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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联网终端安全现状、风险分析和发展趋势 

1.1 物联网终端安全现状和风险分析 

在“互联网 +”时代，物联网发展迅猛，正加速渗透到生产、消费和社会管理等

各领域， 物联网设备规模呈现爆发性增长趋势，万物互联时代正在到来。根据 GSMA

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8年全球物联网设备数量高速增长，复合增长率达 20.9%。

截止 2019年，全球物联网设备连接数量达到 110亿，据 GSMA预测，2025 年全球物

联网终端连接数量将达到 250亿。 

物联网应用广泛，分布在各行各业。智慧城市、智慧家庭、智能交通、智能物流，

都是由物联网相关应用来支撑。随着不同类型的感测设备面世，会有越来越多的物联

网应用出现。 

然而，物联网的多源异构性、开放性、泛在性使其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相比于 

PC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物联网覆盖领域广泛，接入设备数量巨大，应用地域和设备

供应商标准分散，物联网时代的应用多样性和复杂性远超互联网。随着物联网在社会

生活中的普及，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安全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影响面越来越广，安全

形势不容乐观，安全防护任务越来越重。 

物联网安全风险，保留了互联网的安全风险，增加了由感知设备带来的新的风险。

与信息安全领域威胁不同的是，物联网是与实际物体产生关联的，如果物联网安全受

到威胁，损失的可能不仅仅是信息资料， 更有可能影响到人身安全或者生产设备运行

安全。 

物联网产业结构复杂，涉及众多产业链环节，从终端层的硬件芯片、传感器、无

线模组，到网络层各通信运营商，再到平台应用层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平台服务，

这其中各个环节都在整个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物联网安全威胁和挑战贯穿于“端-管-

云-用”全生命周期，需要终端、网络、平台、应用等各个环节紧密配合、统一认识才

能保障物联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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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物联网系统在安全防护方面能力分布不均，呈现“重平台、轻终端”的态

势。物联网终端侧由于数量、种类繁多，感知节点呈现多源异构性；相对于传统移动

网络而言，物联网中的终端设备往往处于无人值守的环境中，缺少了人对终端节点的

有效监控；加上场景性能各异，安全防护能力差异化较大，其防护能力普遍较弱，成

为物联网安全的薄弱环节。攻击者可以轻易地发起各种被动攻击（如窃听、监控和流

量分析等）和主动攻击（如仿冒、篡改、干扰和重放等）；可能面临的安全风险来自

于终端环境安全（如被盗窃、非法移动、恶意破坏等）和终端自身安全（如主板设计

缺陷、物理接口未做保护、内存泄露、代码逻辑问题、固件安全机制缺乏、物联网终

端设备的漏洞管理缺乏、应用安全升级缺乏、数据保护机制缺乏、无线网络模块安全

配置缺乏等）。 

在物联网产业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张的背后，是物联网厂商安全意识淡薄，安

全投入不足的现状。在物联网加速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同时，当前不少物联网终端设

备生产厂商侧重追求新功能，对物联网安全重视不足。一方面，很多设备和硬件制造

商缺乏安全意识和人才；另一方面，物联网设备数量非常庞大，价格低廉是一大特点，

很多厂商需要拼命压缩成本，造成安全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无论是升级、配置还是

补丁维护等，物联网安全都非常薄弱。面对层出不穷的物联网安全威胁，对设备厂商

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仅需要保证物联网终端产品的使用性，同时还必须保证其安全

性。值得注意的是，物联网应用还较新，在监管机构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前，厂商缺少

动力将安全置于整个产业链中。 

物联网标准体系建设步伐滞后于物联网发展，尚缺乏完善的安全标准体系和成熟

的安全解决方案。在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行业内陆续有多个物联网组织在推进物

联网标准体系建设，但由于物联网技术更新快、应用场景丰富，物联网标准体系，尤

其是物联网安全标准体系尚待完善。可喜的是，物联网安全标准制定正在逐步发展和

完善。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不少针对物联网行业包括对物联网终端安全的规范标

准。如：2017年 12月 29日正式发布的 GB/T 35592-2017《公安物联网感知终端接入

安全技术要求》明确提出：物联网设备的安全接入系统需要具备访问控制、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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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终端或物联网网关的证书管理、防火墙等安全防护策略；2018年 2月 1日正式

实施的 T/CGAS 003-2017《民用智能燃气表通用技术要求》提出应采用符合国家密码

管理政策的加解密算法，对称密码算法宜使用国密 SM1算法、国密 SM4 算法，非对称

密码算法宜使用国密 SM2算法；2018年 11月 01日实施的 GB 35114-2017《公共安全

视频监控联网信息安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标准明确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息

安全系统的互联结构、证书和秘匙要求、基本功能要求、性能要求等四项要求；2019

年 5 月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2.0 标准体系首次将物联网

列入标准管辖范围，针对物联网，主要增加了“感知节点的物理防护”、“感知节点

设备安全”、“感知网关节点设备安全”、“感知节点的管理”和“数据融合处理”

等内容；2020年 4月 28日发布的 GB/T 38671-2020《信息安全技术 远程人脸识别系

统技术要求》国家标准对远程人脸识别系统的功能、性能及安全保障按照基本级、增

强级分别提出了分等级的技术要求，可支撑人脸识别系统产品开发、测试和应用。 

随着物联网的普及和物联网安全威胁的升级，国家对物联网安全愈发重视，开始

从战略、标准、监管等层面提升对物联网安全的重视等级，通过法律、规范、标准明

确从制造商到零售商应如何采取措施进行安全防护，并结合安全技术的应用来构建一

体化的安全防护体系。近年来，我国愈发重视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护，相继

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从顶层加强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障。物联网终端作为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 

1.2 物联网终端安全应对举措和发展趋势 

万物互联，安全先行。针对目前的物联网终端安全情况，面对巨大的物联网终端

安全市场空间，亟需从增加物联网终端接入安全保障能力、通过检测评估物联网终端

安全等多维度入手，满足不同客户的物联网终端安全需求。 

关注终端接入安全能力构建，提供身份认证、通道加密、数据加密等多种安全

保障能力，从安全 SIM/芯片/模组入手，多方联动，打造终端接入安全生态圈，将成

为促进物联网终端安全发展的一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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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份认证方面，终端身份安全目前普遍采用简易的认证方式，缺乏有效的安全

防护体系，未来将由单一的 ID认证到用户口令认证，由简单的单重认证到复杂的双/

多因子认证，由对称加密技术实现的身份鉴别到非对称签名技术实现的身份鉴别等，

在各个方面逐渐得到完善。 

在信息的通信以及存储方面，将由简单的哈希处理发展到采用对称/非对称的加

密算法，既保证了在信息通信以及存储过程中的机密性，又保证了其完整性不被破

坏。在实现介质上，也由软件处理的方式逐步转变为依靠硬件实现的加密手段，使得

安全能力更加得到保障。 

为保障物联网终端安全，基于密码技术，尤其是国密技术的安全算法将成为重要

一环，包括对称加密算法、非对称加密算法以及哈希摘要算法等。随着国家密码法的

推行实施和要求，密码算法均需采用符合国家密码管理局规定的算法。此外，安全芯

片等密码产品也需获得国家密码管理局颁发的资质证书后才能投入使用。基于国密的

安全能力，可提供如 CA证书管理、终端身份认证、终端与平台及应用间数据加密、

终端与平台间通道加密等功能。 

根据安全需求和终端条件的不同，提供多种形式的安全能力将成为未来发展趋

势。如，根据高安全需求的终端、普通终端、无 SIM卡终端和无安全硬件终端等情

况，可相应提供如国密安全能力（如国密安全芯片/SIM卡、安全模组）、SIMID能

力、可信执行环境、安全 SDK等不同安全方案。 

通过检测评估保障终端安全，也将成为物联网终端安全必不可少的环节。在物

联网终端投入生产运营之前先对其进行检测评估，可以在攻击发生之前预先发现设备

中可能存在的漏洞，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减少信息泄露、服务瘫痪等一系列社会影

响和经济损失。物联网终端检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认证服务的功能检测、物联网终端

固件检测等。其中，物联网终端安全认证服务功能检测用于检测其认证服务是否符合

相关标准，以确保安全认证服务的实施；物联网终端固件检测用于检测在研发过程中

由于不安全的代码设计等带来的原生安全漏洞以及其他额外的安全漏洞等，避免这些

漏洞一旦被利用将导致的各类信息安全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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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联网终端接入安全举措 

2.1 物联网终端接入安全隐患和需求 

物联网终端主要有如下特性： 

 物联网终端易被直接接触控制 

物联网终端大多暴露在野外，易被接触导致物理安全损坏和隐私泄露；大多物联

网终端计算能力受限、OTA升级流程复杂，安全防护措施较弱导致易被恶意控制。 

 物联网终端形态多样、类型差异较大、接入方式多样化 

物联网终端既有通用智能终端，也有简单功能终端。通用智能终端具备操作系统

来满足丰富的业务处理功能，如智能手机、执法仪、多媒体屏等；简单功能终端设计

简单，仅带有嵌入式操作系统，满足单一业务应用，如智能门锁、智能表计等。不同

终端类型需根据业务安全等级要求和软硬件资源限制，选择合适的终端安全方案。 

 

针对目前物联网终端接入物联网网络和平台的情况，物联网终端主要存在如下接

入安全隐患： 

① 终端野外暴露易被恶意控制，逆向固件、关键/敏感信息非法获取，窃取终端

本地和网络传输数据； 

② 访问控制措施薄弱，非授权访问； 

③ 非授权应用安装和访问，终端应用漏洞与伪冒； 

④ 假冒物联网终端节点，伪造身份易造成大规模攻击； 

 

需要一体化的安全解决方案满足不同应用场景、异构终端种类，实现可信的终端

接入与管理。物联网终端接入主要存在以下安全需求： 

① 终端身份认证需求。物联网终端和物联网云平台之间收发业务数据，基于

PKI/CA数字认证体系，对物联网终端和物联网云平台之间进行双向身份认证

和业务数据签名验证，从而保证物联网终端数据源安全和数据防篡改，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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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设备及操作用户身份合法、可信，防止非法登录、身份伪造、越权访

问。 

② 安全通信需求。双方业务的远程处理和数据交换，实现双向身份认证、数据

机密性和完整性保护。 

 通信双方身份可信、可靠； 

 业务数据防泄漏、敏感信息防窃听，数据机密性保护； 

 业务数据防篡改，数据完整性保护。 

2.2 物联网终端接入安全技术概述 

综上所述，为了满足物联网终端身份认证和安全通信的需求，身份认证、数据加

密、通道加密等能力被广泛应用。而上述能力的使用，都离不开密码算法和密钥管

理。 

2.2.1 密钥管理 

密钥管理包括从密钥的产生到密钥的销毁的各个方面： 

 密钥生成 

密钥的生成，要尤其注意密钥的长度。密钥长度是保证密码提醒安全性的基本因

素之一。密钥生成可以通过在线或离线的交互协商方式实现，如密码协议等。 

 密钥分发 

密钥分发就是将已生成的密钥分发到需要使用该密钥的对象的过程，需要重点关

注如下几点： 

区分用户和密钥层次,控制密钥的分发数量和范围； 

保证密钥分发过程中的绝对安全； 

按时按需供应,以保证密码通信的不间断。 

 验证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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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附着一些检错和纠错位来传输，当密钥在传输中发生错误时，能很容易地被

检查出来。接收端也可以验证接收的密钥是否正确。 

 更新密钥 

要密钥超过有效期或有泄露风险时，需要进行密钥更新。 

 密钥存储 

密钥存储要保证密钥的机密性完整性真实性。密钥可以存储在云端加密机及安全

芯片中。也可采用类似于密钥加密密钥的方法对难以记忆的密钥进行加密保存。 

 备份密钥 

密钥的备份可以采用密钥托管、秘密分割、秘密共享等方式。 

 密钥有效期管理 

加密密钥不能无限期使用，不同密钥应有不同有效期。数据密钥的有效期主要依

赖数据的价值和给定时间里加密数据的数量。价值与数据传送率越大所用的密钥更换

越频繁。密钥不能超期使用，一旦泄露就要更换和撤销。 

 销毁密钥 

如果密钥必须替换，旧钥就必须销毁，密钥必须物理地销毁。 

2.2.2 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是证实主体的真实身份与其所声称的身份是否相符的过程。物联网设备

的身份标识和认证对物联网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物联网应用系统和网络接入都需要

依赖身份标识和身份认证，确保正确的设备接入正确的网络，传输正确的数据，执行

正确的动作。 

现阶段物联网设备的身份认证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各应用系统采用的身份认证

机制不一致，常见的身份认证机制包括：基于设备序列号等标识认证、基于密码学的

身份认证等。 

 基于设备序列号等标识认证 

通过终端的设备序列号、模组的 IMEI号或 SIM卡的 IMSI号等，来验证接入身份

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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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式设计简单，操作方便，但是安全性较低，序列号极容易被伪造。 

 基于密码学的身份认证 

基于非对称密钥加密算法的身份认证是指通信中的双方分别持有公开密钥和私有

密钥，由其中的一方采用私有密钥对特定数据进行加密，而对方采用公开密钥对数据

进行解密，如果解密成功，就认为用户是合法用户，否则就认为是身份验证失败。使

用基于公开密钥加密算法的身份验证的服务有：SSL、数字签名等等。 

除此之外，目前业界还有基于对称算法的身份认证。实际使用中，终端侧常引入

时间戳，保持会话新鲜性。 

2.2.3 数据加密 

数据加密是指将一个信息（或称明文）经过密钥及密码算法转换，变成无意义的

密文，而接收方则将此密文经过对应解密密钥以及基于同样算法的解密运算，还原成

明文。物联网通信交互中，可通过对业务数据的加密，有效保障数据的安全性。 

数据加密可以使用对称算法或非对称算法。在实际使用中，常常将两种加密技术

相结合：数据加密使用对称算法，而对称算法使用的密钥则通过非对称算法加密传

送，这样保证了数据安全又提高了加密和解密的速度，这也是目前加密技术发展的新

方向之一。 

2.2.4 通道加密 

通道加密，主要用于保护通信节点间传输的数据，加解密由置于线路上的密码设

备实现。常用的通道加密协议主要有 SSL和 TLS（面向 TCP）和 DTLS（面向 UDP）。 

 SSL通道加密协议 

安全套接层协议（Secure Socket Layer，简称 SSL），为 Netscape 所研发，用

以保障在 Internet上数据传输之安全，利用数据加密技术，可确保数据在网络上之

传输过程中不会被截取及窃听。一般通用之规格为 40 bit的安全标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5%8A%A0%E5%AF%86/11048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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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协议位于 TCP/IP 协议与各种应用层协议之间，为数据通讯提供安全支持。

SSL协议可分为两层： SSL记录协议：它建立在可靠的传输协议（如 TCP）之上，为

高层协议提供数据封装、压缩、加密等基本功能的支持。 SSL握手协议：它建立在

SSL记录协议之上，用于在实际的数据传输开始前，通讯双方进行身份认证、协商加

密算法、交换加密密钥等。 

 TLS通道加密协议 

传输层安全性协议（Transport Layer Security，简称 TLS），及其前身安全套

接层协议，目的是为互联网通信提供安全及数据完整性保障。网景公司（Netscape）

在 1994年推出首版网页浏览器，网景导航者时，推出 HTTPS协议，以 SSL进行加

密，这是 SSL的起源。IETF将 SSL进行标准化，1999年公布第一版 TLS 标准文件。

随后又公布 RFC 5246 （2008年 8月）与 RFC 6176（2011年 3月）。在浏览器、邮

箱、即时通信、VoIP、网络传真等应用程序中，广泛支持这个协议。主要的网站，如

Google、Facebook等也以这个协议来创建安全连线，发送数据。目前已成为互联网

上保密通信的工业标准。 

传输层安全协议使用 X.509认证，之后利用非对称加密演算来对通信方做身份认

证，之后交换对称密钥作为会谈密钥。这个会谈密钥是用来将通信两方交换的数据做

加密，保证两个应用间通信的保密性和可靠性，使客户与服务器应用之间的通信不被

攻击者窃听。 

 DTLS通道加密协议 

DTLS(Datagram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即数据包传输层安全性协议。TLS

不能用来保证 UDP上传输的数据的安全，DTLS 是在 TLS协议架构上提出扩展，使之

支持 UDP，即成为 TLS 的一个支持数据包传输的版本。DTLS 1.0 基于 TLS 1.1, 

DTLS 1.2 基于 TLS 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TLS/29795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TLS/29795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UDP/5715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TLS%E5%8D%8F%E8%AE%AE/712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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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物联网终端接入安全应用情况 

2.3.1 基于国密算法的终端接入安全产品 

基于国密算法，提供身份认证、数据加密、通道加密等服务，保障物联网终端和

平台间的传输安全。 

中国移动基于 OneNet平台推出了和云盾（设备安全接入）产品，快速建立物联

网端到端安全认证及安全通信能力，提供基于国密的可信身份认证，芯片生命周期管

理，密钥分发/更新，敏感数据安全存储能力等功能。安全芯片硬件载体通过 EAL4+

认证，提供金融级安全防护能力。目前，可提供分别基于 SM2/SM9和 SM4 算法的两款

产品。 

2018年 12月，阿里宣布推出物联网设备身份认证 Link ID²，为设备与云提供基

于国密算法的双向身份认证和链路加密功能。ID²提供密钥分发中心和认证中心两个

服务。分发中心采用硬件加密机和安全存储技术，确保密钥云端生成和存储的安全；

与合作伙伴的安全产线对接，确保密钥安全烧录到各种安全等级的载体上。客户将安

全载体集成到物联网设备，基于设备端和云端的 SDK，调用 ID²认证中心提供的设备

认证、信息加密等接口，建立安全通道，保障业务数据的不可抵赖性、完整性和保密

性。ID²设备端支持 5 种载体类型，包括安全芯片（SE）、SIM、TEE、Secure MCU以

及软沙盒。 

腾讯发布领御守护计划，建立基于硬件设备的个人身份认证标准，提供一套完整

的腾讯安全服务能力输出方案。TUSI（腾讯用户安全基础设施）便是聚焦安全和认证

的用户身份验证标准，打造以产业共性和关键技术研发为核心，提供测试认证、技术

转移、联合开发等技术服务。TUSI是基于硬件和密码学算法的一套身份认证及移动

支付鉴权标准，可以解决移动互联网端身份认证标准不统一的现状，帮助产业链各方

通过统一的标准设计软件、智能硬件和智能家居设备，从而共享统一的安全防护能

力。除了主流的国际密码算法（RSA、AES、ECC 等等）之外，物联网设备身份认证还

支持国产商用密码算法（SM2、SM3、SM4）。 

https://yq.aliyun.com/go/articleRenderRedirect?url=https://iot.aliyun.com/products/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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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翼物联依托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提供密安联产品，为客户的物联网终端与

物联网开放平台的连接提供附加的安全身份认证、通道加密和数据加密能力。密安联

产品支持国密算法：SM1、SM2、SM3、SM4、SM9。覆盖 NB和 LTE两种类型终端，密安

联产品已经在智能门锁、天翼大喇叭、执法仪等场景得到应用，如对门锁上报的身

份、指纹数据加密，防止数据被第三方截取利用；在大喇叭产品中平台下发的播报内

容数据通过安全通道下发到智能音柱设备，有效防止播报内容被第三方篡改、截取。 

2.3.2 以 SIM 卡为载体的终端接入安全产品 

移动运营商，基于运营商自身优势，将 SIM 卡和安全芯片相结合，提供安全 SIM

卡产品，为客户提供终端接入安全服务。 

2019年底，中国移动正式将物联卡安全认证技术方案纳入全网物联卡集采规范

中。基于 OneLink平台的物联卡安全认证技术方案提供基于 3DES/AES 算法的身份认

证服务。2020年 8月，基于中国移动物联网卡开放平台，推出了 OneLink ID 安全服

务（试用）。OneLink ID 安全服务是一项专门用于中国移动物联卡安全防护的能

力。终端侧基于中国移动安全物联卡构建可信身份体系，终端安全 SDK 与安全物联卡

协同发起终端接入身份认证，基于密码算法实现身份认证。2020年 11 月，中移动正

式推出超级 SIM卡产品，借助安全芯片已经实现 SIM卡硬件钱包、SIM 卡信息认证、

SIM卡车钥匙等一系列应用，打造 SIM卡数字身份新产品。 

中国联通通过合作的方式，分别和阿里、腾讯合作推出了安全卡产品。阿里云与

中国联通正式发布 ID²-SIM产品，实现阿里云 Link Security ID²在中国联通物联网

SIM卡上的应用，目前仅支持 native卡。2018 年 5月，腾讯与中国联通合作发布新

产品—TUSI SIM卡。腾讯 TUSI-SIM产品仅支持 Java卡。 

天翼物联于 2019 年 9月终端生态大会上正式发布 SIMID安全能力产品，提供基

于 SIM卡的物联网终端身份认证服务。终端侧通过产品配套安全 SDK调用 SIM卡中加

密能力，实现终端身份认证及数据加解密的处理。SIMID安全能力分为 Native和

Java卡，分别支持普通的 3DES算法和国密算法。基于 SIM卡的安全能力具备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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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改造小、快速接入的特点，但也受限于卡的性能和机卡通道的传输数据量，一般

适用于轻量级的安全应用场景。 

2.3.3 集成安全能力的通信模组产品 

物联网终端集成安全能力一般采用 SDK集成或安全芯片装载方式，有一定的改造

要求。为了加快终端安全能力的对接时间，降低对接难度，和模组厂商合作或定制，

将安全能力预置到模组中形成安全模组。阿里云基于 ID²认证体系，和移远、芯讯通

合作，推出对应的 2款安全模组。天翼物联基于已有的密安联产品和 SIMID 产品，计

划推出定制安全模组，进一步降低物联网物联网后终端的开发门槛，提升开发效率和

安全性。 

3 物联网终端固件安全检测评估 

3.1 物联网终端固件安全检测隐患和需求 

物联网固件存在于每个物联网设备中，包含了设备运行的可执行文件、配置文

件，甚至代码。物联网固件易被提取，攻击者就有机会对其进行剖析，发现漏洞，进

而发起攻击。由于物联网设备种类多、覆盖领域广、数量大且相互连接，任何安全问

题都可能被放大到全网范围，引起连锁反应，因此加强物联网终端的安全评估显得极

为重要。根据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漏洞数据库提供的数据，2016年至 2019 年因固件漏

洞导致的入侵数量增长了近七倍，其原因包括传统的安全保护集中在上层软件或

OS，固件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以及联网硬件快速增加使得漏洞数量也随之提升。咨询

机构 Gartner在 2019 年 7月做出大胆预测，如果 2022年受影响的公司仍没有及时的

进行固件升级计划，以弥补固件安全性的漏洞，那么两年后将有 70%的公司因固件漏

洞遭到各种入侵。随着物联网智能终端数量的爆发式增长，安全问题也不断暴露出

来。很多攻击者从物联网设备的固件入手，对固件进行破解，寻找可被利用的漏洞或

可攻击的弱点，对固件进行恶意攻击。随着软件安全性得到显著加固，黑客的攻击路

径开始沿着技术堆栈“下移”，聚焦在固件入口点。作为攻击目标，固件不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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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基本安全控件轻松地访问或扫描，因此固件的安全漏洞生命周期往往比较长，

给攻击者提供了足够的时间窗口来利用或者施展各种攻击手段。面对黑客攻击的“下

移”，过去十年业界通过固件安全解决方案和最佳实践提升了固件安全。但是，依然

有许多组织仍在遭受固件安全盲区的困扰，这些盲区给企业系统和数据的安全管理留

下诸多隐患。对于企业厂商和监管机构而言，物联网设备的固件安全检测已经刻不容

缓。 

3.2 物联网终端固件安全检测技术概述 

物联网终端的整个安全检测过程如下图： 

 

图 1 物联网终端安全检测示意图 

1、固件获取 

采用爬取和人工上传的方式获取固件。爬取是指编写爬虫，从物联网终端固件厂

商去下载相应的固件镜像，下载来源包括 FTP 站点和 Web站点。需要调研主流物联网

厂商，获取其站点列表，并添加到爬虫中。固件获取完成后，将形成固件库，用于下

一步的分析。 

2、固件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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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固件文件系统。对于文件系统，如果下层文件夹下仍然存在文件，采用递归

的方式进一步提取，随后形成不同类型的文件，包括可执行文件、动态链接库、证书

文件、shadow文件、文本文件等。 

3、静态分析 

静态分析由下述几个步骤共同完成： 

代码安全分析：通过逆向分析每个可执行文件的外部符号表（包括所依赖的第三

方动态链接库），与风险函数库进行匹配，识别固件是否存在代码风险，包括缓冲区

溢出，命令注入等。 

敏感信息检测：基于固件中提取出的文件系统，研究对固件中的二进制文件或文

本文件中 Email、IP、URL等敏感信息的检测，自动化提取敏感邮件地址、IP地址、

URL等敏感信息。 

密钥分析:识别证书文件及其内容，识别 shadow文件及其 Hash值，Hash地址，

状态和 Hash算法等。 

漏洞分析：基于识别出的组件，对组件及其版本和漏洞库进行匹配，进而识别出

固件的漏洞。 

4、动态分析 

动态分析由下述几个步骤共同完成： 

架构识别：通过逆向分析手段识别出固件的目标架构。 

仿真模拟：根据固件的架构，采用不同的 QEMU系统来仿真模拟运行固件。 

网络识别：在固件仿真运行启动过程中，通过获取固件自身的配置信息，自主学

习及识别固件的网络环境，完成网络的启动，随后固件可以和外界进行通信。 

端口和服务探测：探测仿真模拟运行固件开放的端口，基于服务指纹库，识别固

件开放的服务。 

漏洞分析：采用渗透测试手段检测仿真模拟运行的固件可能存在的漏洞。 

5、报表生成 

根据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的结果，形成固件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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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物联网终端固件安全检测应用情况 

国外物联网安全公司 ReFirm Labs开发了名为 Centrifuge Platform 的自动化检

测固件平台，这是全球第一家提供固件安全检测平台的公司，客户只用把产品的固件

上传到 Centrifuge Platform 上，30分钟内，该平台自动分析固件，并给出分析报

告。 

国内部分安全厂商也开始着手终端固件的安全分析。早期国内的大多数产品还处

于静态分析，以及组件的漏洞分析。近年来，一些产品不仅包含了组件漏洞分析，还

包括密钥、代码安全等分析功能，以及动态分析技术对设备固件进行模拟运行，能够

对设备的弱口令、web 安全、系统安全等多维度分析，提高准确率和查全率。 

中移物联于 2020 年 5月推出固件安全检测与加固平台，对物联网各类场景中的

物联网设备固件进行在线分析，全面发现潜在漏洞，评估系统潜在风险，实时反馈固

件安全性，有效保障物联网设备的安全运行。国内部分安全厂商都相继推出其物联网

终端固件检测平台，各有侧重和特色，有以全量终端固件检测为主，有以车载终端为

代表的固件深度检测为主。 

天翼物联在构建物联网终端固件安全检测能力的同时，计划推动构建新型有效的

物联网终端安全相关标准体系，从研究新技术、探索不同行业需求等内容，多个维度

着手，联合内外部安全合作伙伴构建物联网终端固件安全评测服务，建立标准测试规

范、用例、流程，打造终端安全认证库，围绕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提出基础安全

能力的功能测试服务，全面推动物联网终端安全健康发展。 

4 总结与展望 

物联网设备的规模发展，使得企业和个人对物联网设备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因此

衍生的物联网终端安全问题也将越来越受到重视。2020年，安全已经成为物联网业

务的关键组成，业务主流物联网平台服务商均提出面向终端的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

中国电信在引入国密 SM1、SM2、SM3、SM4、SM9 算法基于物联网开放平台打造终端基

础接入能力，并基于 SIM承载安全算法和应用提出 SIMID的能力产品，推进安全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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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模组的安全方案，期望通过软硬件差异化安全方案满足不同应用的安全接入需

求，并增加终端检测服务进一步完善安全的闭环体系。 

然而，物联网终端安全不仅仅是安全基础能力的叠加和检测评估，更涉及整个行

业协同推进及与新技术的融合发展，细分不同安全需求场景实现一体化的安全解决方

案。 

4.1 深入行业、推进终端安全标准落地 

近几年，物联网终端的国家强制标准、行业推荐标准、企业白皮书等陆续发布。

随着物联网终端安全标准越来越得到国家、行业、企业的重视，相关标准将不断完善

和细化，从而逐步构建起物联网终端安全从国家到行业到企业的立体标准体系。 

根据物联网行业各个不同领域特点属性制定并发布具体的终端安全标准将成为未

来发展趋势。例如，在燃气行业领域已经组织撰写了《物联网 面向智能燃气表应用

的物联网系统总体要求》相关草案标准，物联网终端安全标准将逐渐规范并覆盖到物

联网行业各领域中。 

天翼物联自 2019 年成立天翼物联产业联盟安全生态推进组以来，一直积极推进

物联网安全生态的发展，通过制定物联网安全白皮书等方式建立相应的规范和标准。

今年，天翼物联也正式加入工信部物联生态安全联盟，积极推动物联网安全标准体系

的发展。未来几年，天翼物联将积极推进物联网安全标准，尤其是物联网终端行业安

全标准，结合行业特性制定相应的物联网终端标准，通过打造安全能力产品，形成面

向行业和具体场景的安全解决方案和标准；结合实验室物联网终端安全检测服务，梳

理完善通用的终端安全准入标准及与行业深度结合的定制化检测标准，促进物联网终

端安全标准体系构建。 

4.2 融合 5G、实现 SIM 卡安全认证开放 

根据国家 5G战略部署，中国将大力开展 5G网络建设，全面升级通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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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与不同行业深度融合，应用于各种新业务和应用场景。产业链对 5G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 5G国际标准中，R15和 R16新增了 GBA 认证、用户隐私保护、5G 移动性管理

等新技术。GBA可基于 SIM卡和核心网元、专用应用系统，利用 AKA鉴权机制、密钥

分散机制产生临时会话密钥 KS、业务接入认证密钥 NAF KEY，为行业合作伙伴应用提

供统一的业务接入认证的能力。 

将 5G网络的 SIM 卡作为载体，引入 5G最新的安全技术，实现用户身份认证、应

用鉴权等功能，为用户数据和业务应用提供安全保障，助力运营商发展第三方移动应

用业务。 

4.3 深度定制、打造原生安全 OS 集成 

物联网操作系统除具备传统操作系统的设备资源管理功能外，提供了统一的编程

接口屏蔽物联网碎片化特征，降低物联网应用开发的成本和时间。基于物联网电源功

耗小，存储空间少，计算能力弱等特点，一般物联网操作系统设计时更关注于占用更

少的资源、实时数据处理、更低的开发成本，例如 FreeRTOS、AliOS-Things、

LiteOS等。随着物联网终端规模化增长，安全性日益凸显，将安全能力作为物联网

操作系统的原生能力将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推进在物联网操作系统中内置安全能

力，实现终端连接平台的认证、加密，提供全国密通道的通信保障，支持安全可控的

软固件升级，形成原生的安全物联网操作系统。 

4.4 聚焦边缘、形成端边云一体化安全 

视频、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的普及和发展，边缘计算成为解决本地实时响应的重

要技术解决手段。边缘计算实现了资源和服务向边缘位置的下沉，在靠近用户或数据

源的位置提供网络、计算、存储服务，从而能够降低交互时延、减轻网络负担、丰富

业务类型、优化服务处理，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实现场景需求、算力分布和部

署成本的最佳匹配，但同时可能会引入新的安全挑战，包含边缘网关自身的身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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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入其设备的身份认证、密钥管理、数据传输存储策略等。如何高效的协同端云确

保其安全是物联网终端业务演进的方向之一。 

4.5 引入可信、构建物联终端安全体系 

数量繁多的异构物联网已经逐渐渗透到各个行业，大部分攻击都是从物联网终端

发起，安全产业逐步融合、试点示范逐步深化，使得构建终端安全体系成为政府、行

业、企业共识。华为、阿里、腾讯等纷纷将可信计算技术纳入其物联网终端及整体安

全解决方案中。对于通用智能终端，硬件配合和存储容量较大，具备操作系统且支持

多种网络协议，通过嵌入可信计算模块加固，包括可信硬件、可信操作系统、可信应

用、可信管理等措施提升系统安全的整体防护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