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Y/T XXXX—XXXX 

 
I 

ICS：65.020.40 

B.65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LY 

LY/T ××××—×××× 

  林业物联网 第 X部分 信息安全通用

技术要求 

Forestry internet of things－Part X: General technical requirement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征求意见稿） 

 

××××-××-××发布 ××××-××-××实施 

国家林业局 发布 



LY/T XXXX—XXXX 

 
II 

目  次 

前言 ............................................................................... I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林业物联网资产 ..................................................................... 1 

5 安全环境假设 ....................................................................... 1 

5.1 感知层环境假设 ................................................................. 1 

5.2 传输层环境假设 ................................................................. 2 

5.3 应用层环境假设 ................................................................. 2 

6 安全模型 ........................................................................... 2 

7 安全威胁 ........................................................................... 2 

7.1 感知层威胁 ..................................................................... 2 

7.2 传输层威胁 ..................................................................... 3 

7.3 应用层威胁 ..................................................................... 3 

8 安全策略 ........................................................................... 4 

8.1 面向感知层的安全策略 ........................................................... 4 

8.2 面向传输层的安全策略 ........................................................... 4 

8.3 面向应用层的安全策略 ........................................................... 4 

9 安全目标 ........................................................................... 4 

9.1 数据完整性 ..................................................................... 4 

9.2 数据保密性 ..................................................................... 5 

9.3 数据新鲜性 ..................................................................... 5 

9.4 可用性 ......................................................................... 5 

9.5 可控性 ......................................................................... 5 

9.6 抗干扰性 ....................................................................... 5 

9.7 可鉴别性 ....................................................................... 5 

10 安全机制 .......................................................................... 5 

10.1 密钥管理机制 .................................................................. 5 

10.2 访问控制 ...................................................................... 5 

10.3 身份鉴别机制 .................................................................. 6 

10.4 路由安全 ...................................................................... 6 

10.5 加密机制 ...................................................................... 6 

10.6 其他 .......................................................................... 6 

11 安全等级划分 ...................................................................... 6 

11.1 安全等级划分概述 .............................................................. 6 

11.2 安全等级划分要素 .............................................................. 7 

11.3 安全等级划分 .................................................................. 7 

参考文献 ............................................................................ 11 

 



LY/T XXXX—XXXX 

 
III 

前  言 

LY/T XXXXX《林业物联网》系列标准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1部分：术语； 

——第2部分：体系架构； 

——第3部分：信息安全通用技术要求。 

本部分是 LY/T XXXX的第 3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林业信息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 386）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局信息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世东、温战强、卓兰、徐全平、陈强、王琦、蔡世霞、刘培、白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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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物联网 第 X部分 信息安全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部分提出了林业物联网资产、安全模型、安全威胁、安全目标、安全机制以及安全等级划分。 

本部分适用于林业物联网的设计、开发、运营和维护，可为林业物联网安全评估提供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0269.601-XXXX 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第601部分：信息安全通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0269.601-XXXX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林业物联网资产 

林业物联网资产描述如表1所示。 

表 1 林业物联网资产 

资产 描述 脆弱性 

传感节点资产 

传感节点资产是指构成传感节点的各种软件和硬

件资产，包括执行器、传感器、控制器、存储器、

协议栈软件等。 

传感节点资产脆弱性是指传感节点软件和硬件

资产可能遭受损害的环节，包括开放的部署区

域、工作环境恶劣以及节点资源受限等。 

网络资产 

网络资产是指林业物联网中构建通信网络的基础

设施，包括自建的通信基站、组网设备、安全设

备等。 

网络资产脆弱性是指各种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可

能遭受损害的环节，包括节点资源受限，网关、

路由等专用设备易遭受物理损害，复杂的网络结

构，开放的通信环境以及各网络协议和安全机制

中可能出现的安全漏洞等。 

数据资产 

林业物联网数据资产包括传感节点的位置信息、

属性信息和各类感知信息等。有四类林业业务信

息为涉密信息，包括森林火灾、林业有害生物、

沙尘暴和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等。 

数据资产脆弱性是指在数据资产产生、加工、存

储和传输全过程中可能遭受损害的环节，包括节

点资源受限、工作环境恶劣、开放的通信环境以

及安全机制中可能出现的安全漏洞等。 

5 安全环境假设 

5.1 感知层环境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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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林业物联网的部分节点，假设未考虑到安装冗余的传感节点。 

b) 由于传感器网络中通常为低成本设备，假设传感器网络中的硬件抵抗攻击的能力有限。 

5.2 传输层环境假设 

a) 假设林业专网传输是安全的。 

b) 假设由电信运营商承建和负责运维的有线和无线网络传输是安全的。 

5.3 应用层环境假设 

a) 假设部分应用可以访问底层。 

b) 假设数据资源中非林业物联网采集的数据是安全的。 

c) 假设数据中心的物理环境是安全的。 

6 安全模型 

林业物联网网络安全模型如图1所示。 

安全目标安全机制

密钥管理机制

访问控制机制

鉴别机制

路由安全

加密机制
面向感知层的安

全策略

面向应用层的安

全策略

面向传输层的安

全策略

数据保密性

数据完整性

数据新鲜性

可用性

可控性

抗干扰性

可鉴别性

传输层
威胁

应用层
威胁

 

安全威胁 安全策略

林业物联网安全环境

 

感知层
威胁

 

图1 林业物联网安全模型 

7 安全威胁 

7.1 感知层威胁 

针对物理威胁、射频识别威胁、无线传感器网络威胁和终端威胁。表2是感知层所面临的威胁描述。 

表 2 感知层威胁描述 

威胁 威胁描述 

物理威胁 
由自然灾害以及非法人员潜入监测区域进行偷窃或物理破坏的行为所造成的传感设施

的损失或损坏，以及更换设备的软硬件。主要针对于部署在开放区域的传感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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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 威胁描述 

射频识别威胁 
攻击者通过占用信道、假冒身份、信息篡改、重发信息等方式导致合法通信被截取或无

法传输 

无线传感器网络威胁 
被敌对势力或不法厂商设置后门，导致物体信息不受控制地被扫描、定位和跟踪。 

以及无线传输信号在一定范围内“暴露”在空中，存在被窃取的危险 

终端威胁 
有外接传感器和外设接口的终端，在采集数据后，未经允许通过移动介质将所采集的数

据拷贝 

7.2 传输层威胁 

针对数据泄露或破坏以及海量数据融合。表3是传输层所面临的威胁描述。 

表 3 传输层威胁描述 

威胁 威胁描述 

物理威胁 
由自然灾害以及非法人员潜入监测区域进行偷窃或物理破坏的行为所造成的网络硬

件设施的损失或损坏。主要针对于部署在开放区域的节点 

传输威胁 
影响数据传输过程或传输结果的恶意行为，如阻塞、碰撞、延时、中断、拦截、篡改、

伪造、欺骗等威胁 

网关节点捕获 
网关节点等关键节点被敌对势力或不法人员控制,可能导致组通信密钥、广播密钥、

配对密钥等全部泄漏,进而威胁到整个网络的通信安全 

传感信息窃听 

攻击者可轻易的对单个或多个通信链路间传输的信息进行窃听,从而分析出传感信息

中的敏感数据。另外,通过传感信息包的窃听,还可以对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网络流量

进行分析,推导出传感节点的作用等 

拒绝服务威胁 
是指破坏网络的正常运作，降低网络或使网络丧失执行某一期望功能的能力，如硬件

失败、软件bug、资源耗尽、环境条件等 

7.3 应用层威胁 

针对用户隐私泄露、访问控制措施设置不当等。表4是应用层所面临的威胁描述。 

表 4 应用层威胁描述 

威胁 威胁描述 

隐私威胁 
通过向特定程序或应用发送数据，林业物联网中的应用系统被攻击者入侵后，攻击者

可获得访问目标系统的权限，隐私信息可能被攻击者获取，给用户带来安全隐患 

拒绝服务威胁 

在林业物联网中，终端设备数量巨大，当短期内这些数量巨大的终端使用相关应用时，

会与应用服务器之间产生大规模的认证请求消息。这些消息将会导致应用服务器过

载，使得网络中信令通道拥塞 

业务滥用 非法用户使用末授权的业务或者合法用户使用未定制的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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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策略 

8.1 面向感知层的安全策略 

面向感知层的安全策略见表5。 

表 5面向感知层的安全策略 

安全机制 说  明 

密钥管理机制 在一种安全策略指导下密钥的产生、存储、分配、删除、归档及应用。 

安全数据融合机制 
安全数据融合机制应在任何条件下保障融合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以及融合数据传

输安全。 

加密机制 对数据进行密码变换以产生密文。 

路由安全 
路由安全机制是以保证网络在受到攻击时仍能进行正确的路由发现、构建和维护为

目标的安全机制。 

8.2 面向传输层的安全策略 

面向传输层的安全策略见表6。 

表 6面向传输层的安全策略 

安全机制 说  明 

加密机制 对数据进行密码变换以产生密文。 

路由安全 
路由安全机制是以保证网络在受到攻击时仍能进行正确的路由发现、构建和维护为目标

的安全机制。  

密钥管理机制 在一种安全策略指导下密钥的产生、存储、分配、删除、归档及应用。 

访问控制机制 
访问控制机制以控制用户对传感器网络的访问为目的，能够防止未授权用户访问传感器

网络的结点和数据。 

8.3 面向应用层的安全策略 

面向传面向应用层的安全策略见表7。 

表 7面向应用层的安全策略 

安全机制 说  明 

访问控制机制 
访问控制机制以控制用户对传感器网络的访问为目的，能够防止未授权用户访问传感器

网络的结点和数据。 

认证机制 验证用户的身份与所宣称的是否一致。 

加密机制 对数据进行密码变换以产生密文。 

9 安全目标 

9.1 数据完整性 

数据没有遭受以未授权方式所作的更改或破坏的特性。林业物联网采用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的完整性

机制，通过自主完整性策略和强制完整性策略，检测所有数据以及敏感标记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是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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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地改动和破坏，并提供更正被改动数据的能力。 

9.2 数据保密性 

使信息不泄露给未授权的个人、实体、进程，或不被其利用的特性。林业物联网确保具有保密性要

求的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不被泄露给未授权的个人、实体、进程，或不被其利用。在需要时确保数据在存

储过程中不被泄露给未授权的个人、实体、进程，或不被其利用。 

9.3 数据新鲜性 

保证接收到数据的时效性，确保没有重放过时的数据。林业物联网确保各类设备采用安全机制对接

收数据的新鲜性进行验证，并丢弃不满足新鲜性要求的数据，以抵抗对特定数据的重放攻击。 

9.4 可用性 

已授权实体一旦需要就访问和使用的数据和资源的特性。 

9.5 可控性 

在保障林业物联网中数据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的前提下，提供相应的安全控制部件，形成控制、

检测、和评估环节，构成完整的安全控制回路实现林业物联网可控性。 

9.6 抗干扰性 

林业物联网采用适当的机制来防止对数据发送、接收和转发的无线干扰，避免对网络的信息传输造

成严重影响。 

9.7 可鉴别性 

可鉴别性分为数据可鉴别和身份可鉴别。数据可鉴别是指产生有效性证据以验证特定传输中的数据

内容没有被伪造或者篡改，确保数据内容的真实性。身份可鉴别是指林业物联网维护每个访问主体的安

全属性，同时提供多种身份鉴别机制，以满足林业物联网不同安全等级的需求。在进行鉴别时，林业物

联网提供有限的主体反馈信息，确保非法主体不能通过反馈数据获得利益。 

10 安全机制 

10.1 密钥管理机制 

林业物联网密钥管理机制首先必须考虑可用性、机密性、数据完整性、不可否认性等安全需求，对

于共享密钥、会话密钥建立过程还应考虑实体鉴别、数据源鉴别、密钥新鲜性、前向安全性等。林业物

联网密钥管理机制应具备可扩展性、灵活性、密钥连通性、攻击容忍性。 

10.2 访问控制 

访问控制机制以控制用户对林业物联网的访问为目的，能够防止未授权用户访问林业物联网中的节

点和数据。访问控制机制可以包括： 

a) 自主访问控制 

当林业物联网的外部用户需要访问林业物联网的资源时，通过访问控制列表或访问能力列表等策略

对用户的访问实施控制的机制。 

b) 强制访问控制 

为林业物联网中的用户、节点和数据指定敏感标记，以保证每个用户只能访问到那些被标明可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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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访问的资源的一种访问约束机制。 

10.3 身份鉴别机制 

林业物联网身份鉴别技术主要包含： 

a) 林业物联网内部节点之间的鉴别 

林业物联网密钥管理是网络内部节点之间能够相互鉴别的基础。内部节点之间的鉴别是基于密码算

法的，具有共享密钥的节点之间能够实现相互鉴别。 

b) 林业物联网节点对用户的鉴别 

用户为林业物联网外部的能够使用林业物联网来收集数据的实体。当用户访问林业物联网，并向林

业物联网发送请求时，必需要通过林业物联网的鉴别。 

c) 林业物联网消息鉴别 

由于林业物联网信息可能被篡改或被插入恶意信息，要求采用鉴别机制保证其合法性和完整性，其

中鉴别机制包括点对点消息鉴别和广播消息鉴别。 

10.4 路由安全 

路由安全机制是以保证林业物联网在受到攻击时仍能进行正确的路由发现、构建和维护为目标的安

全机制，包括数据保密和鉴别机制、数据完整性和新鲜性校验机制、设备和身份鉴别机制以及路由消息

广播鉴别机制等。 

10.5 加密机制 

见GB/T 15629.15-2010第7.6条。 

10.6 其他 

11 安全等级划分 

11.1 安全等级划分概述 

林业物联网的安全等级分为三级，其安全保护能力随着安全等级的提高而逐渐提高。 

第一级：本级的林业物联网需要保护的资产价值一般，受环境和物理因素影响大，但面临的威胁很

小。部分传感节点的破坏不会对整个传感网采集数据的完整性造成实质性损害。采集内容包括温度、湿

度、风速、光照、二氧化碳浓度、土壤PH等数据，此类数据通过分析后能间接反映森林火灾、有害生物、

沙尘暴和野生动物的生态环境变化。其安全目标包括：能够确保网络中传输的数据不被无意识地截取、

破坏；在网关处可以进行自主访问控制和用户身份鉴别。 

第二级：本级的林业物联网需要保护的资产价值较低，受环境和物理因素影响较大，但面临的威胁

较小。部分传感节点的破坏会对整个传感网采集信息的完整性造成实质性损害。采集内容包括图像、声

音、视频等数据，此类数据能直接反映森林火灾、有害生物、沙尘暴和野生动物的生态环境变化。本级

的安全目标包括：能够进行有效的密钥管理；确保网络中传输的数据不被有意地截取、破坏；确保网络

中关键数据的新鲜性；具有一定的抗无线干扰能力；在网关处可以进行自主访问控制和鉴别主体身份。 

第三级：本级的林业物联网需要保护的资产价值高于第二级，受环境和物理因素影响比第二级大，

面临的威胁比第二级高。个别传感节点的破坏会对整个传感网采集信息的完整性造成实质性损害。采集

内容包括能直接反映森林火灾、有害生物、沙尘暴和野生动物等其他生态环境变化的数据。本级的安全

目标包括第二级的所有安全目标，此外还提出：实施安全的密钥/密钥材料备份机制以及安全的密钥管

理机制；能够鉴别数据的真实性，并能够保护残留信息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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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安全等级划分要素 

11.2.1 数据完整性 

林业物联网应能确保具有完整性要求的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未被篡改，为此，网内的各类设备具备检

测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否被篡改的能力。在需要时，林业物联网不仅要确保数据在传输和存储的过程中

不被篡改，还应具备更正被改动数据的能力。 

11.2.2 数据保密性 

林业物联网应能确保具有保密性要求的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不被泄露给未授权的个人、实体、进程，

或不被其利用。在需要时，应能确保数据在存储过程中不被泄露给未授权的个人、实体、进程，或不被

其利用。 

11.2.3 数据新鲜性 

林业物联网应能确保各类设备能够采用安全机制对接收数据的新鲜性进行验证，并丢弃不满足新鲜

性要求的数据，以抵抗对特定数据的重放攻击。 

11.2.4 数据鉴别 

林业物联网应能确保特定数据的有效性，并能够验证数据内容没有被伪造或者篡改。在需要时，林

业物联网应能验证数据发送者身份的真实性。 

11.2.5 密钥管理 

密钥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都必须进行有效的管理。其中对于密钥的产生，必须根据国家密码行政主

管部门指定的相应安全等级的特定算法和密钥长度来产生密钥；对于密钥的预分发，必须根据国家密码

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相应安全等级的有关规定以安全可信的方式执行；对于密钥的备份，必须根据国家

密码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相应安全等级的备份方法来备份；对于密钥的访问，必须根据国家密码行政主

管部门指定的相应安全等级特定访问方法进行访问；对于密钥的销毁，必须根据国家密码行政主管部门

指定的相应安全等级的特定销毁方法进行销毁。 

11.2.6 抗干扰性  

林业物联网应能采用适当的机制来防止对数据发送、接收和转发的无线干扰，避免对网络的可用性

造成影响。 

11.2.7 访问控制 

林业物联网应能基于一定的安全策略执行基于安全属性和对象名(包括资源名和主体名)/对象名组

的访问控制，应能根据安全属性明确地授权或者拒绝对某个对象的访问。 

11.2.8 身份鉴别 

林业物联网应能提供多种身份鉴别机制，以确保能够验证网络访问用户身份以及各类节点设备身份

的真实性。在需要时，应能通过硬件机制确保鉴别数据的安全性，防止鉴别数据的泄露。 

11.3 安全等级划分 

11.3.1 第一级 

11.3.1.1 数据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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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1 数据完整性 

林业物联网采用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的完整性机制，通过自主完整性策略，能够检测关键数据（如组

网数据、关键应用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否被有意地改动和破坏。 

11.3.1.1.2 数据保密性 

林业物联网应采用一定的安全编码方式，确保关键数据（如组网数据、关键应用数据）在传输的过

程中不会意外地泄密。 

11.3.1.2 网络安全要求 

11.3.1.2.1 用户身份鉴别 

当用户需要访问林业物联网的资源时，首先要求用户标识自己的身份，并使用保护机制（例如：口

令）来鉴别用户的身份，阻止非授权用户访问用户身份鉴别数据。 

11.3.1.2.2 自主访问控制 

当林业物联网的用户需要访问林业物联网的资源时，需在网关处实施定义和控制命名用户和林业物

联网资源的访问。依据一定的访问控制模型（如访问控制矩阵、取予模型或者动作实体模型）允许命名

用户以用户和（或）组的身份规定并控制资源的共享；阻止非授权用户读取涉密信息。 

11.3.2 第二级 

11.3.2.1 数据安全要求 

11.3.2.1.1 数据完整性 

林业物联网采用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的完整性机制，通过自主完整性策略，能够检测关键数据（如组

网数据、关键应用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否被有意地改动和破坏。 

11.3.2.1.2 数据保密性 

林业物联网采用国家密码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算法，确保关键数据（如组网数据、关键应用数据）

在传输过程中不被非法读取。 

11.3.2.1.3 数据新鲜性 

林业物联网应采用适当的安全机制（如序列号或询问/应答机制）来确保接收方能验证所接收的数

据没有被重放。 

11.3.2.2 网络安全要求 

11.3.2.2.1 密钥管理 

林业物联网各类节点的密钥/密钥材料由相应级别的密钥生成中心产生，该产生过程不可预测，相

关数据不能被篡改。密钥/密钥材料的预分发应以安全可信的方式进行。 

11.3.2.2.2 用户身份鉴别 

当用户需要访问林业物联网的资源时，首先要求用户标识自己的身份，并使用保护机制（例如：口

令或其他鉴别机制）来鉴别用户的身份，阻止非授权用户访问用户身份鉴别数据。通过为用户提供唯一

标识、林业物联网系统能够使用户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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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2.3 抗干扰性 

林业物联网应采用适当的机制来防止对数据发送、接收和转发的无线干扰，避免对网络的可用性造

成严重影响。 

11.3.2.2.4 自主访问控制 

当林业物联网的外部用户需要访问林业物联网的资源时，在网关处实施定义和控制命名用户对林业

物联网资源的访问。依据一定的访问控制模型（如访问控制矩阵、取予模型或者动作实体模型）允许命

名用户以单个用户和（或）组的身份规定并控制资源的共享；阻止非授权用户读取涉密信息，并控制访

问权限扩散。自主访问控制机制根据用户指定方式或默认方式，阻止非授权用户访问资源。访问控制的

粒度是单个用户。没有存取权的主体只允许由授权主体指定对林业物联网资源的访问权。 

11.3.2.3 节点安全要求 

林业物联网应能提供多种安全强度的节点鉴别机制，以确保林业物联网节点间根据不同的安全等级

需求采用相应的鉴别机制验证对方身份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林业物联网节点鉴别机制是基于密码算法

的，具有共享密钥的节点之间能够实现相互鉴别。采用基于简单安全变换，如异或加密运算的鉴别机制

实现林业物联网节点间的鉴别。 

11.3.3 第三级 

11.3.3.1 数据安全要求 

11.3.3.1.1 数据完整性 

林业物联网采用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的完整性机制，通过自主完整性策略和强制完整性策略，能够检

测关键数据（如组网数据、关键应用数据）以及敏感标记在传输中是否被有意地改动和破坏。 

11.3.3.1.2 数据保密性 

林业物联网采用国家密码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算法，确保关键数据（如组网数据、关键应用数据）

在传输过程中不被非法读取。 

11.3.3.1.3 数据新鲜性 

林业物联网应采用适当的安全机制（如序列号或询问/应答机制）来确保接收方能验证所接收的数

据没有被重放。 

11.3.3.1.4 数据鉴别 

林业物联网应能提供数据鉴别机制，能产生有效性证据以验证特定传输中的数据内容没有被伪造或

者篡改，确保数据内容的真实性。 

11.3.3.2 网络安全要求 

11.3.3.2.1 密钥管理 

林业物联网各类结点的密钥/密钥材料由相应级别的密钥生成中心产生，该产生过程不可预测，相

关数据不能被篡改。密钥/密钥材料的预分发应以安全可信的方式进行。应采用加密机制备份密钥/密钥

材料。采用密钥管理机制，确保林业物联网中一定数量的结点被俘获后，泄密的结点密钥不会对当前整

个林业物联网的安全性造成严重影响；确保结点的退出以及新结点的加入不会影响林业物联网的安全

性；应提供适当的密钥销毁方法，保证销毁过程的不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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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2.2 用户身份鉴别 

当用户需要访问林业物联网的资源时，首先要求用户标识自己的身份，而且，林业物联网系统维护

用户身份识别数据并确定用户访问权及授权数据，并使用保护机制（例如：口令或其他鉴别机制）来鉴

别主体的身份，阻止非授权主体访问主体身份鉴别数据。通过为主体提供唯一标识、林业物联网能够使

主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林业物联网还具备将身份标识与该主体所有可审计行为相关联的能力。 

11.3.3.2.3 抗干扰性 

林业物联网应采用适当的机制来防止对数据发送、接收和转发的无线干扰，避免对网络的可用性造

成较大影响。 

11.3.3.2.4 自主访问控制 

当林业物联网的外部用户需要访问林业物联网的资源时，在网关处实施定义和控制命名用户对林业

物联网资源的访问。依据一定的访问控制模型（如访问控制矩阵、取予模型或者动作实体模型）允许命

名用户以单个用户和（或）组的身份规定并控制资源的共享；阻止非授权用户读取敏感信息，并控制访

问权限扩散。自主访问控制机制根据用户指定方式或默认方式，阻止非授权用户访问资源。访问控制的

粒度是单个用户。没有存取权的主体只允许由授权主体指定对林业物联网资源的访问权。 

11.3.3.2.5 强制访问控制 

林业物联网对所有主体及其所控制的资源实施强制访问控制。为这些主体和资源制定敏感标记。所

有主体对资源的访问应满足：主体的安全级别不高于客体的安全级别时，可执行添加操作。主体的安全

级别不低于客体的安全级别时，可执行修改已有内容操作。主体的安全级别不低于客体的安全级别时，

可执行读操作（表示只读）。主体的安全级别不低于客体的安全级别时，可执行控制命令操作。林业物

联网使用身份和鉴别数据，鉴别用户的身份，并保证用户创建的林业物联网的主体的安全级和授权受该

用户的安全级和授权的控制。 

11.3.3.3 结点安全要求 

林业物联网应能提供多种安全强度的结点鉴别机制，以确保林业物联网结点间根据不同的安全等级

需求采用相应的鉴别机制验证对方身份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林业物联网结点鉴别机制是基于密码算法

的，具有共享密钥的结点之间能够实现相互鉴别。采用基于消息完整性校验方法，如哈希运算的鉴别机

制实现林业物联网结点间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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