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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幾年來，無線感測網路廣泛地應用在許多領域上，例如：在無線感測網路中，當感測節

點被佈置在敵方地區時，為了能使感測節點間的傳輸更為安全，必須要使用秘密的金鑰做為它

們之間的通訊。雖然現今已經有許多金鑰建立的方法被提出，且應用在各種類型的無線感測網

路中，但在目前的方法中，大部份都是預先從金鑰池中選出 m 把金鑰，形成一個金鑰鏈，每個

感測節點再使用這些金鑰鏈的金鑰來進行資料的加密。然而在傳送秘密金鑰時，這把秘密金鑰

很容易暴露在傳送的路徑中。本文提出了一種動態金鑰管理協定，跟之前的方法比較，我們提

出的方法可以提高金鑰的安全性，而且透過動態的更新金鑰，使得金鑰被猜中的機率降低，除

此之外，透過我們所設計的協定，也可避免感測網路上被攻擊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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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have been extensively used in different domains.  For 

example, if the wireless sensor node of such a network is disposed in an unfriendly area, a secret key 

must be used to protect the transmission between the sensor nodes.  Although several methods for 

making the key have been proposed and already adopted in different types of networks, most of the 

existing methods involve pre-selecting m keys from a key pool to form a key chain.  Then, the 

sensor nodes utilize the key in the chain to encrypt the data.  However, a secret key can be easily 

exposed along the transmission path.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 dynamic key protocol that can 

improve the security of the key, compared with existing methods.  Moreover, the dynamic update of 

the key can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its being correctly guessed.  Furthermore, with this new 

protocol, an attack on th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can be avo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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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感測網路的組成與應用 

  無線感測網路的主要組成單元，可分為四個單元，分別

為感測單元、處理單元、傳輸單元、電力供應單元，以下將

詳細介紹各單元的主要功能： 

1. 感測單元：感測元件負責偵測，而蒐集到的資料使用類

比訊號表示，經由訊號轉換元件，負責將感測元件感測

到的類比訊號轉換成數位訊號，並將資料送到處理單位

加以處理。 

2. 處理單元：處理單元裏包含了儲存元件和處理元件，儲

存元件的功能類似電腦中的儲存裝置，將蒐集到的資訊

儲存在儲存元件中，在經由處理元件，功能類似個人電

腦中的中央處理機，負責執行事先儲存好的程式碼，以

協調並控制感測器之間不同的單位元件。處理元件可以

根據原先所儲存的程式指令，或是藉由後端伺服器所發

送的命令，啟動感測單元來收集資訊，並將所收集的資

料經過彙整後，透過傳輸單元將資料發送回去。 

3. 傳輸單元：傳輸單元主要負責連接感測器與其他感測器

之間的溝通，或是將感測器的資料傳送到基地台。傳輸

單元可使用的傳輸介質有紅外線、無線電波、以及光纖

介質等，配合環境及應用的不同，可以使用不同的選擇。 

4. 電力供應單元：電力供應單元負責感測器中所有單元的

電力能量，無論是任何一種功能運作都必須使用電量，

是非常重要的單元。通常感測器的電力是由電池所支

援，因此在軟硬體的設計上，如何節省電力可以說是最

主要考量的因素。 

  而無線感測網路通常具有多數的部署、低廉的價格、體

積小以及電池式的電力供應等特色。無線感測網路的網路路

由傳輸方式，主要分為以下幾種： 

1. 叢集式：叢集式架構是最具有代表性的路由協定，其主

要作法為，將網路中大量的感測器分割成數群的叢集，

另外再由每個叢集中選出一個節點作為叢集頭，負責收

集叢集裏其它感測節點的資料，並將資料匯合傳送至基

地台。 

2. 鏈結式：鏈結式是有別於叢集式架構，而以鏈結架構為

基礎的路由協定，它將整個網路中的感測節點互相連結

成一條鏈，接著每回合中，從鏈架構的節點裏選擇出一

個鏈頭，而兩端鏈架構尾端的節點開始將資料透過相鄰

的節點往鏈頭的方向傳送，並且每個接收節點會進行資

料的聚集，最後由鏈頭將資料傳送至基地台。 

  近幾年來，無線感測網路被廣泛的應用在環境的監視，

如氣象資料的搜集、健康資訊的監視、戰場上資料的搜集和

追蹤等。在不安全的環境裏，使用感測網路去搜集資料，像

是在戰場上，應用環境是非常不安全的。因為敵人可以透過

感測節點間傳送資料時，進行竊聽、捕獲節點，來取得節點

搜集到的資料。因此在無線感測網路上，加上適合的安全方

法是必要的。然而無線感測網路在資源上卻有很大的限制，

不管是在處理器、記憶體、頻寬和電池的消秏都有很大的限

制。因此選擇一個適合的加密系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而無線感測節點在硬體資源上的限制，如果要將公開金鑰演

算法，像是Diffie-Hellman金鑰管理 [4] 或者RSA簽章 [10] 

等，這類的方法被應用在感測節點的實作上成本太高，且不

切實際。 

（二）相關研究 

  在這節裏，我們將回顧現今在無線感測網路上金鑰產生

的協定，我們將這些協定分成三類：亂數金鑰預先部署協

定、群組金鑰預先部署協定和階層金鑰預先部署協定。 

1. 亂數金鑰預先部署 

  在 2002 年，Eschenauer 等人 [5] 提出了一個亂數金鑰

預先配送的架構，此架構包含了三個步驟：金鑰預先部署步

驟、偵測分享金鑰步驟和路徑金鑰建立步驟，此架構是每個

感測節點在部署前，從一個很大的金鑰池裏選取 m 把金鑰，

透過 m 把的金鑰去形成金鑰鏈，分送給各個感測節點，且

各個節點間去協商出一把金鑰，使用這把金鑰在他們群組裏

傳送資料，這個方法雖然可達到安全性，但相對的，每個感

測節點必需記憶 m 把的金鑰，對於感測節點來說，在記憶

體和電源消秏都是一個問題。Pietro 等人 [9]，提出了一個

亂數金鑰配送協定，由在每個感測節點間，去配送亂數金

鑰，使得任兩個感測節點間能夠建 立起溝通管道，此方法

的缺失也在於每個感測節點必須去記憶三把以上的金鑰，如

要將安全性提高，往往都需要再增加金鑰個數，但一增加金

鑰個數，則感測節點的負載就會更重，資源的消秏也更為嚴

重。 

2. 群組金鑰預先部署協定 

  所謂的群組金鑰預先部署協定，是將要佈署節點的區堿

劃分出來，分成數個群組，在經由直升機空投到劃分好的區

域，透過預先劃分的區堿，使得感測節點間有較高的溝通機

率。Liu 等人 [8]，提出了一對金鑰協定，基於多項式金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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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和格子式金鑰預先配送下，此協定在針對感測節點捕獲攻

擊和溝通上有較高的彈性。但在計算金鑰的運算方面，所使

用到的運算較為複雜，往往在產生金鑰方面會花較長的時

間，雖然可提高安全性，但較不能達到感測網路所需的即時

性與方便性。 

3. 階層架構協定 

  在階層架構協定中，會包含有數個叢聚節點在基地台和

感測節點中，叢聚節點通常有較強的運算能力，在部署前每

個叢聚節點會去儲存金鑰，在網路部署後，每個節點會去交

換節點的編號，同時也會通知叢聚節點，讓叢聚節點知道感

測節點的編號，透過這樣的方法，使得整個網路能進行溝

通，但如果當有一個節點被補獲，則叢聚節點和感測節點間

的訊息，會很容易的被敵人所知道，因此叢聚節點必需增加

金鑰的數量，才能增加安全性，但相對的來說，感測節點的

資源有限，使用此方法並不是最好，所以在 2007 年 Cheng

和 Agrawal [3] 提出了經由二元多項式部署，使得每個叢聚

節點不再直接去儲存節點的叢聚金鑰，而是儲存二元多項

式，透過節點的編號，得到感測節點和叢聚節點間的金鑰。 

4. 其它協定 

  Chan [2] 等人提出了兩個安全的協定，第一個為，基地

台如果想要達到資料的機密性和認證性，必需透過一個有效

率的金鑰分享演算法，如：RC5 使用此類的安全演算法去確

保資料的認證和隱密性；第二個為，要確保資料來源的安

全，使用一維赫序鏈，像 TESLA（time efficient streamed 

loss-tolerant authentication）去達到資料的認證。 

（三）環境需求條件 

1. 資料隱密性：無線感測網路通常都是被部署在我們無法

直接到達，或危險的區域來進行監視、搜集資料，例如：

敵軍陣地戰場，所以感測節點所搜集到的資料必須是相

當準確與機密的。其次，因無線感測網路傳輸的方法，

是採用無線射頻的方式傳送，所以當感測節點要將這些

機密性的資料回傳給後端伺服器時，如果不使用安全機

制來處理資料，則會輕易的曝露傳送的資訊內容，尤其

在敵軍的陣地，要傳回資料時，我們必須使用加密系統

來完成，加密系統中我們分成兩類：對稱性加密系統和

非對稱性加密系統。在對稱加密系統中，感測節點間會

共享一把會議金鑰，使用這把金鑰進行傳輸。非對稱加

密系統，則是使用公開金鑰的方法，來進行傳輸的工作，

但因感測網路上的資源限制，使用非對稱加密系統，成

本太高，不切實際。  

2. 資料認證：感測網路中，每個區域可能都包含了上百或

上千個感測節點，節點間的資料傳輸可能是很常有的

事，如果此時節點間包含了一個惡意的節點，不斷地去

廣播資料，而感測節點間並沒有使用資料認證，則會使

得網路癱瘓；其次是感測節點的資源消秏，使得感測節

點的壽命減少，因此如何設計一個通訊回合數少，具有

可認證性的動態金鑰管理方式是感測網路中一項重要的

議題，傳送端的感測節點可使用共享的金鑰，對要傳送

的資料進行加密，接收端的感測節點，也可使用共享的

金鑰進行解密。 

3. 中間人攻擊：所謂的中間人攻擊法，是指在感測節點和

叢聚節點或叢聚節點和基地台間進行互相傳輸資料時，

受到惡意感測節點的攔截，將感測節點要傳送的資料進

行竄改，然後將竄改的資料再進行傳送，此時接收的感

測節點所收到的訊息則不是傳送端所要傳的真正資料，

因此後端基地台所收到的資料為不正確的，所以必需使

用加密方法來解決。 

4. 重送攻擊：所謂的重送攻擊法，是指在一個區域裏的感

測節點，如果有惡意的節點侵入，想去取得感測節點間

的金鑰，會使用重覆發送封包的方法，去試著找出感測

節點間的金鑰，得到金鑰，進行破壞工作。通常在解決

這類的攻擊法，我們會使用接收端和傳送端時間的設

定，透過兩端的差值，來判斷封包是否可接受，或者直

接丟棄。 

5. 記憶體限制：受限於感測節點的體積，所以感測節點的

記憶空間也有所限制，每個感測節點的記憶空間通常都

在幾十 MB 之間，在加強無線感測網路安全性時，也必

需考慮到每個感測節點的記憶體空間。 

6. 運算能力限制：每個感測節點裏，都嵌入 CPU 來處理和

運算資料，但受限於體積和電力消秏的因素，所使用的

CPU 都為較低階的 CPU，例如：Intel 公司的 StrongARM 

[7] 或者 ATmel 公司的 ATmega [1]，都為常用的 CPU。 

7. 本文植基於對稱式加密法、單向雜湊涵數和互斥或匣等

運算技術，我們提出了一種動態產生金鑰的方法。並且

透過每次感測節點在要傳送資料時，透過之前兩把舊的

金鑰，產生出一把新的金鑰，使用這把金鑰將資料加密。

此感測節點下次要再傳送資料時，透過新產生的一把金

鑰，和舊的其中一把金鑰進行運算，做為此次要傳送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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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時的金鑰，其它感測節點也是使用此方法。當感測節

點傳送給叢聚節點時，此時叢聚節點會向基地台，要求

所收到的感測節點的金鑰。因基地台擁有各感測節點初

始的兩把金鑰，便將所需的感測節點金鑰傳送給叢聚節

點。叢聚節點收到後便可進行解密，當搜集到的資料，

個數大於 t 個門檻值時，便將資料進行加密，傳送到基地

台，金鑰的產生方法如同一般感測節點的金鑰產生方

法，以確保資料的正確性。且基地台和叢聚節點間，以

及基地台和感測節點間會動態的更改會議金鑰的其中一

把，來提高網路的安全性。 

 

二、本協定內容 

（一）符號 

  在本架構下，會使用到一些符號，以下列出使用到的符

號和其代表的涵意： 

h( )： 用於產生金鑰的單向赫序函數。 

♁： 互斥或匣運算。 

ai、ai-1： 預先配置在第 i 個感測節點的兩個產生金鑰的參

數。 

bi、bi-1： 預先配置在第 i 個叢聚節點的兩個產生金鑰的參

數。 

msgfinish： 叢聚節點通知感測節點更新金鑰之訊息。 

Ksi： 第 i 次感測節點的金鑰。 

Kci： 第 i 次叢聚節點的金鑰。 

Kmsg： 用於加/解密 msgfinish訊息之金鑰。 

Seed： 預先配置在各感測節點之更新金鑰種子。 

IDsi： 第 i 個感測節點的編號。 

IDlist： 叢聚節點所收到 t 個感測節點編號集合列表，如

),...,,( 21 stsslist IDIDIDID = 。 

Klis t： 叢 聚 節 點 所 需 的 感 測 節 點 金 鑰 ， 如

)...,( ,2,1 stsslist KKKK = 。 

Ti： 時間參數,i 是整數。 

△T： 傳送端和接收端的時間差值。 

Mi： 第 i 個感測節點要傳輸的明文資料。 

Mf： 基地台最後所收到的平均資料值。 

E(M,K)： 架構中所使用的對稱式加密表示法，使用金鑰 K

來將 M 加密。 

D(M,K)： 架構中所使用的對稱式解密表示法，使用金鑰 K

來將 M 解密。 

（二）環境條件 

1. 無線感測網路裏，我們採用叢聚的管理方法來進行資料

的傳輸，通常在一個無線感測網路裏，我們會部署上百

或上千個感測節點，並且從我們所部署的感測節點裏去

劃分區域，使得每個感測節點可在有效的範圍裏傳輸資

料。 

2. 在我們每個區域，所部署的感測節點裏，會自動去選取

一個感測節點當作一個叢聚節點，當每個感測節點搜集

到資料，要將資料傳送到後端基地台時，會將其所搜集

到的資料加密並傳送給叢聚節點，當叢聚節點收到一定

的封包量時，再將資料整理、加密後傳送到後端基地台

（圖 1 為感測網路傳送路徑的示意圖）。 

3. 每個感測節點出廠時，我們會預先配置兩個參數，例如：

ai,ai-1，並且使用單向赫序函數方法來產生新的一把金

鑰，透過所產生的金鑰來和叢聚節點溝通，叢聚節點也

會預先配置兩個參數如：bi, bi-1，金鑰產生方法如同感測

節點。 

4. 感測網路第一次被部署完成時，會選出叢聚節點，此時

感測節點會發出廣播給叢聚節點，使叢聚節點得知此區

域的感測節點有多少個，叢聚節點也會記錄感測節點的

編號，以便傳輸資料時使用。 

5. 每個感測節點會預先配置一把訊息金鑰 Kmsg 及一個更新

金鑰種子 Seed，用來加/解密通知感測節點變更金鑰之訊

息，每一回合都會使用赫序函數來變更訊息金鑰，使得

感測節點能夠安全獲得變更金鑰訊息。 

6. 節點傳輸資料部份，我們使用跳躍式傳輸方式，當第一

層感測節點搜集到資料時，會將資料加密，連同感測節

點的編號傳送給第二層感測節點，第二層感測節點也會

將搜集到的資料加密，連同第一層感測節點傳來的資料 

 

基地台 

叢聚節點 

感測節點  
 

圖 1. 感測網路傳輸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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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身的編號，再傳送給上一層的感測節點，依此類推，

當叢聚節點收到一連串的資料時，會由感測節點的編號

得知有哪幾個感測節點傳送給它，叢聚節點便可依據感

測節點編號的資料，向基地台要求感測節點金鑰列表。 

（三）金鑰產生協定 

  在我們的安全協定裏，使用動態的金鑰管理機制，每個

感測節點，會先預分配兩把金鑰，透過這兩把金鑰去產生下

一回合新的金鑰。叢聚節點也會預分配兩把金鑰，會議金鑰

產生方法如同感測節點。 

我們將所提的協定分成下列五個步驟，如圖 2 所示。 

步驟 1：當我們所部署的感測節點 i，要回傳所搜集到的資

料時，感測節點會使用出廠時預先配置的兩個參數

ai 和 ai-1，去產生出一把金鑰 Ksi，Ksi = h(ai, ai-1)，

同時也將預先配置在各節點的二把金鑰 Kmsg 和

Seed 進行赫序運算，產生新的訊息金鑰 K′
msg，K′

msg 

= h(Kmsg, Seed)，此時感測節點會使用 Ksi 將測得之

資料 M 和預先配置在感測節點上的 K’msg 加密，並

連同感測節點的編號 IDsi 製成一個完整的封包

Csi，Csi = {E((Mi, K′
msg), Ksi)IDsi}，再傳送 Csi 給叢聚

節點。 

步驟 2：叢聚節點收到大於 t 個封包或大於一事先設定時間

時，叢聚節點會去記錄，並傳送資料的感測節點編

號 IDsi，並將收到的感測節點編號，整理列出一張

表 IDlist，令 IDlist = (IDs1, IDs2,..., IDst)，叢聚節點也

會使用預先配置的兩個參數 bi、bi-1，去產生出一把

金鑰 Kci，Kci = h(bi, bi-1)，此時叢聚節點會使用 Kci

將 IDlist 和時間戳記 T1加密，並連同叢聚節點的編

號 IDci，當成一個完整的封包Cci，Cci = {E((IDlist, T1), 

Kci),IDci} 傳送給叢聚節點。 

步驟 3：當基地台在 T2時間收到叢聚節點的封包時，會先確

認叢聚節點的編號 IDci，並依照叢聚節點的編號到

資料庫去尋找叢聚節點的金鑰 Kci，使用 Kci進行解

密 D(Cci, Kci) = (IDlist, T1)，透過時間參數的計算判斷

是否 T2−T1≤ΔT，如果不符合，則基地台便丟棄此封

包，且基地台就可得到由叢聚節點所傳來的 IDlist，

如果符合，並到資料庫去尋找相對應的感測節點金

鑰，整理成金鑰列表 Klist，Klist = (Ks1, Ks2,..., Kst)，此

時基地台會使用 Kci 將 Klist 和時間戳記 T3 加密，將

 

1.1 Ksi = h(ai , ai-1) 

1.2 K’msg = h(Kmsg,Seed) 

1.3 Csi= {E((M,K’msg),Ksi),IDsi}
Csi 2.1 Kci = h(bi , bi-1) 

2.2 Cci = {E((IDlist,T1), Kci),IDci} 

4.1 D(Cb,Kci) = Klist,T3 

4.2 T4-T3≦△T   

4.3 D(Csi,Ksi) =(Mi,K’msg) 

4.4 Mf = (M1+M2,…,+Mt)/t 

4.5 C’ci = {E((Mf,T5),Kci),IDci} 

4.6 E(msgfinish,K’msg) 

4.7 更新會議金鑰為K’ci 

    K’ci = h(Kci , bi) 

3.1 D(Cci,Kci) =(IDlist,T1) 

3.2 T2-T1 ≦ △T 

3.3 Cb = E((Klist,T3),Kci) 

5.1 D(C’ci,Kci) = (Mf,T5) 

5.2 T6-T5 ≦ △T 

5.3 更新金鑰為K’si,K’ci 

    K’si = h(Ksi, ai) 

    K’ci = h(Kci, bi) 

6.1 D(msgfinish,K’msg) = msgfinish 

6.2 更新下回合會議金鑰為K’si 

6.3 K’si = h(Ksi , ai) 

6.4 K’’msg = h(K’msg,Kmsg) 

6.5 C’si= {E((M,K’’msg ),Ksi),IDsi} 

E(msgfinish,K’msg)

Cci 

Cb 

C’ci 

基地台 叢聚節點 感測節點 

 
 

圖 2. 金鑰產生溝通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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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的資料 Cb，Cb = {E((Klist, T3), Kci)} 回傳給叢聚

節點。 

步驟 4：當叢聚節點在 T4時間收到基地台回傳的資料時，使

用叢聚節點自已產生的金鑰 Kci 進行解密，D(Cb, Kci) 

= (Klist, T3) ，透過時間參數的計算判斷是否

T4−T3≤ΔT，如果不符合，則叢聚節點便丟棄此封包，

如果符合叢聚節點便可由 Klist 得 Ksi，得知各個傳送

資料過來的感測節點金鑰，個別使用金鑰 Ksi 進行解

密，得到感測節點所回傳的資料 D(Csi, Ksi) = (Mi, 

K′
msg)，叢聚節點則進行各資料值的平均值運算得到

Mf，Mf = (M1+M2+,...,+Mt)/t，使得所搜集的資料在傳

到後端時，能確保資料更為正確；此時叢聚節點會

使用 Kci 將 Mf 和時間戳記 T5 加密，並連同叢聚節點

的編號 IDci，當成一個完整的封包 C′
ci，C′

ci = {E((Mf, 

T5), Kci), IDci} 傳送給基地台，此時叢聚節點更新下

回合會議金鑰 K′
ci = h(Kci, bi)。其次，叢聚節點會使

用感測節點傳送過來的訊息金鑰 K′
msg 加密傳送完

成變更金鑰的訊息 msgfinish 且傳送加密完成的封包

E(msgfinish, K′
msg) 廣播給所有感測節點，通知感測節

點完成訊息傳送。 

步驟 5：在 T6 時間，基地台收到叢聚節點的封包時，會先確

認叢聚節點的編號 IDci，並依照叢聚節點的編號到

資料庫去尋找叢聚節點的金鑰 Kci，並使用 Kci進行

解密 D(C′
si, Kci) = (Mf, T5)，透過時間參數的計算判

斷是否 T6−T5≤ΔT，如果不符合，則基地台便丟棄此

封包，基地台就可得到由叢聚節點所傳來的資料

Mf，同時基地台也會更新叢聚節點和感測節點的金

鑰，更新成為 K′
si 和 K′

ci，K′
si = h(Ksi, ai), K′

ci = h(Kci, 

bi)。  

步驟 6：感測節點收到訊息後，使用 K′
msg 進行解密得到叢聚

節點所傳來的完成訊息 D(E(msgfinish, K′
msg), K′

msg) = 

msgfinish，便進行金鑰的替換，使用上一次產生的金

鑰 Ksi 和 ai 進行運算，產生新的金鑰 K′
si，K′

si = h(Ksi, 

ai)，當下一次要進行回報資料時，便使用 K′
si 來進

行加密傳送的工作；第二回合感測節點要傳送資料

時，原本產生的訊息金鑰 K′
msg 需進行變更成 K′′

msg，

K′′
msg = h(K′

msg, Kmsg)，感測節點會將變更後的訊息金

鑰 K′′
msg 連同訊息 M 使用 K′′

si 加密成 C′
si，C′

si = 

{E((M, K′′
msg), Ksi), IDsi)} 更改過後的 K′′

msg 為叢聚

節點傳送完成訊息給感測節點的訊息金鑰；同理第

三回合感測節點要傳送資料時，需進行變更成

K′′′
msg，K′′′

msg = h(K′′
msg, K′

msg)，感測節點會將變更後

的訊息金鑰 K′′′
msg 連同訊息 M 使用 K′′′

si 加密成 C′
si，

C′
si = {E((Mi, K′′′

msg), Ksi), IDsi)}，此處更改過後的會

議金鑰 K′
si 為加密傳送量測訊息 Mi 之會議金鑰，而

更改過後的K′′
msg及K′′′

msg為叢聚節點傳送第二及第

三回合完成訊息給感測節點的訊息金鑰，金鑰產生

方式依此類推。 

 

三、安全性與效能分析 

（一）安全性分析 

1. 動態金鑰管理：在金鑰產生方面，改變之前預先配送的

方法，不再使用從同一個金鑰池裏去挑選 m 把金鑰，在

使用這 m 把固定的金鑰去形成一個金鑰鏈。任兩個節點

間的溝通都是使用這 m 把金錀去做協商、溝通。在我們

的架構中，我們使用了每傳送一次資料，金鑰就會透過

先前兩把舊的金鑰，去產生一把新的金鑰，如：第一次

傳輸時 Ksi = h(ai, ai-1)，第二次傳輸時 K′
si = h(Ksi, ai)，第

三次傳輸時 K′′
si = h(K′

si, Ksi)，依此類推，讓攻擊者如果想

從金鑰鏈中去猜中金鑰的重覆使用頻率的機率降低，也

提高此網路的安全性；其次叢聚節點在傳輸完成訊息

時，也使用類似的動態金鑰產生，將預先配置的 Kmsg 和

Seed 進行運算，K′
msg = h(Kmsg, Seed)，K′

msg 為訊息金鑰，

第二回合時訊息金鑰會進行變更 K′′
msg = h(K′

msg, Kmsg)，依

此類推，使得攻擊者無法假冒叢聚節點發送完成訊息金

鑰，進行金鑰變更。 

2. 預防惡意猜測攻擊：當所部署的感測網路存在一段時間

後，便進行金鑰的變更和基地台資料庫的更新，使得攻

擊者無法得知金鑰，同時每個節點至多只有記錄三把金

鑰，二把舊金鑰、一把新產生的金鑰，當產生出新的金

鑰時，便會將最舊的一把金鑰進行更新，進而提高網路

的安全性且又可減少節點記憶體的空間。 

3. 預防重送攻擊：在各個溝通環節中，感測節點到叢聚節

點或是叢聚節點到基地站，都採用了記載時戳 Ti 的方

法，算出所需的參數值，透過此參數值來預防重送攻擊

的發生。例如：叢聚節點到基地台間，叢聚節點使用 K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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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T2進行加密，並透過時戳 Ti 的比較，T3−T2≤ΔT，如節

點在傳送資料時，不能在限定時間ΔT 裏完成傳送，則所

傳的資料將會被丟棄，所以傳送者必需要在限定時間ΔT

裏傳送完畢，否則即被視為非法的傳送者。 

4. 預防資料竄改攻擊：叢聚節點和感測節點間，我們採用

了 Ksi 金鑰來加密，當感測節點回傳資料到叢聚節點聚集

時，使用 E(M, K′
msg), Ksi) 加密，等到叢聚節點和基地台

溝通完成後得到 Klist，基地台回傳給叢聚節點的 Ksi便可

進行解密的動作，如果所獲得的金鑰解不開感測節點所

傳過來的加密封包，則視此封包為危險封包便將此封包

丟棄，這樣的作法，可確保傳送資料的完整性，也可確

保資料是由叢聚節點管理的感測節點所發出的。 

5. 預防中間人攻擊法和確保資料隱密：我們在感測節點和

叢聚節點的溝通時，採用加密系統，Csi = {E((M, K′
msg), 

Ksi), IDsi)}，來防止攻擊和確保資料隱密，叢聚節點和基

地台也使用相似的方法， 來預防攻擊和確保資料隱密，

如：Csi = {E((IDlist, T1), Kci), IDci)}，Cb = E(Klist, Kci)，C′
ci = 

{E((Mf, T5), Kci), IDci)}，因此惡意的攻擊者無法獲得被保

護的資料；其次，叢聚節點在傳送完成訊息時使用 Kmsg

加密，且每一回合都會更新訊息金鑰，使得攻擊者無法

假冒叢聚節點發送完成訊息，避免中間人攻擊。 

（二）效能分析 

  表 1 為本協定之效能分析表，記載感測節點、叢聚節點

和基地台，各個回合數和運算式，其中：TE：使用對稱式

加密演算法之時間複雜度。TM：傳送訊息所需之時間複雜

度。 

 

四、結論 

  在這本文中，我們提出了動態產生金鑰的架構，不再使

用之前所使用的方法，從金鑰池中選取出 m 把金鑰，再形

成金鑰鏈的諸多缺點，透過產生動態金鑰的管理方式，我們

所提出的架構有以下的貢獻： 

1. 因為無線感測網路的一些限制，例：電源、記憶體等，

我們使用資料的批次溝通，來降低感測節點的秏電力， 

 

表 1. 效能分析 

節點間傳送關係 回合數 時間複雜度 

感測節點和叢聚節點間 2 2TE+1TM 

叢聚節點和基地台間 3 3TE+2TM  

且我們的方法在使用時，每個感測節點，最多只需要記

錄三把金鑰，不需記錄整個金鑰鏈，此方法可有效的節

省感知節點的記憶空間。 

2. 在每一次的傳輸中，所使用的金鑰都是只適用於此次的

傳輸，下次要在傳輸時，所使用的金鑰又有所不同，這

樣的方法可降低攻擊者去猜測出金鑰，進而提高它的安

全性。 

3. 在傳輸方面，我們在每個傳輸的過程中，都使用到記錄

時間戳記，透過接收端和傳送端兩方的計算，可確保預

防重送攻擊的發生。 

  在無線感測網路的應用方面，我們提出的架構，可被應

用在戰場上，監測一個區域裏，敵軍的戰情配備，透過我們

協定裏，叢聚節點會先將感測節點所回傳的值進行統計運

算，再傳送到後端基地台，可確保後端的基地台所接收的資

料更為準確，也可應用在天氣感測方面，經過叢聚節點的運

算，使得感測出的溫度和溼度等，能夠更為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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