与非安全两种环

境，比较原ＧＰＳＲ协议和可信安全ＧＰＳＲ路由协

议的定量指标。

２．３　实验衡量指标

参照ＲＦＣ２５０１
［６］，本文使用如下９项指标衡

量性能：① 平均端到端的吞吐量；② 分组数据丢

包率；③ 分组数据投递率；④ 时延抖动；⑤ 端到

端的平均延迟；⑥ 路由效率；⑦ 模拟时间比较

表；⑧ 邻居位置比较表；⑨ ＭＤ５值表。

２．４　实验数据对比

１）考察不存在恶意节点的情况。由于可信安

全ＧＰＳＲ路由协议并没有额外添加信息包，在判断

邻居节点时，也是使用两个节点坐标位置的矢量差

和能量范围来进行判断，所以，基于ＴＰＭ芯片的

ＧＰＳＲ协议与原ＧＰＳＲ协议有着相同的网络吞吐

量、分组数据丢包率和投递率、时延抖动、端到端的

平均延迟和路由效率，只是在单个节点进行完整性

验证和操作正确性判断上耗费了时间和资源（原

ＧＰＳＲ 协议的路由效率为６５．６８，模拟时间为

４５．５９２ｓ；可信ＧＰＳＲ协议的模拟时间为１２３．８５８ｓ）。

原 ＧＰＳＲ 协 议 ｇｐｓｒ．ｃｃ 的 ＭＤ５ 值 为

ｄｆ９６９ｂｃｃ６ｅ１６４ａ７ｃｆｂｃｆｆ９９ｃａ６７１２２ｅｄ，ｇｐｓｒ＿ｎｅｉｇｈ

ｂｏｒ．ｃｃ的 ＭＤ５ 值 为 ｆ５３２１４５ｆｂ６６ｅ３３０ｅｄ０ｄ１９２

ｄｆ６ｅａ７ａ１２４。可信安全 ＧＰＳＲ 协议 ｇｐｓｒ．ｃｃ的

ＭＤ５值为ｅ７ｃ９６３ａｆ７ｂｃａ２ｄｅａ１５ｅ１９９ｂｄｂ７ｃ１５ｆ０８，

ｇｐｓｒ＿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ｃｃ的 ＭＤ５ 值为 ３ｃｃ４ａｃａ７９２ｃ６

ｄ４９６１ａｅａ４ｃｅ４ｆｄ０ａｄ６ａ７。

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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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析存在恶意节点的情况。在场景中随

机设置２０个节点为恶意节点，恶意行为包括丢弃

包、添加邻居节点和删除正常邻居节点３种。

从封三彩图２至彩图６可以看出，基于ＴＰＭ

芯片的ＧＰＳＲ路由协议的平均端到端的吞吐量大

于原ＧＰＳＲ路由协议；而平均丢包率低（３３．１１％＜

４５．４８％），平均投递率高（６６．８９％ ＞５４．５２％）；时

延抖动图（封三彩图５）中表现出的包延迟差与包

序号差的关系更好，更稳定；原ＧＰＳＲ的平均延迟

为０．００２１９９ｓ。基于ＴＰＭ芯片的ＧＰＳＲ协议的

平均延迟为０．００２２３８ｓ。再结合表１数据可知，其

模拟时间略有增加，路由效率略有降低。

表１　路由效率与模拟时间比较表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ｏｕｔ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指标 原ＧＰＳＲ协议 可信ＧＰＳＲ协议

路由效率 ６６．９０１ ７０．５３９

模拟时间／ｓ ５３．８４３ １３５．６９７

３　结　语

路由安全作为ＶＡＮＥＴ安全中最大的挑战，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这些安全方案都单纯地在

协议层上进行算法改进，很难为ＶＡＮＥＴ路由协

议提供可靠的安全性。本文以 ＧＰＳＲ路由协议

为蓝本，引入ＴＰＭ芯片，提出了一种新的可信安

全路由协议模型，为ＧＰＳＲ协议提供了全面的安

全保护，能有效地防止内部恶意节点的破坏行为。

进一步的工作将重点关注如何使该可信安全路由

协议模型成为通用解决方案，以及如何将此模型

用于实际环境中，服务于公共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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