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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动态统计节点的行为，引入一种信任评估系统，使节点及时地发现网络中的恶意行为，保证在路

由建立过程中各节点不承担过重的安全任务，降低路由协议的复杂度。在路由建立前，完成通信节点与ＣＡ

的匿名双向认证，有效防止中间人的攻击。提出在路由表中存储节点匿名身份的哈希路由登记表，保证网络

匿名安全性的同时，避免重复发起路由，提高路由查找的效率。基于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密钥交换算法，完成会话

密钥协商。本协议结合对称密码体制和公钥密码体制，结构简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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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移动自组网节点能量受限，在路由建立

过程中，各节点除了参与正常路由查找操作外，不

应承担过重的安全任务，增加了路由协议的复杂

度，因此，节点应实时监控其邻节点的行为，进行

信任评估，及时发现恶意节点和自私节点［１］，为路

由建立提供安全的网络环境。同时，安全路由协

议的设计不能忽略匿名性的要求，否则攻击者可

能推算出有关位置、移动或者通信模式等重要信

息，从而发起攻击。另外，效率问题也是设计路由

协议应重点考虑的。密钥的产生和传输是网络安

全的关键，在路由协议的设计中也应充分考虑。

文献［２７］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为了不暴露网络

拓扑结构，文献［６，７］中节点的路由表只记录前驱

和后继节点，而不存储整条路径，这种方式造成该

路径内非相邻节点之间相互通信仍需重新建立路

由。针对移动自组网路由协议安全性差、路径建

立及查找效率低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信

任评估的匿名认证路由协议（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ａｕｔｈｅｎ

ｔｉｃａｔｅｄｒｏ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ＡＡＲＰ）。

１　信任评估

节点直接观察到目标节点的行为建立的信任

关系称为直接信任，其他节点对目标节点的推荐

信息建立的信任关系称为推荐信任。文中使用的

符号定义如下：ＩＤ犃表示节点犃 的身份；犲表示有

效期；ＰＫ犃、ＳＫ犃 表示节点犃 的公钥和私钥；犺犻＝

犺（ＩＤ犻）表示节点犻的哈希身份值；ＰＫ犃（犕）表示节

点犃对消息犕 加密；ＳＫ犃（犕）表示节点犃对消息

犕 签名；犓狉（犕）表示用狉作对称密钥对消息犕 加

密；犓犃犅表示节点犃 和节点犅 的对称会话密钥；

ｔａｇ＝｛ＲＥＱ，ＲＥＰ，ＥＲＲ，犉犕｝表示报文类型标

示；ｓｅｑ表示报文序列号。

１．１　直接信任的定量描述

节点与其他节点正常交互越多，表明其可信

度越高。节点间的交互包括传输信息报文和

Ｈｅｌｌｏ报文。本文定义直接信任度为观察时间内

目标节点实际转发的报文数与需要转发的报文数

的比值。假设信息报文的有效期为犲犕，Ｈｅｌｌｏ报

文的有效期为犲犎，观察时间段［狋０，狋狀］内节点犼需

处理报文狑（狑＞０）个，实际处理犾（犾≥０）个。最

短观察时间为目标节点只发送２～３个 Ｈｅｌｌｏ报

文，即０＜ 狋狀－狋０ ≤３犲犎。０＜ 狋狀－狋０ ≤３犲犎＋

犾×犲犕为网络忙时的观察时间，则［狋０，狋狀］内节点犻

对节点犼的直接信任值犇犻犼定义为：

犇犻犼 ＝
实际转发的报文
需要转发的报文 ＝

犾
狑

１．２　推荐信任的定量描述

犕犻犼是观察时间内节点犻通过其他节点狉（节

点犼的邻节点）对节点犼的行为观察到的推荐信



　第３５卷第５期 李小青等：利用信任评估进行匿名认证路由协议

任值；犚为推荐节点集合，犚＝｛狉∈犚｝，则：

犕犻犼 ＝犕犻狉×犇狉犼

在推荐集合内，犕犻犼定义为节点犻对推荐节点狉的

推荐信任值犕犻狉加权推荐节点狉对节点犼的直接

信任值犇狉犼。因此，节点犻对节点犼的信任值犜犻犼

定义为：

犜犻犼 ＝α犇犻犼＋β犕犻犼 ＝
α犾
狑
＋β犕犻狉犇狉犻

α和β分别为信任权重值。另外，节点犻和节点犼

之间的信任是相互独立的。

设信任门限值和信任等级按节点行为划分信

任等级ｒｅｆ，ｒｅｆ＝｛ｔｒｕｓｔ，ｔｅｓｔ，ｍａｌｉｃｉｏｕｓ｝，其中，

ｔｒｕｓｔ为可信，ｔｅｓｔ表示节点行为可疑继续观测，

ｍａｌｉｃｉｏｕｓ为恶意节点应立即排除出网络。比较

目标节点的信任值大小，确定它的可信程度，保证

参与网络的节点可用和安全的网络环境。

２　匿名认证路由协议（犃犃犚犘）

２．１　匿名双向认证与密钥协商

如图１所示，节点犛与节点犡 通信，节点犛

首先和ＣＡ执行匿名双向认证协议，认证基于ＣＡ

的公钥ＰＫＣＡ，匿名双向认证如图２所示。

图１　ＡＡＲＰ协议路由发现过程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ｏｕｔｉｎｇ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ｏｆＡＡＲＰ

图２　匿名双向认证

Ｆｉｇ．２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ｅｄＲｏｕｔｉｎｇ

１）节点犛 产生随机数狉犛，发送报文 ＰＫＣＡ

（ｒｅｑ－ＰＫ犡，ＩＤ犛，ＳＫ犛（狉犛））给ＣＡ。

２）ＣＡ收到报文（１）后，用ＳＫＣＡ解密得知节

点犛请求得到节点犡 的公钥，验证节点犛的签名

并得到随机数狉犛后，ＣＡ用犓狉犛
加密对ＰＫ犡的签

名报文，发送报文（２）给犛。

３）犛收到报文（２）后，用犓狉犛解密确认ＣＡ收

到报文（１）；验证ＣＡ的签名，同时得到公钥ＰＫ犡。

节点犛和ＣＡ利用签名实现相互认证，通信

节点的身份用私钥和随机数保护，实现匿名性。

通信双方秘密地获得对方的公钥，使敌手无法获

知需要通信的节点身份，同时，签名算法有效地防

止中间人的攻击。在路由建立中，采用 Ｄｉｆｆｉｅ

Ｈｅｌｌｍａｎ密钥交换算法实现密钥协商。节点犛计

算协商密钥犓犛＝犵
犪ｍｏｄ狀，其中，犪是一个大随机

整数；狀和犵为一对大素数；犵是模狀的本原元。

２．２　路由建立

如图１实线所示，源节点犛向邻节点广播路

由请求（ＲＥＱ）：犛→  ：｛ＲＥＱ，ｓｅｑ，ＰＫ犡（ＩＤ犛，

ＳＫ犛（ＩＤ犡，犓犛）），（犺犛），Ｈｅｌｌｏ，犲｝。在 ＡＡＲＰ中，

每个中间节点都在路由表中存储一个关于节点匿

名身份的哈希路由登记表ｒｏｕｔｉｎｇ，记录ＲＥＱ经

过的所有中间节点的匿名身份，其中ｒｏｕｔｉｎｇ犻＝

（ｒｏｕｔｉｎｇ犻－１，犺犻）＝（ｒｏｕｔｉｎｇ犻－１，犺（ＩＤ犻））。中间节

点收到报文后，在ｒｏｕｔｉｎｇ中加入自己的身份哈

希值犺犻，并把犺犻－１存储在路由表的前驱节点中，同

时在有效期犲内发送 Ｈｅｌｌｏ确认报文给犺犻－１，并

继续转发ＲＥＱ。中间节点犅转发的报文为犅→

 ：｛ＲＥＱ，ｓｅｑ，ＰＫ犡（ＩＤ犛，ＳＫ犛（ＩＤ犡，犓犛）），（犺犛，

犺犃，犺犅），Ｈｅｌｌｏ，犲｝。

路由表形式如下：

ｔａｇ ｓｅｑ 前驱节点 后继节点 ｒｏｕｔｉｎｇ

　　中间节点重复以上的步骤，直到 ＲＥＱ到达

目的节点犡，节点犡 收到的报文形式为｛ＲＥＱ，

ｓｅｑ，ＰＫ犡（ＩＤ犛，ＳＫ犛（ＩＤ犡，犓犛）），（犺犛，犺犃，犺犅，犺犆），

Ｈｅｌｌｏ，犲｝。

各节点的哈希路径登记表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节点的哈希路径登记表

Ｔａｂ．１　ＨａｓｈＲｏｕｔｉｎｇＴａｂｌｅｏｆＮｏｄｅｓ

路由序列 ｒｏｕｔｉｎｇ

犛 ｒｏｕｔｉｎｇ犛＝（犺犛）

犛→犃 ｒｏｕｔｉｎｇ犃＝（犺犛，犺犃）

犛→犃→犅 ｒｏｕｔｉｎｇ犅＝（犺犛，犺犃，犺犅）

犛→犃→犅→犆 ｒｏｕｔｉｎｇ犆＝（犺犛，犺犃，犺犅，犺犆）

犛→犃→犅→犆→犡 ｒｏｕｔｉｎｇ犡＝（犺犛，犺犃，犺犅，犺犆，犺犡）

　　节点犡解密报文得知消息来源于节点犛，同

时用ＰＫ犛验证其签名，与ＣＡ执行匿名双向认证

协议获取ＰＫ犛。记录报文中的犓犛，并随机选择大

整数犫，得到会话密钥犓犛犡＝犵
犪犫ｍｏｄ狀。将犺犡添加

到ｒｏｕｔｉｎｇ中，计算犓犡＝犵
犫ｍｏｄ狀，按反向路径向

源节点犛发送路由回复信息（ＲＥＰ），如图１虚线

所示。节点犡 发送报文为｛ＲＥＰ，ｓｅｑ，ＰＫ犛（ＳＫ犡

（ＩＤ犛，犓犡）），（犺犛，犺犃，犺犅，犺犆，犺犡），Ｈｅｌｌｏ，犲｝。

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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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由回复过程中，各中间节点把犺犻＋１存储

在路由表的后继节点中，并将ｒｏｕｔｉｎｇ犻替换为

ｒｏｕｔｉｎｇ犡。节点在路由发现过程中的路由表如图

３所示。

图３　路由表

Ｆｉｇ．３　ＲｏｕｔｉｎｇＴａｂｌｅ

　　节点犛收到ＲＥＰ后，验证节点犡 的签名，同

时计算得会话密钥犓犛犡。当完成路由发现，路径

中的各节点均存储了完整的路径信息ｒｏｕｔｉｎｇ犡。

２．３　路由维护

假设图１中，节点犅执行信任评估机制检测

到节点犆 的异常行为，于是向其所有邻节点发出

错误报文ｅｒｒ，收到此报文的节点继续转发至全

网。各节点在缓存中检查是否有节点犆的哈希

身份信息犺犆，将其删除并通知ＣＡ。当源节点犛

收到ｅｒｒ报文，删除包含节点犆的信息，并重新建

立对目的节点犡 的路由。节点犅发送的错误报

文为犅→  ：｛ＥＲＲ，ｓｅｑ，ＳＫ犅（犺犆），ＩＤ犅｝。

２．４　数据传输

利用建立好的安全路由和会话密钥，数据信

息（犉犕）就可以在这条路径上采用对称密码体制

传播。路径中各节点犻发送的数据信息形式为

｛犉犕，ｓｅｑ，犓ＳＫ（犕），Ｈｅｌｌｏ，犲｝。

完成此次通信后，会话密钥犓犛犡即失效，下次

通信时，重新发起会话密钥建立过程。

３　性能分析

３．１　安全性分析

采用信任评估机制，将节点的威胁行为进行

定量描述，按其危险程度分类排除恶意节点，为建

立路由提供安全的网络环境。在路由建立过程

中，各节点除了参与正常路由查找操作外，不再承

担过重的安全性任务，降低路由协议的复杂度。

为保证敌手不发现是哪两个节点需要通信，

在ＡＡＲＰ中，源节点和目的节点向ＣＡ申请对方

节点公钥时，都与ＣＡ采用匿名双向认证。在路

由建立过程中，每个节点在路由表中都用哈希身

份进行存储，并建立哈希路由登记表。因此，即使

是保存了完整的路由信息ｒｏｕｔｉｎｇ犡 的可信节点，

也只知道其他节点的匿名身份犺犻，而得不到参与

路由的节点的真正身份，很好地保证网络的匿名

性。

在ＡＡＲＰ中，网络中的各节点实时监控其邻

节点的行为，并进行信任评估，因此，当有节点恶

意地发送大量的报文实施ＤＯＳ攻击，都会被检测

到而排除出网络。基于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密钥交换

算法，本协议在建立路由的同时，实现会话密钥协

商。同时，ＡＡＲＰ的通信双方随机选择的随机数

是秘密的，敌手不知道会话密钥和随机数就不能

窃听、篡改报文，保证数据传输的保密性。

３．２　计算效率分析

采用信任评估体系保证网络环境安全，路由

报文采用公钥加密算法实现保密性和认证性，但

与ＡＲＡＮ协议不同，ＡＡＲＰ的中间节点接收到

报文后，不用频繁验证前驱节点证书、签名并对报

文进行签名，而只进行一次试解密，检验是不是目

标节点，因此有效减少了处理报文的时间。同时，

路由建立后的数据通信采用对称密码算法，使得

计算量减小。

ＡＡＲＰ中每个节点都维护一个哈希路径登

记表，当某一节点需要与另一节点相互通信时，只

需要查找目标节点的哈希身份是否在自己的路由

登记表中。若存在，即可直接建立通信。路由登

记表有效减小了网络开销，提高了协议运行的

效率。

４　结　语

针对移动自组网的特点，本文提出了基于信

任评估的匿名认证路由协议 ＡＡＲＰ。网络中的

各节点实时地对邻节点进行信任评估，保证恶意

节点不能加入网络，因此在路由建立过程中，各节

点不再承担过重的处理任务，降低路由协议的复

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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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度。路由建立前，通信节点与ＣＡ完成匿名双

向认证；路由建立过程中，实现认证的密钥协商，

路由表中存储哈希路由登记表，这些措施为路由

安全的建立提供了保障。同时，哈希路由登记表

避免重复发起路由，提高了路由查找的效率。本

协议在路由建立和数据传输过程中，采用单／双钥

密码算法相结合的方法，使得路由协议结构简单、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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