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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请求保护一种伪随机置换来实现OPC 

UA边缘计算中数据的轻量级加密方法，涉及工业

数据安全领域。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基于混沌系

统的伪随机置换(PRPM)来实现OPC UA的边缘计

算中数据的轻量级加密，首先将文件转为二进制

格式的文件，然后将该二进制格式文件分割成多

个分割文件，每个分割文件包括若干个块文件，

最后使用伪随机排列来对每个分割文件中的块

进行置乱，重新组合所有分割的块文件，文件加

密完成。该方法可用于客户端移动设备中的隐私

数据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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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伪随机置换来实现OPC  UA的边缘计算中数据的加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首先将文件分割为多个二进制格式的文件，每个分割文件包括若干个块，然后使用伪

随机排列来对每个分割文件中的块进行置乱，接着重新组合所有分割的块文件，最后文件

加密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伪随机置换来实现OPC  UA的边缘计算中数据的加密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文件分割为多个二进制格式的文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伪随机置换来实现OPC  UA的边缘计算中数据的加密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使用伪随机排列来对每个分割文件中的块进行置乱，将原始文件分

为：a、一个包含原始文件头的文件；b、包含原始文件内容的多个文件，每个拆分文件的内容

由多个原始文件块组成，块基于一种模式通过多个文件分布，每个文件中的块通过混沌系

统随机置乱。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伪随机置换来实现OPC  UA的边缘计算中数据的加密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通过混沌系统随机置乱的拆分文件将存储在MCC移动云计算中，拆分

文件定义如下

式子中i，j均为大于1的整数，Filei代表原始的文件，

Headeri表示原始的头，chunki,j表示文件的内容被分成几个块，cmax表示Files中的最大的

块，其中Sizei表示Filei有多少字节，Buffer表示块有多少字节，HSizei表示原始Filei中头

的大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伪随机置换来实现OPC  UA的边缘计算中数据的加密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重新组合所有分割的块文件，具体包括：重新组合所有拆分文件以重

新组织原始文件的拆分文件的程序集，在这一阶段包括：

从MCC读取所有置乱文件；

使用混沌系统随机阵列重新排序每个分割文件中的块，其中混沌系统定义如下：

Pk+1＝μPk(1-Pk)   (3.)

Posk＝Pk·cmax   (5.)

式子中P∈{0,1},μ是个参数，并且在经典的混沌系统中如果在3.569945≤μ≤4之间选

择我们的μ，那么就可以提供复杂的混沌模型了，对于式子(4.)一般的w＝cmax的初始值是

P0＝0.9999,那么就可以用式子(5.)来查找Chunkk的位置了，其中Posk表示Chunkk在每个文

件中的位置；

使用上述的方法重新组织原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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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伪随机置换来实现OPC  UA边缘计算中数据的加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工业数据安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混沌系统的伪随机置换 

(PRPM)来实现OPC  UA的边缘计算中数据的轻量级加密。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物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工业互联网等新型服务模式和业务不断涌现。传感器

设备数量将会呈现爆炸式增长趋势，随之而来的是物联网终端产生的“海量级”数据。根据

2016年思科云指数(GCI)的预测，到2020年，全球数据中心流量将达到15.3ZB。同时，近几年

的物联网设备连接数也呈现出线性增长趋势，据互联网业务解决方案集团(IBSG)预测，

2020年的物联网设备数量将达到500亿。随后，“信息感知”的概念开始逐步延伸至物联网系

统中，万物互联的边缘大数据处理时代已经到来。相比于物联网而言，万物互联突破了传统

物与物之间相互连接的限制，逐渐转变为以物联网感知层为代表的人与物之间的互联。其

中，处于网络边缘的设备节点不再只是数据使用者的角色，而是正在向兼顾数据采集、模式

识别、数据挖掘等大数据处理能力的计算节点转变。同时，这些边缘设备节点提供了丰富的

服务接口，与云计算中心一起为用户提供协同式计算服务。然而网络边缘数据涉及个人隐

私，传统的云计算模式需要将这些隐私数据上传至云计算中心，这将增加泄露用户隐私数

据的风险。由于云计算模型与万物互联固有特征之间的矛盾，单纯依靠云计算这种集中式

的计算处理方式，将不足以支持以物联网感知为背景的应用程序运行和海量数据处理，而

且云计算模型已经无法有效解决云中心负载、传输宽带、数据隐私保护等问题。因此，边缘

计算应运而生，与现有的云计算集中式处理模型相结合，能有效解决云中心和网络边缘的

大数据处理问题。

[0003] 但是现在国内外对于基于OPC  UA的边缘计算安全领域这块，没有展开深入的研

究。万物互联模式中的网络边缘设备通常是资源受限的(存储、计算能力和电池容量等)，数

据在边缘设备和云计算中心之间的长距离传输能耗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对于边缘计

算中的用户数据通常在半可信(honest-but-curious) 的授权实体(边缘数据中心、基础架

构提供商)中存储和处理，包括用户身份信息、位置信息和敏感数据等，这些半可信授权实

体的次要目标在于获取用户的隐私信息以达到非法盈利等目的。而在边缘计算这个开放的

生态系统中，多个信任域由不同的基础架构提供商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不可能预先

知道某个服务提供商是否值得信赖，因此，极有可能发生数据泄露或丢失等危及用户隐私

的问题。针对移动用户需要一种加密方法来保护他们的数据隐私。可被视为安全方法的加

密方法之一是高级加密标准(AES)。然而，移动设备资源有限，如功率有限、CPU速度慢、内存

容量小等，当每个文件都需要卸载/下载时，不可能对每个文件使用AES加密方法。我们提出

的基于混沌系统的伪随机置换  (PRPM)来实现OPC  UA的边缘计算中数据的轻量级加密，是

一种轻量级的安全方法，也是基于简单的操作，例如排列，而不是使用昂贵的操作，例如秘

密密钥或公钥加密，该方法与传统的相比是开销小的加密方法，不仅保护了数据的隐私，还

加快了加密的速度。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586894 A

3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解决以上现有技术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减小开销以及保护数据隐私的

基于伪随机置换来实现OPC  UA的边缘计算中数据的加密方法。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基于伪随机置换来实现OPC  UA的边缘计算中数据的加密方法，其包括以下步

骤：

[0006] 首先将文件分割为多个二进制格式的文件分割文件，每个分割文件包括若干个

块，然后使用伪随机排列来对每个分割文件中的块进行置乱，接着重新组合所有分割的块

文件，最后文件加密完成。

[0007] 进一步的，首先所述将文件分割为多个二进制格式的文件。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使用伪随机排列来对每个分割文件中的块进行置乱，将原始文件

分为：a、一个包含原始文件头的文件；b、包含原始文件内容的多个文件，每个拆分文件的内

容由多个原始文件块组成，块基于一种模式通过多个文件分布，每个文件中的块通过混沌

系统随机置乱。

[0009] 进一步的，所述通过混沌系统随机置乱的拆分文件将存储在MCC移动云计算中，拆

分文件定义如下

[0010]

[0011] 式子中i，j均为大于1的整数，式子中Filei代表原

始的文件，Headeri表示原始的头，chunki,j表示文件的内容被分成几个块，cmax  表示Files

中的最大的块，其中Sizei表示Filei有多少字节，Buffer表示块有多少字节，HSizei表示原

始Filei中头的大小。

[0012] 进一步的，所述重新组合所有分割的块文件，具体包括：重新组合所有拆分文件以

重新组织原始文件的拆分文件的程序集，在这一阶段包括：

[0013] 从MCC读取所有置乱文件；

[0014] 使用混沌系统随机阵列重新排序每个分割文件中的块，其中混沌系统定义如下：

[0015] Pk+1＝μPk(1-Pk)   (3.)

[0016]

[0017] Posk＝Pk·cmax   (5.)

[0018] 式子中P∈{0,1},μ是个参数，并且在经典的混沌系统中如果在3.569945≤μ≤4之

间选择我们的μ，那么就可以提供复杂的混沌模型了，对于式子(4.)  一般的w＝cmax的初始

值是P0＝0.9999,那么就可以用式子(5.)来查找Chunkk的位置了，其中Posk表示Chunkk在每

个文件中的位置；

[0019] 使用上述的方法重新组织原始文件。

[0020] 本发明的优点及有益效果如下：

[0021] 本发明解决了传统的基于OPC  UA的边缘计算中万物互联模式中的网络边缘设备

通常是资源受限的(存储、计算能力和电池容量等)，数据在边缘设备和云计算中心之间的

长距离传输能耗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对于边缘计算中的用户数据通常在半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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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est-but-curious)的授权实体(边缘数据中心、基础架构提供商)中存储和处理，包括

用户身份信息、位置信息和敏感数据等，这些半可信授权实体的次要目标在于获取用户的

隐私信息以达到非法盈利等目的。而在边缘计算这个开放的生态系统中，多个信任域由不

同的基础架构提供商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不可能预先知道某个服务提供商是否值

得信赖，因此，极有可能发生数据泄露或丢失等危及用户隐私的问题。针对移动用户需要一

种加密方法来保护他们的数据隐私。可被视为安全方法的加密方法之一是高级加密标准

(AES)。然而，移动设备资源有限，如功率有限、CPU速度慢、内存容量小等，当每个文件都需

要卸载/下载时，不可能对每个文件使用AES加密方法。我们提出的基于混沌系统的伪随机

置换(PRPM)来实现OPC  UA的边缘计算中数据的轻量级加密，是一种基于简单的操作，例如

排列、伪随机置换，而不是使用昂贵的操作，例如秘密密钥或公钥加密，或者像传统的AES加

密。该方法与传统的相比是开销小的加密方法，不仅保护了数据的隐私，还加快了加密的速

度。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提供优选实施例基于伪随机置换来实现OPC  UA的边缘计算中数据的

加密方法的算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详

细地描述。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

[0024]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

[0025]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混沌系统的伪随机置换(PRPM)来实现OPC  UA的边缘计算

中数据的轻量级加密，针对移动用户需要一种加密方法来保护他们的数据隐私。可被视为

安全方法的加密方法之一是高级加密标准(AES)。然而，移动设备资源有限，如功率有限、

CPU速度慢、内存容量小等，当每个文件都需要卸载/下载时，不可能对每个文件使用AES加

密方法。(传统的加密算法)解决这一挑战的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在维持能源效率和安全之间

提供平衡的轻量级安全方法。一种轻量级的安全方法是基于简单的操作，例如排列，而不是

使用昂贵的操作，例如秘密密钥或公钥加密，开销小的加密方法。以下将参照附图并结合实

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如图1所示，本发明基于伪随机置换来实现OPC  UA的边缘计算中数据的加密方法

的算法流程图。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27] 首先将文件的格式转为二进制格式的文件，然后将该文件分割成多个文件，最后

使用伪随机排列来对每个分割文件中的块进行置乱。这样就对我们的文件进行了加密，其

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28] Step1将文件分割为多个二进制格式的文件；

[0029] Step2使用伪随机排列来对每个分割文件中的块进行置乱；

[0030] Step3重新组合所有分割的块文件；

[0031] Step4文件加密完成。

[0032] 优选的，Step1中将文件分割为多个二进制格式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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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优选的，Step2中使用伪随机排列来对每个分割文件中的块进行置乱，将原始文件

分为：

[0034] 1)一个包含原始文件头的文件；

[0035] 2)包含原始文件内容的多个文件，每个拆分文件的内容由多个原始文件块组成。

块基于一种模式通过多个文件分布，每个文件中的块通过混沌系统随机置乱。此阶段的输

出(拆分文件)将存储在MCC(Mobile  Cloud  Computing) 中。拆分文件定义如下(式子中i，j

均为大于1的整数,Filei代表原始的文件，Headeri表示原始的头，chunki,j表示文件的内容

被分成几个块，cmax表示Files 中的最大的块，其中Sizei表示Filei有多少字节，Buffer表

示块有多少字节，HSizei表示原始Filei中头的大小)：

[0036]

[0037]

[0038] 优选的，Step3中重新组合所有分割的块文件。重新组合所有拆分文件以重新组织

原始文件的拆分文件的程序集。在这一阶段包括：

[0039] 1)从MCC(移动云计算)读取所有置乱文件；

[0040] 2)使用混沌系统随机阵列(在第一阶段使用)重新排序每个分割文件中的块，其中

混沌系统定义如下(式子中P∈{0 ,1} ,μ是个参数，并且在我们经典的混沌系统中如果在

3.569945≤μ≤4之间选择我们的μ，那么就可以提供复杂的混沌模型了。对于式子(4.)  一

般的w＝cmax的初始值是P0＝0.9999,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式子(5.)  来查找Chunkk的位置了，

其中Posk表示Chunkk在每个文件中的位置；

[0041] Pk+1＝μPk(1-Pk)   (3.)

[0042]

[0043] Posk＝Pk·cmax   (5.)

[0044] 3)使用上述方法重新组织原始文件。

[0045] 优选的，Step4中的文件加密完成，这一步骤在我们边缘计算的移动设备中完成。

[0046] 以上这些实施例应理解为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在

阅读了本发明的记载的内容之后，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效变

化和修饰同样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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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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