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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间隐蔽信道研究
汪婧，高能，林 锵，管乐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９５）
摘 要：文章首先介绍隐蔽信道的基本概念以及网络隐蔽信道的研究现状，然后着重总结几种典型的网
络时间隐蔽信道，最后综述网络时间隐蔽信道领域中经典的防御技术和方法。文章试图为该研究方向勾勒出
一个较为全面的概貌，为该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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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Network-based Covert Timing Channels
WANG Jing, GAO Neng, LIN Jing-Qiang, GUAN Le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5,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covert channel, and then gives an overview of networkbased covert channels. Next, it summarizes several typical network-based covert timing channels. Finally, it surveys
the classic countermeasures in the field of network-based covert timing channel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
comprehensive outline for this research direction, and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ers.
Key words: information security; covert channel; network-based covert timing channel

１ 隐蔽信道基本概念
１．１ 隐蔽信道定义
隐蔽信道的概念最初由 Ｌａｍｐｓｏｎ 在 １９７３ 年提出 ［１］，其给出的隐蔽信道定义为本意不是用来传送信息的通信信道。在这篇开
创性的文章中，Ｌａｍｐｓｏｎ 列举了 ７ 种泄露信息的方法，并建立了一套限制程序的规则以应对这些泄露方法。自 Ｌａｍｐｓｏｎ 首次提出
隐蔽信道概念以来，研究人员针对隐蔽信道给出了多种不同的定义。ＴＣＳＥＣ ［２］ 对隐蔽信道的定义是 ：允许进程以违背系统安全策
略的形式传送信息的通信信道。Ｔｓａｉ 等人 ［３］ 给出的隐蔽信道定义较为全面：给定一个强制安全策略模型 Ｍ 以及其在一个操作系
统中的解释 Ｉ（Ｍ），Ｉ（Ｍ） 中两个主体 Ｉ（Ｓｈ） 和 Ｉ（Ｓｉ） 之间的潜在通信是隐蔽的，当且仅当模型 Ｍ 中主体 Ｓｈ 和 Ｓｉ 之间的通信是非法的。

１．２ 隐蔽信道分类
目前，隐蔽信道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相关研究成果，其中在学术界认可度最高、使用频率最高的分类方法是根据共享资源属
性划分，分为存储隐蔽信道和时间隐蔽信道。
存储隐蔽信道：发送者直接或间接写目标值，接收者直接或间接读目标值。
时间隐蔽信道：发送者通过时域上调制使用资源（例如 ＣＰＵ）发送信息，接收者能够观测到并对信息进行解码。
与存储隐蔽信道相比，时间隐蔽信道又称为无记忆通道，它不能长久地存储信息。发送者发送的信息接收者必须及时接收，
否则传送的信息就会消失。

１．３ 隐蔽信道通信模型
１９８３ 年，Ｓｉｍｍｏｎｓ 通过研究囚犯问题引入了阈下信道的概念 ［４］。文中 Ｓｉｍｍｏｎｓ 给出了经典的隐蔽通信实际模型：Ａｌｉｃｅ 和
Ｂｏｂ 是两个被关押的囚犯，看守人 Ｗｅｎｄｙ 监视着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计划逃出监狱，必须秘密协商逃跑的计划，因为 Ｗｅｎｄｙ 一
旦发现有异常行为就会将他们单独囚禁，这会导致逃跑计划失败。图 １ 描述了囚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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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 ＩＰＣＴＣ。ＩＰＣＴＣ 使用了基于时间间隔的编码方案：在特
定时间间隔内，发送一个数据包代表“１”，不发送数据包代表
“０”。这种编码方案虽然简单，但却是启发式的。之后，Ｙａｏ
等人具体分析了这种隐蔽信道，将其划分为两类：确定信道和
非确定信道，并基于包延迟分布计算了非确定信道的最大传输
图１ 囚犯问题

１９９６ 年，Ｈａｎｄｅｌ 将这一模型引入计算机网络中，Ａｌｉｃｅ 和
Ｂｏｂ 使用了两台联网的计算机用于通信 ［５］。他们之间可以建立
一条看似无害的公开通信信道，但实际上在公开信道中隐藏
了一条隐蔽信道，用于传递私密信息。Ａｌｉｃｅ 和 Ｂｏｂ 共享着一套
机制，用于确定隐蔽信道的编码参数以及加密和鉴别隐藏的信
息。Ａｌｉｃｅ 和 Ｂｏｂ 有可能是同一人，较为常见的一个情景是黑客
控制已被攻破的主机给自己传递受限信息。Ｗｅｎｄｙ 可以监控整
个网络流量，甚至能够更改流量以消除或扰乱隐蔽信道。

率。Ｃａｂｕｋ 在其博士论文中还提出了一种基于时间重放的时间
隐蔽信道，简称为 ＴＲＣＴＣ。Ｓｈａｈ 等人于 ２００６ 年设计并实现
了键盘装置 Ｊｉｔｔｅｒｂｕｇ，它能够泄露击键信息。Ｇｉａｎｖｅｃｃｈｉｏ 等人
于 ２００８ 年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时间隐蔽信道，它模拟了合法数
据流的统计特性，具有较好的隐蔽性。Ｗａｌｌｓ 等人以 Ｊｉｔｔｅｒｂｕｇ
为基础设计了一种新的被动时间隐蔽信道，它可以抵抗现有的
信道检测方法。
相比存储隐蔽信道，时间隐蔽信道构造更为复杂，隐蔽
性更强，检测难度更大。近几年来网络时间隐蔽信道逐渐成

２ 网络隐蔽信道研究现状
起初，隐蔽信道被认为是单机系统的安全威胁，大部分
有关于隐蔽信道的研究都是针对多级安全系统的。随着计算
机网络的繁荣发展，隐蔽信道的焦点渐渐转移到计算机网络
协议上。计算机网络公开信道，如网络协议，可用作隐蔽信

为隐蔽信道的研究热点，下文将详尽且全面地介绍其构造方
法及相应的防御技术。

３ 几种典型的网络时间隐蔽信道
网络时间隐蔽信道可以分为“被动”和“主动”两种类型。

道的载体。由于因特网拥有巨大的通信量以及多种通信协议，

“主动”是指构造信道的过程中产生了额外的通信流量用以传送

这使得它成为隐蔽信道理想的高带宽传输媒介。随着网络技

信息，而“被动”是指只操控现有通信流量的时间特性用以传

术的高速发展，网络隐蔽信道的信道容量也随之大幅提升，而

送信息。总体而言，主动时间隐蔽信道传递信息更加快速，但

且这一趋势很有可能继续。

是被动时间隐蔽信道较难检测。从另一方面相比较，主动时间

根据传统隐蔽信道的划分方法，网络隐蔽信道也包括存

隐蔽信道通常需要攻破主机或操作系统，而被动时间隐蔽信道

储隐蔽信道以及时间隐蔽信道。

只需要把调制设备合理放置于计算机外围设备（例如放置在输

２．１ 网络存储隐蔽信道

入设备中，通过调制按键信息的时间特性，传送隐蔽消息）
。

网络存储隐蔽信道通常在网络协议的数据包中隐藏信息，

本章将介绍四种典型的被动和主动时间隐蔽信道，并具

例如 ＴＣＰ／ ＩＰ、ＨＴ ＴＰ 等协议。这些协议的数据包中可以用于

体分析和比较这四种信道的优缺点。

传送隐蔽信息的字段包括：未使用或预留的 ＩＰ 头字段（包括

３．１ ＩＰＣＴＣ

ＴＯＳ 字段、ＤＦ 位和 ＵＲＧ 位），ＩＰ 头的扩展和填充段，ＩＰ 标

ＩＰＣＴＣ 是 Ｃａｂｕｋ 等人于 ２００４ 年提出的第一个 ＩＰ 时间隐

识和碎片偏移量，ＩＰ 头的校验和字段，ＩＰ 头的存活时间字段，

蔽信道方案。Ｃａｂｕｋ 在构造 ＩＰＣＴＣ 时，使用了基于时间间隔

以及 ＩＰ 头的目的地址等；ＴＣＰ 头的标志位字段，ＴＣＰ 的重字段，

的编码方案：在时间间隔 ｔ 内，发送一个数据包代表 １－ｂｉｔ，

ＴＣＰ 的初始序列号字段，ＴＣＰ 头的时间戳选项等；ＨＴＴＰ 头的

不发送数据包代表 ０－ｂｉｔ。若发送一串二进制数据 ０１１０１００１，

值、顺序、可选字段的使用情况，ＨＴＴＰ 请求中的 ＵＲＬ 参数，

则其编码结果如图 ２ 所示。显然，时间间隔 ｔ 和两个 １－ｂｉｔ 之

以及 ＨＴＴＰ ｃｏｏｋｉｅ 等。

间的 ０－ｂｉｔ 个数决定了包间隔 （ＩＰＤ） 的分布。如果传送的比特

２．２ 网络时间隐蔽信道

序列符合均匀分布，ＩＰＤ 的分布将接近几何分布。为了提高信

网络时间隐蔽信道的媒介通常是数据包的传输时间间隔。

道的隐蔽性，时间间隔 ｔ 在某几个值之间循环。

信道的发送者通过巧妙地操控媒介数据包的发送时间，将隐
蔽信息编码在数据包的时间特性中。信道的接收者通过观测
媒介数据包的到达时间，推导出其发送时间，从而进一步将
隐藏信息解码出来。
２００４ 年 Ｃａｂｕｋ 等人首次提出 ＩＰ 时间隐蔽信道方案，简

图２ ＩＰＣＴＣ编码方案

ＩＰＣＴＣ 的优点在于，即使中间丢失了某个包，只有 １ 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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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发生跳变，而不影响收发双方的同步，不会影响后面数

具，编码工具和传输工具。过滤工具的功能是把合法数据流

据的解码。它的弱点很明显，它需要接收者和发送者时刻保

的时间特性提取出来；然后分析工具将这些时间数据与一些

持同步，做到这一点需要牺牲一定的信道容量。

分布模型进行拟合，如指数分布和韦伯分布等，均方根误差最

３．２ ＴＲＣＴＣ

小的模型被选为最佳拟合模型；编码工具使用所选模型的反

Ｃａｂｕｋ 之后又设计了一种更加巧妙的时间隐蔽信道，其通
过重放合法数据流来传送信息，简称为 ＴＲＣＴＣ。ＴＲＣＴＣ 将
一组合法数据流的 ＩＰＤ 记录在集合 Ｓｉｎ 中，用阈值 ｔｃｕｔｏｆｆ 将集合
Ｓｉｎ 分成集合 Ｓ ０ 和 Ｓ１。这种规则可以表示成：Ｓ ０ ＝＜０， ｔｃｕｔｏｆｆ， ０－ｂｉｔ＞，
Ｓ１＝＜ ｔｃｕｔｏｆｆ， ｔｍａｘ， １－ｂｉｔ＞。当 ＴＲＣＴＣ 需要传送 １－ｂｉｔ 时，从集合 Ｓ１
中随机选取一个 ＩＰＤ，重放该 ＩＰＤ ；当 ＴＲＣＴＣ 需要传送 ０－ｂｉｔ
时，从集合 Ｓ ０ 中随机选取一个 ＩＰＤ，重放该 ＩＰＤ。因为 Ｓ ｉｎ 由
合法数据流的 ＩＰＤ 构成，所以 ＴＲＣＴＣ 的 ＩＰＤ 分布近似于合法
数据流的 ＩＰＤ 分布。相比 ＩＰＣＴＣ，ＴＲＣＴＣ 具有更好的隐蔽性。

３．３ Ｊｉｔｔｅｒｂｕｇ
Ｓｈａｈ 等人于 ２００６ 年提出了一种先进的被动时间隐蔽信道，

向分布函数和累积分布函数作为编码函数和解码函数；最后，
利用变量生成的反变换方法将消息隐藏在伪随机化的 ＩＰＤ 中，
传输工具将隐蔽信息传送出去。
伪随机化的 ＩＰＤ 的分布由合法 数据流拟合的分布模型
所决定，因此，ＭＢＣＴＣ 产生的 ＩＰＤ 非常接近合法数据流的
ＩＰＤ， ＭＢＣＴＣ 可以较为有效地逃过隐蔽信道检测。

４ 网络时间隐蔽信道防御技术和方法
为了防御时间隐蔽信道，研究人员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决
方案，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信道限制和信道检测。信道限制

其设计的键盘装置 Ｊｉｔｔｅｒｂｕｇ 能够泄露击键信息。这篇启发式

通过在数据流中增加随机延迟，减小信道容量，但同时会降

的文章描述了一种新颖的隐蔽信道构造方案：把 Ｊｉｔｔｅｒｂｕｇ 放置

低系统性能。信道检测则利用统计方法将隐蔽信道从合法通

在输入设备中，在键盘事件发送给主机之前，该设备通过对

信中分辨出来，据此找出发送隐蔽信息的主机，其极有可能

事件发送时间增加微小延迟将获得的口令泄露出去。由于没

已被黑客攻破。近几年来，信道检测方向的相关研究比较突出，

有产生额外的数据包，所以该信道是被动时间隐蔽信道。在

本文将给予重点介绍。

Ｊｉｔｔｅｒｂｕｇ 的应用场景中，无需攻破主机，只要把 Ｊｉｔｔｅｒｂｕｇ 放置

４．１ 信道限制

在输入设备和主机的通信链路之间即可，如图 ３ 所示。

早期，研究人员把防御时间信道的焦点放在信道限制方
向，并提出了多种限制隐蔽信道的方法。其中一种可行的限
制途径是在信道中加入争夺噪声，扰乱发送者和接收者的系
统时钟。Ｈｕ 等人提出了使用模糊时间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
随机中断造成了随机时钟偏移，从而扰乱不同安全级别的系
统时钟。因此，隐蔽信道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不再共享同一个
参考时钟。Ｇｉｌｅｓ 等人讨论了使用干扰设备以扰乱系统事件时
间的方法。他们还从博弈论角度分析了被干扰信道的容量以及

图３ Ｊｉｔｔｅｒｂｕｇ应用场景

Ｓｈａｈ 等人为 Ｊｉｔｔｅｒｂｕｇ 设计的编码方案极为巧妙：令第 ｉ
个击键事件发生的时间为 ｔｉ，对它增加微小延迟之后得到 Ｔｉ，
相邻事件的时间间隔为 δｉ ＝Ｔ ｉ －Ｔ ｉ－１。选定一个时间窗 ｗ，当传
送 ０－ｂｉｔ 时，δｉ ｍｏｄ ｗ＝０ ；当传送 １－ｂｉｔ 时，δｉ ｍｏｄ ｗ＝ｗ／２。为
了避免传送的 ＩＰＤ 是 ｗ／２ 的整数倍，在 δｉ 做模运算之前先减
去随机数 Ｓｉ。

干扰设备的有效性。
另一种限制途径则是在降低信道传输速率的同时，也能
够一定程度地保证系统性能。Ｋａｎｇ 等人设计了一种设备，名为
“Ｐｕｍｐ”
，它主要用来解决不同安全级别主机之间的可靠且安全
通信问题。在多级安全系统的通信中，如果不允许高安全级别
主机向低安全级别主机发送确认信息 （ＡＣＫ／ＮＡＫ），则传输是不

由于 Ｊｉｔｔｅｒｂｕｇ 只对合法流量的 ＩＰＤ 增加了微小的延迟，所

可靠的；但是如果允许发送确认信息，则可以利用它来构造隐

以它具有很好的隐蔽性。此外，Ｊｉｔｔｅｒｂｕｇ 不需要收发双方保持

蔽信道，该通信是不安全的。Ｐｕｍｐ 的设计目的正是用于管理高

时间同步，只需要收发双方各自的时钟是精准的。

安全级别主机的确认信息。

３．４ ＭＢＣＴＣ

Ｐｕｍｐ 可以说是目前发展最为完善的时间隐蔽信道限制设

Ｇｉａｎｖｅｃｃｈｉｏ 等人于 ２００８ 年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时间隐蔽信

备，已经被美国海军定型，并获得了相应的专利。Ｋａｎｇ 等人

道，其模拟合法数据流的统计特性以逃避检测，是基于模型

在推出基础版 Ｐｕｍｐ 之后又设计并实现了网络版的 Ｐｕｍｐ。在

的时间隐蔽信道，简称 ＭＢＣＴＣ。Ｇｉａｎｖｅｃｃｈｉｏ 等人设计并实现

实际应用中，Ｐｕｍｐ 可以被实现为工作站之间的交换机，或者

了一套自动模拟框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过滤工具，分析工

局域网之间的路由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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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信道检测

入

选

论

……………………（３）

网络时间隐蔽信道的检测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形态检
测和规律性检测。数据流的形态可以由一阶统计特性进行描
述，如平均值、方差等。数据流的规律性可以由二阶或多阶统

熵率可以使用无限序列的条件熵进行度量，然而，如果样
本空间有限，需要修正其条件熵，从而实现对熵率的估计。经
修正的条件熵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ｒｏｐｙ，简称 ＣＣＥ） 定义如下：

计特性进行描述，如相关性等。

…（４）

４．２．１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检测
在统计学中，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 测试是一种常用于测试
连续的一维概率分布是否相等的非参数测试，简称 Ｋ－Ｓ 测试。
它可以用于比较某个样本与参考概率分布（单样本 Ｋ－Ｓ 测试），
也可以比较两个样本（双样本 Ｋ－Ｓ 测试）。双样本 Ｋ－Ｓ 测试可
以用于确定这两个样本是否来自同个分布。Ｋ－Ｓ 测试的测试
方法是对两个先验分布函数的最大距离进行测量：
ＫＳＴＥＳＴ ＝ ｍａｘ｜Ｆ１（ｘ） －Ｆ２（ｘ）｜ ………………………………（１）
Ｆ１ 和 Ｆ２ 是两个样本的先验分布函数。
Ｋ－Ｓ 测试可以用于检测时间信道的形态。Ｐｅｎｇ 等人在中
表明 Ｋ－Ｓ 测试可以有效检测水印 ＩＰＤ，其是时间信道的一种
形式。该水印 ＩＰＤ 的分布是正态分布和均匀分布的叠加。而

是长度为 ｍ 的序列中只出现一次的样式的

其中
概率，

是长度为 １ 时的熵，即一阶熵。

该检测方法把合法数据流的 ＩＰＤ 划分到等概率的 Ｑ 个分
区中，即每个分区中的 ＩＰＤ 个数相等。由此，界定每个分区
的 ＩＰＤ 范围。若 Ｑ 个分区是等概率的，则一阶熵值达到最大。
当时间隐蔽信道建立之后，每个分区中出现的 ＩＰＤ 个数将会
不等，计算得到的熵值将会变小，即数据流的形态发生变化。
从规律性而言，合法数据流有较高的规律性，其熵率较小；
时间隐蔽信道则更加随机，其熵率较大。
这一先进的检测方法能成功检测出上述四种经典的时间
隐蔽信道，相比 Ｋ－Ｓ 测试和规律性测试更加有效，且应用范

在中，实验表明 Ｋ－Ｓ 测试可以成功检测出 ＩＰＣＴＣ 的存在。

围更加广泛。

４．２．２ 规律性检测

5 结束语

Ｃａｂｕｋ 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律性的时间隐蔽信道检测方
法。该方法把数据流分成大小为 ｗ 个包的子集。先对每个子

本文首先介绍了隐蔽信道的定义、分类以及通信模型。

集的 ＩＰＤ 计算标准差 σ；对每一对子集 ｉ＜ｊ，计算 σｉ 与 σｊ 的

通过将通信模型扩展至计算机网络场景，把研究的焦点引入

差值；最后，为了得到综合统计值，计算差值的标准差。公

网络隐蔽信道中。然后，针对存储和时间两类网络隐蔽信道的

式 ２ 总结了上述计算过程：

研究现状分别做了总结。本文重点介绍了几种典型的时间隐
………………（２）

该检测方法的依据在于：由于合法数据流的 ＩＰＤ 是随着

蔽信道，并总结了经典的防御技术和方法。本文试图为该研
究方向勾勒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概貌，为该领域的研究人员提
供有益的参考。

（责编 杨晨）

时间而变化的，而有些时间信道的 ＩＰＤ 与发送的消息（符合
均匀分布）有关，所以合法数据流两两子集的差值较大，最
后得到的规律检测值也较大。在文献 ［７］ 中，实验数据显示合
法数据流的规律检测值远大于 ＩＰＣＴＣ 的值，但其同时也显示
合法数据流的规律检测值有很大的标准差值，这说明该检测
方法对合法数据流的波动非常敏感。
４．２．３ 熵值检测
Ｇｉａｎｖｅｃｃｈｉｏ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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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ｖｅｒｔ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ｄｅ［Ｃ］． Ｉｎ： Ｐｒｏｃ．ｏｆ ｔｈｅ

［７］

首次把熵的概念引入信道检测中。基

于观察到时间隐蔽信道的建立会一定程度的影响到原始过程
的熵，Ｇｉａｎｖｅｃｃｈｉｏ 认为熵的变化能够为时间隐蔽信道的检测
提供重要线索。这篇文章提出了熵和条件熵两个参数，分别
用于检测形态和规律性。

ＩＥＥＥ Ｓｙｍｐ．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 １９８７． ７４－８７．
［４］ Ｓｉｍｍｏｎｓ ＧＪ． Ｔｈｅ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ｌｉｍｉｎ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 Ｉｎ：
Ｐｒｏ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ＹＰＴＯ’８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ｒｙｐｔ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４．５１－６７．
［５］ Ｔ． Ｈａｎｄｅｌ， Ｍ． Ｓａｎｄｆｏｒｄ． Ｈｉｄ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ＯＳＩ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Ｃ］．
Ｐｒｏｃ． １ｓｔ Ｉｎｔ＇ ｌ． Ｗｋｓ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ｉｄｉｎｇ， １９９６． ２３－３８．
［６］ Ｇｉｒｌｉｎｇ ＣＧ． Ｃｏｖｅｒ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ｉｎ ＬＡＮ’ｓ．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在信息论中，熵率（ｅｎｔ ｒｏｐｙ ｒａｔｅ）代表一个随机变量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 １９８７，ＳＥ－１３（２）：２９２－２９６． ［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ＴＳＥ．１９８７．２３３１５３］

平均熵，可以作为复杂性或者规律性的度量值。令随机过程

［７］Ｓ． Ｇｉａｎｖｅｃｃｈｉｏ， Ｈ． Ｗａｎｇ，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ｖｅｒｔ ｔｉｍ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

Ｘ＝｛Ｘ ｉ ｝ 为编了索引的随机变量序列，随机过程的熵率可以定
义如下：

ｅｎｔｒｏｐｙ－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 Ｉｎ： ＣＣＳ＇ ０７：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ＡＣＭ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Ｙ， ＵＳＡ， ２００７． ３０７－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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