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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要的从空间角度分析了移动自组织网络（ＭＡＮＥＴ）的安全问题．由于许多安全问
题的产生与传输数据被非预期接受者捕获有关，本文考虑通过使用基于智能天线的位置感知邻居
发现技术提高ＭＡＮＥＴ的安全性．通过波达方向（ＤｏＡ）的估计，节点可获得其邻居节点的位置
信息．在估计的过程中，采用了Ｃａｐｏｎ 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算法．仿真实验表明，使用智能天线技术可
以使安全性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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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ＭＡＮＥＴ（Ｍｏｂｉｌｅ Ａｄ ｈｏ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网络，又称移动自组织网络，是一种新型的无线通信网络，它可以不
依赖于固定通信设施的支持，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快速构建。其自组织，自配置和自维护的特点，使它比传
统的无线网络拥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自由对等通信的需
求，ＭＡＮＥＴ网络还将会受到更多的关注。９０年代中期以后，ＭＡＮＥＴ网络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进
展。不过在此期间，大量的研究工作都建立在环境友好合作的假设基础上，而且集中于多址接入，多跳路
由，能量管理，定位服务等问题。安全问题成为一个次要问题，一般只是通过采用传统的加密技术，保护
节点之间的通信安全。但最近的事实表明：虽然ＭＡＮＥＴ网络有许多优于传统有线／无线网络的特点，但它
们更加容易受到攻击。大多现有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案，例如：参考文献【ｌ】～【４】，都是基于加密或信任评估
的方式，但实际上效果并不理想。
·２７５·

２００９通信理论与技术新生展～年十口ｊ奎田青年通信学术畚议论文集
ａ加密机制在ＭＡＮＥＴ安全问题上始终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机制往往需要一十密钥管理服务，以协助
建立相互通信节点之问的认证。但它也面临与有线网络类似的问题，加密方法可以通过高性能计算破解。
ｂ对于信任评估机制而言，如何对恶意行为进行建模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如果只是因为厢络拥塞
使某些节点中转失败，但一般的评估机制仍然视其为恶意节点，那么这样的判决使信任评价不具有公平性
和有效性。此外，与加密技术一样．以信任为基础的技术也面临着信任矩阵管理的问题。
ｃ某些存在的安全风险不能直接被加密或通过信任机制处理。包括一些严重影响用户隐私的被动攻击
或有针对性的ＤｏＳ（拒绝服务）攻击等．它们利用的是协议和网络管理的漏洞”Ｊ。
ｄ传统的广播，多播方法是全向的，如果攻击者址在信号覆盖范围内，就有机会获取有用的信息。
从物理的角度来说，大量的安全问题源于全向广播／组播在寻找下一跳节点或传送数据信号的时候．被

攻击者捕获了信息。本文主要考虑使用一类新兴的天线技术——智能天线．实现更加安全的寻找下一跳
（邻居）位置的方法。

２位置感知的邻居发现
邻居发现（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是移动自组织组阿和通信的一个重要过程，弼络中每个节点可以作为
一个路由器传递有用信息。而获取邻居的位置赌知（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ｗａｒｅ）＿信息不仅是为了寻找路由，还关系
到动态信道分配，传输功率控制，调度等问题。由于许多情况下．节点是不断移动的，已有的邻居位置感
知信息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失效，因此节点必须相当频繁的启动邻居发现过程。

为什么位置感知可加强ＭＡＮＥＴ安全性

２ １

常规的ＭＡＮＥＴ中．每个节点配备一个全向天线，定期向其邻居发送“Ｈｅｌｌｏ”，以保持邻居列袁的更
新，并根据列表传送内容信息。但是聪明的攻击者可阻绕过所有认证环节（不需要合法地出现在路由列表
中）．直接截取到所发送信息。从这点上来看，智能天线可以凭借其自身的特性，有效降低这种情况发生
的概率。这里我们考虑四种通过智能天线实现安全的情景，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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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ｌ使用智能天线加强安全性的４种情景

ａ集中发射信号：如图ｌ（曲，自适应天线帮助发送节点（ｓ）只对空间信息已知的目标邻居节点（Ｎ）
传输的数据。而希望截获敏感信息的对手节点（Ａ），根不幸的位于波束的外面。因此，可以确保ｓ和Ｎ
之间通信投有任何拦截，
ｂ发射功率控制：如图Ｉ（ｂ）．虽然Ａ落在波柬方向上，但他仍然在信号覆盖范围之外．因为ｓ通过
了解Ｎ的距离信息，控制了发射功率，使信号刚好到达Ｎ。
ｃ空间分集；从图ｌ（ｃ）可以看出，完整数据在Ｓ处通过空间分集由ＳＩ和ｓ２麸享。ｓ１和ｓ２使用自己
的波束形成传输数据。Ａ１或Ａ２可以有机会获取其中之一．但是未能获得全部信息，故其所获信息投有任
何意义。可见，信息被拦截的可能性显著降低。
ｄ发现成胁：除了发现Ｎ，Ｓ还能定位其他接点发射的信号。如果Ａ要进行窃听或主动攻击时，他的
空间位置也会在同一时间暴露，如田１（ｄ）。然后，Ｓ可以采取相应的荒略去阻止危险的发生。
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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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基于ＤｏＡ估计的定位
上述情况说明，安全问题可通过感知邻居节点的空间位置来控制。但前提是发送者必须知道预期接收
者的位置或方向．以便对适当的方向集中其天线波束，以减少非预期接收者可触的区域。智能天线不仅可
以用于数据帧的传输．同时也可以作为波达方Ｉ句（ＤｏＡ）估计的工具。一旦节点与其邻居建立了通信”ＰＩｌｑ，
天线便可以通过接收信号来持续的监测其ＤｏＡ，以确定或跟踪其空间位置．许多算法可以应用到此处．包
括Ｃａｐｏｎ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ＭＵＳＩＣ、ＥＳＰＲＩＴ、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等等…Ｊ。
需要说明的是．波束的高分辨率会产生计算的高复杂性，从而导致高能耗问题，所以波束分辨率与计
算复杂度之间存在一种权衡。由于分辨率的高低仅仅是安全体系的一个影响因素，即使采用根高的分辨率
也不能取代整个体系中包括鉴权、认证、数据加密、入侵检测、防火墙、防病毒等等其他技术。而如果计
算的复杂性过高．节点之问通信频篱，大规模的计算可能会显著减少电池的使用时间。由于理想的方法需
要在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尽量降低能耗，故本文使用具有低计算复杂度并且保证较高分辨率的Ｃａｐｏｎ

６∞咖。％算法。
３实验仿真

在这部分，我们同时考虑图１（曲和图Ｉ（砷描述情景．圈１（０中，安全级别与分集的数目见存在一个线
形的正丰日关关系，即分集越多，安全性越高；而图１（ｍ表示．安全性的加强需要用户本身采用额外的安全
防护措施。这两种情况比较特殊，所以这里不予咀考虑。
ＭＡＴＬＡＢ应用于实验仿真，使用八单元均匀线阵，接收信号的角度为３００（信号与阵列天线的夹角），
信噪比分别为０ｄＢ、３ｄＢ、５ｄＢ、１０ｄＢ、１５ｄＢ和２０ｄＢ。图２显示天线增益与信噪比ＳＮＲ的关系。假设噪
声空间是漫射的（噪声在所有的空间区域都具有相同的功率）．传输距离与发射功率成线形关系（占ｔｄｌ，
Ｅ为信号的能量，ｄ为信号可达的距离），不考虑其他任何情况（例如衰落、反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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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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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估计的空间谱

因此如图３所示．在相同的ＳＮＲ下使用智能天线的波束传输距离分别约是使用全向天线的１．０、１．４、
７、２．９、５．０和９．７倍．匿中红色曲线是空间滤波后的波束模式．为了使模型简化，每个方块表示使用全
－２７７·

２００９通信ｍ论与技术断虎晨一第十ｑ■仝田青年通信学术ｄｔ－￡ｔ论文秉
向天线的节点覆盖区域．每个节点只能稀疏分布于阿格点上且疆盖区域投有交叠．蓝色的方块表示信息有
可能被捕捉的区域，黄色的方块表示安全区域。在圈３（ａ），当舒珊＝０且使用智能天线时，覆盖区域并投有
明显扩展，即安全区域没有扩展。但是从其他图可以得出，不安全区域分别降是原来的２１５、２悖、３／９、
４／２５和７／８９。基本可以推出，随着ＳＮＲ的提升，不安全区域减少的更加明显，除了图（ｃ）与图（ｄ），安全区
域没有理想中的增加，相反有所减小。原因是由于模型的选取比较简单．虽然二者都触及３×３的方块．
但是图（由中实际覆盖的面积要明显大于图（０，在实际情况中，信号的边缘受到噪声干扰的更加明显，仅仅
获得信号的边缘可能不足以分离出有用信息，因此图（ｃ）中四个角的方块可以忽略，校正后不安全区域为原
来的“５，小于图（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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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３波柬模式的桎坐标表示厦安全环安全区域

４结论
本文中我们讨论了ＭＡＮＥＴ网络中的安全问题．并认为非预期接收者有可能截获传输信号是导致网络
不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减少向非预期方向发射信号，我们考虑使用基于位置感知的邻居发现，并利
用智能天线技术对邻居节点的位置信息进行感知，从而集中信号发射波束。仿真结果表明，使用智能天线
可以明显地减少不安全区域的产生：且随着ＳＮＲ的提高，安全性提升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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