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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网络面向服务应用中可信性的问题，提出了 ＭＷｉＭＡＸ可信服务系统设计方

案，该方案借助可信技术、应用环境分析、网络服务、安全协议、错误检测和容错机制等关键技术，结合 Ｍｏｂｉｌｅ

ＷｉＭＡＸ的网络特点，构建了可信协议体系，增强了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网络应用服务的可靠性、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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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ｍｏｂｉｌｅ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ｃｃｅｓｓ）作为一项

新兴的无线接入技术已成为无线网络领域研究的

新热点。它采用了代表未来通信技术发展方向的

ＯＦＤＭ／ＯＦＤＭＡ、ＡＡＳ、ＭＩＭＯ等先进技术，逐步

实现宽带业务的移动化，在无线领域有着非常重

要的商业价值和诱人的应用前景。与此同时，随

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在社会各个领域广

泛应用，而网络服务的可信性问题也日益突出。

由于开放式网络环境增加了系统的复杂度和故障

率，恶意攻击等大量的网络问题导致了网络在安

全和可靠性方面有所欠缺，所以业界对网络服务

的正确性、可靠性、安全性、保密性等可信性能十

分关注。相对而言，虽然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在信息

安全方面有较多的考虑，但在应用环境中通信信

道狭隘、节点高速移动、节点密度过高等不利因素

使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的服务应用的安全可靠性带

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目前，国内外对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的研究已取

得了一些成果［１５］，但在可信终端的研究上还比较

滞后。目前，对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可信网络的研究

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 由于 Ｍｏｂｉｌｅ

ＷｉＭＡＸ拓扑快速动态变化以及节点高速移动等

实际情况，造成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的各种不稳定因

素。② 因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网络拓扑快速动态变

化，节点在移动中更容易受到相关因素的影响和

各种类型的威胁，导致网络系统的服务中断或失

效。③ 目前还没有一种有效的可信服务的描述

规范、可信服务的实例生成和执行控制以及可信

服务验证机制。本文提出的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可

信服务系统，结合国内外可信领域中已经取得的

研究成果以及对可信服务应用需求分析，针对以

上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存在的问题，从系统的可信度

评估、可信软件体系结构、可信系统的验证等３个

方面进行了改进。

１　可信服务应用系统设计方案

由于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独特的技术要求和制

约因素，针对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的复杂动态变化和

不可靠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 ＭＷｉＭＡＸ可信

应用系统结构图，如图１所示。

从可信的角度来讲，网络系统的可信属性应

包括可用性、可靠性、安全性、机密性、完整性、可

维护性等方面［６］，网络的可信性最终体现在它所

提供的服务可信，即是否可用、可靠、安全、可维护

等。本文从面向可信服务的角度，针对 Ｍｏｂｉｌｅ

ＷｉＭＡＸ的复杂动态变化和不可靠的实际情况，

基于可信系统的可信属性、面临的威胁及解决手

段，研究支撑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可信服务的核心技

术，主要包括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可信度量指标体

系、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的可信评估分析模型、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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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ＭＷｉＭＡＸ可信服务系统

Ｆｉｇ．１　ＭＷｉＭＡＸＴｒｕｓｔ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端的 Ｍｏｂｉｌｅ ＷｉＭＡＸ 可信协议体系、Ｍｏｂｉｌｅ

ＷｉＭＡＸ可信应用开发及实验验证平台等。

２　可信服务应用可信度量评估

可信应用系统的建立，首要就是如何建立有

效的可信度评估手段和可信度量指标，本文通过

对仿真的原始数据进行分类整理，消化、融合所有

服务的数据，提取不同应用服务类数据的关键特

征和联系，建立了可信应用服务数据库，利用网络

通信设备（手机、上网本等）建立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

的可信度量模型。本文借鉴网络相关量化评估方

法，对计算网络指标以及对数据的可信程度进行

评价，提出了可信度量指标建立方法。

１）选取网络节点的可信评价指标，客观性能

指标包括节点吞吐率、节点延迟和节点丢包率、链

路吞吐率、带宽占用率等，主观指标是指节点提供

服务的历史可信评价记录；

２）采集步骤１）中提到的指标样本，建立该指

标样本合集犓＝｛狓（１），狓（２），…，狓（犽）｝，其中，

狓（犻）∈犓，１≤犻≤犽，狓（犻）表示集合中的第犻个样

本，分别计算样本的均值和偏差：

狓（犻）＝
１

犽∑
犽

犻＝１

狓（犻） （１）

犛（狓（犻））＝
１

犽∑
犽

犻＝１

（狓（犻）－狓（犻槡
）） （２）

　　３）按照式（３）标准化样本后，代入式（４）计算

的归一化值为：

犲（犻）＝
狓（犻）－狓（犻）

犛（狓（犻））
（３）

犫（犻）＝
犲（犻）－ｍａｘ（狓（犻））

ｍａｘ（狓（犻））－ｍｉｎ（狓（犻））
（４）

　　４）定义网络熵值 犎（犻）＝－ｌｏｇ２犫（犻），其中

犫（犻）表示第犻个指标样本的归一化参数，犻＝１，２，

…，犽，犽为网络样本个数；

５）根据当前网络的性能犎 和下一状态下的

网络的性能犎
［＋］计算网络服务性能变化程度Δ犺

＝犎
［＋］－犎，并获得服务变化程度等级；

６）利用服务变化程度等级计算网络性能指

标的指标权重狑（犻）；

７）利用ＧｒａｍＳｃｈｍｉｄｔ正交化方法去除多个

网络性能指标间的相关性，获得多个去相关网络

性能指标；

８）定义多指标网络动态服务性能变化率为：

Δ犎 ＝
Δ犺
狋
＝
狑（犼）犎（犼）狘狋－狑（犼）犎（犼）狘狋＋Δ狋

狋

（５）

式中，狑（犼）犎（犼）｜狋＋Δ狋为下一状态下的去相关网络

性能指标；

９）利用析因设计方法量化网络拓扑特征，结

合数据指标的权重和多指标网络动态服务性能变

化率，对数据进行分类建模，建立多维可信度量评

估体系，对网络数据的可信程度进行评估。

３　可信协议体系

面向服务的端到端的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可信

协议体系是对可信服务数据行为的总结，保证数

据服务在网络传输中数据动作的规范性、安全性

和稳定性。由于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往往处于高度

动态变化、不确定因素众多的环境中，面对服务应

用种类的多样性，需要有效的网络协议体系及其

动态控制方法保证端到端的数据可信传递，保证

网络的容错性和稳定性。本文提出了基于构件和

跨层思想的面向服务的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可信性

概念框架，如图２所示。

图２　可信性概念框架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ｒｕ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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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设计中，设计的主要思想是将网络

层与应用层用中间件层服务相隔离，利用中间件

层进行网络节点管理以及网络数据管理。其中可

信服务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有网络间的信赖与协

作关系、网络对象的互相认证等。而在动态网络

关系中，网络的节点拓扑结构会随时间的推移而

不断变化，这就使网络间的信赖与协作关系的衡

量变得相对复杂。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在设

计网络间信赖关系时，结合云理论模型［７］，将各节

点的依赖关系转换为各节点间能提出可信服务的

可信度的问题，简化了信任协作关系。

１）利用云模型概念定义信任云模型，定义犡

是一个信任度合集犡＝｛狓｝，称为信任度空间（可

以是一维、二维或者多维）。关于信任度空间犡

的主观定性信任概念犃，是指对于任意元素狓都

存在一个稳定倾向的随机数狔＝μ犃（狓），称为狓对

犃的可信度，可信度在犡上的分布称为可信云。

２）利用云模型的数字特征来反映网络节点

的可信度。云的数字特征用期望犈狓、熵犈狀 和超

熵犎犲 表示，反映了定性概念犃整体上的定量特

征。网络节点利用这３个特征值来表示信任的程

度。期望（犈狓）表示网络节点的可信典型样本值

（网络节点可依赖信任的程度），熵（犈狀）反映了可

信的模糊性，即表明不同对象提供的服务可信度

有可能不同。超熵（犎犲）反映了信任概念典型样

本出现的随机性，也反映了网络结构随时间变化

后，网络节点的信赖关系也相对发生变化，但信赖

关系的总体趋势不会发生太大改变。

３）利用云模型的正向与逆向计算方法，计算

出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可信程度。其中，网络节点

的典型可信度样本值为犈狓＝珚狓；网络节点可信度

的模糊性为犈狀＝（π／２）
１／２×犅；网络节点可信度的

随机性为犎犲＝（犛
２－犈狀

２）１／２。其中，珚狓＝
１

犖
∑
犖

犻＝１
狓犻，

犅＝
１

犖
∑
犖

犻＝１
｜狓犻－珚狓｜，犛

２＝
１

犖－１
∑
犖

犻＝１

（狓犻－珚狓）
２。

４）根据节点中可信度来确定网络间依赖与

协作的程度，同时利用网络节点的可信度作为网

络对象互相认证过程的参考元素。

另外，在可信服务中，可信度具有一定的时效

性，所以必须要有违规检测的环节，以保证提供可

信服务在该时刻的有效性。采用可信度历史时效

性模型［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任度的时效性，

保证了数据的新鲜度。中间件层服务还包括数据

管理和容错管理，容错在中间件层服务中主要起

到灾难性保护和提供可靠的措施防止数据时效等

作用，该层服务为上层的具体服务应用提供了有

效的保障。

４　可信应用开发和验证平台

构建平台主要包括可信应用服务开发平台和

可信网络测试验证平台。可信服务开发平台是基

于系统可信服务描述元模型构建而成的，它实现

了可信服务的模块化和组件化。可信网络测试验

证平台可建立可信 ＭｏｂｉｌｅＷｉＭＡＸ应用的可信

性评测标准，如图３所示。

图３　可信应用开发以及网络验证平台

Ｆｉｇ．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ｆＴｒｕｓｔ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

可信应用服务开发平台模块化各种可信基本

应用，并根据应用的需求及其类型，抽象出具体的

可信应用模型，基于可信评估和可信策略，组合开

发出所需的可信应用服务。网络测试验证平台主

要由数据资源平台、协同工作平台、管理调度平台

以及在线失效检测与恢复平台构成。其中在线失

效检测与故障恢复辅助平台保证了可信应用中的

容错管理服务，能够在应用运行中灵活检测故障，

自动恢复故障的底层基础设施。该平台根据网络

需要，包含在线检测评估辅助策略、故障避免辅助

策略、故障屏蔽辅助策略、故障恢复辅助策略、模

型局部和全局重构策略等。为提高整个系统的可

信服务精确性，本文设计了平台数据反馈优化策

略，其目的是优化可信服务，根据验证结果，对上

述模型和可信协议进行反馈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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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地理国情监测专业落户武汉大学

２０１２年，武汉大学又新添５个本科专业，其中，全国首个地理国情监测专业落户遥感信息工程学院，该专业

因受到业界多位院士的关注而格外引人注意。

据悉，２０１１年３月，有６名院士联名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做好地理国情监测的建议》。新专业申报工作负

责人李德仁院士介绍说，地理国情是一个国家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空间化可视化的国情信息，是从空间

角度反映一个国家自然、经济、人文的信息。要整体把握一国发展情况，发现问题预测趋势，合理规划科学引导，

全面准确地把握地理国情信息是基础是前提是保障。

作为国内测绘领域的领军人物，陈俊勇、李德仁、宁津生、张祖勋、刘先林、许厚泽、王家耀等院士早就关注到

地理国情研究的重大学科意义与现实价值，并创造性地开展了许多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这些在客观上为新专

业的创设奠定了牢固基石。

２０１１年５月，由陈俊勇担任组长、９名院士组成的新专业论证小组一致认为，增设“地理国情监测”专业符合

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专业培养目标明确、培养方案合理、专业特色突出、专业建设规划切实可行、就业前景广

阔，申请单位具备承办该专业的办学条件，一致建议尽快批准武汉大学增设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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