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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一代宽体飞机的信息化互联应用场景中，航电系统高安全的飞机控制域和低安全的航空公

司信息服务域之间存在大量的实时数据双向交换，其安全隔离与信息流向保护等面临着日益严重的

信息安全威胁。 为此，建立基于虚拟化的航电双向安全通信架构，构建基于属性的多航电域访问控制

模型，提出了合约安全关键数据保护和安全关键组件有效性实时监控设计。 基于国产天脉操作系统

和航电硬件平台的物理实现与验证结果表明：基于虚拟化的航电双向安全通信方法实现了安全关键

组件的空间隔离，ＡＣＤ 网络数据收发时间均小于 ５０ ｍｓ，ＡＣＤ 网络的消息收发速率均大于 ７０ Ｍｂ ／ ｓ，满
足宽体飞机在航电平台虚拟化下网络域间安全通信性能需求，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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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ＲＩＮＣ８１１ 规范中飞机机载网络划分为飞机控

制域（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ｏｍａｉｎ，ＡＣＤ）、航空公司信息服

务域（ ａｉｒｌｉｎ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ｏｍａｉｎ，ＡＩＳＤ）、乘
客信息与娱乐服务域 （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ｏｍａｉｎ，ＰＩＥＳＤ）。 ＡＣＤ 域包括

飞行控制、航电、燃油、环控等高安全（ ｓａｆｅｔｙ）等级

（Ａ～Ｃ 级）飞机控制系统，实现飞机的安全飞行，对
于数据通信有着极高的安全性要求，在 Ａ３８０ ／ Ａ３５０ ／
Ｂ７８７ 和 Ｃ９１９ 中均使用 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７ 网络。 航空公

司信息服务域包括机载信息服务器、视频监视、电子

飞行包、机载空地无线等低安全等级（Ｄ ～ Ｅ 级）航

电系统，为航空公司提供飞机的信息化运营与维护

服务，使用符合 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３ 规范的航空以太网。
为了实现飞机的信息化服务，ＡＣＤ 域与 ＡＩＳＤ 域之

间需要实时交换大量的数据，导致 ＡＣＤ 域面临来自

ＡＩＳＤ 域的信息安全（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威胁，进而可能影响

ＡＣＤ 域系统的功能安全与飞机的适航性。 在

Ａ３８０ ／ Ａ３５０ 与 Ｃ９１９ 等新型飞机上已实现从 ＡＣＤ 域

到 ＡＩＳＤ 域的 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７ 单向安全通信。 随着新

一代宽体飞机对机载系统的数字化和信息化需求提

升，ＡＣＤ 域与 ＡＩＳＤ 域之间的 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７ 双向安

全通信成为打通信息互通的关键。
文献［１］提出了一种航电核心域网络与网络服

务系统内部网络之间安全的数据通信方法，但未实

现安全功能模块的运行空间隔离。 文献［２⁃４］针对

微内核的虚拟化架构，提出了虚拟机间的通信加速

方法与 Ｉ ／ Ｏ 机制。 文献［５⁃７］针对嵌入式系统，从架

构与硬件角度提出了相应信息安全设计方法。 文献

［８⁃１１］针对物联网的轻量级虚拟化场景，提出基于

Ｕｎｉｋｅｒｎｅｌ 技术的解决方案以及相关信息安全保护

方法。
虚拟化技术通过将不同功能的子系统部署在同

一硬件平台的虚拟机上，为计算资源的管理和隔离

提供了一种更加灵活高效的解决方法。 为此，本文

试图基于引入虚拟化技术后的航电信息交换场景，
建立飞机网络域之间的信息双向安全通信架构，设
计基于属性的信息访问控制模型，以及安全关键数

据保护与安全关键组件健康监控方法，实现飞机控

制域与航空公司信息服务域之间实时、高速与安全

的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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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虚拟化航电平台双向安全通信架构

ＡＣＤ 域与 ＡＩＳＤ 域的互联拓扑如图 １ 所示，为
了实现 ２ 个域之间的双向安全通信与异构网络数据

交换，从飞机级设计部署航电安全网关，应满足以下

主要技术指标约束：
１） 具有 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７ 和航空以太网的连通性，

支持与 ＡＣＤ 域和 ＡＩＳＤ 域的网络连接；
２） 隔离 ＡＣＤ 域和 ＡＩＳＤ 域之间的数据交换；
３） 控制 ＡＩＳＤ 域流向 ＡＣＤ 域的消息通信；
４） 在实现功能步骤 ２）的前提下，应能在 ５０ ｍｓ

内完成数据双向转发；
５） ＡＣＤ 域消息交换性能不低于 ７０ Ｍｂ ／ ｓ。

图 １　 飞机控制域与航空公司信息服务域网络拓扑

由此可见，航电安全网关的技术指标既要求网

关实现网络域数据交换与隔离，还需满足实时性要

求，而现有的实现方案无法满足以上要求。 虚拟化

技术能提供空间隔离特性，保证在虚拟机内部运行

的应用仅能使用所驻留虚拟机的计算资源、网络接

口以及固定存储空间等，而不能访问到其他虚拟机

的资源。 为此，采用多核处理器实现高性能计算需

求，通过空间隔离实现虚拟机间安全通信需求，设计

基于虚拟化的航电双向安全通信架构，如图 ２ 所示。
基于虚拟化的航电双向安全通信架构由硬件设

施层、虚拟机管理软件和虚拟机组件构成。 硬件设

施层实现通用计算、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７ 网络通信和航空

以太网通信等功能，包括多核计算、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７ 端

节点、航空以太网端节点等硬件组件。 多核计算硬

件采用支持非对称多处理 ＡＭＰ 和 Ｈｙ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指令

的 ＰｏｗｅｒＰＣ 多核处理器，能够支持虚拟机与处理器

核的一对一绑定。
虚拟机管理软件工作在处理器特权层，用于完

图 ２　 基于虚拟化的航电双向安全通信架构

成虚拟机资源配置、虚拟机创建、虚拟机间单向安全

通信等功能。 虚拟机管理软件根据预先配置的物理

资源定义创建虚拟机，在运行时根据通信访问策略，
实现虚拟机之间的单向安全通信。

虚拟机运行在处理器应用层，根据业务与网络

域隔离需求，设计部署 ３ 个虚拟机，分别是航电网络

访问控制虚拟机（ＡＣＤＡＣ⁃ＶＭ）、信息网络访问控制

虚拟机（ＡＩＳＤＡＣ⁃ＶＭ）与健康监控与日志记录虚拟

机（ＨＭＬＯＧ⁃ＶＭ）。 每个虚拟机分配单独的处理器

核、内存、网络接口等硬件资源。
航电网络访问控制虚拟机负责 ＡＣＤ 网络域的

通信与访问控制功能，包括 ４ 个组件：
１） 航电网络通信访问控制组件：负责从虚拟机

安全通信管理组件接收消息，根据访问策略对消息

进行策略判定，将合规的消息通过接口发给航电网

络发送组件。
２） 航电网络发送组件：根据 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７ 网络

配置，将合规的消息打包成 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７ 通信帧，通
过航电网络端节点驱动组件的接口发送。

３） 航电网络接收组件：根据 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７ 网络

配置，接收 ＡＣＤ 域发来的 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７ 通信帧，解
析通信帧，调用虚拟机安全通信管理组件接口发给

信息网络通信代理组件。
４） 航电网络端节点驱动组件：采用硬件虚拟化

实现虚拟机层对 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７ 端节点硬件的 ＰＣＩＥ
驱动与 ＤＭＡ 高速访问。

信息网络访问控制虚拟机负责 ＡＩＳＤ 网络域通

信代理和访问控制功能，包括 ２ 个组件：
１） 信息网络通信代理组件：作为 ＡＩＳＤ 域的访

问控制执行者，对出入航电安全网关的 ＡＩＳＤ 域消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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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实施策略控制。
２） 信息网络端节点驱动子卡：采用硬件虚拟化

实现对航空以太网端节点＃１ 硬件的访问。
为了提高方案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特别设计了

健康监控与日志记录虚拟机，负责实时监控航电网

络访问控制虚拟机与信息网络访问控制虚拟机的健

康状态，并记录日志，包括 ２ 个组件：
１） 健康监控组件：实时监控并记录航电网络访

问控制虚拟机与信息网络访问控制虚拟机内部的组

件健康状态，发现失效组件时立刻告警。
２） 日志记录组件：实时接收并记录虚拟机内部

功能组件发送的运行日志，用于审计和架构优化。

２　 信息流安全访问控制

２．１　 基于属性的多航电域访问控制模型设计

基于虚拟化的航电双向安全通信架构通过虚拟

化技术实现了功能组件的空间隔离特性，为了实现

系统对 ＡＣＤ 域和 ＡＩＳＤ 域之间的数据交换与消息流

控制需求，设计基于属性的多航电域访问控制模型

（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ｂａｓ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ｖｉｏｎｉｃｓ
ｄｏｍａｉｎ，ＭＡＤ⁃ＡＢＡＣ），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基于属性的多航电域访问控制模型

ＭＡＤ⁃ＡＢＡＣ 模型包括以下元素：
１） ＡＩＳＤ ＰＥＰ：航司信息服务域策略执行点，处

理 ＡＩＳＤ 域内客户端的访问请求。
２） ＡＩＳＤ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航司信息服务域策略判

定点合约，为 ＡＩＳＤ ＰＥＰ 提供策略查询服务。
３） ＡＩＳＤ ＰＤＰ 属性：定义 ＡＩＳＤ ＰＤＰ 策略属性

和属性关系。
４） ＶＭＭ ＰＥＰ：虚拟机管理层策略执行点，处理

ＶＭ 中的访问请求。
５） ＶＭＭ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虚拟机管理层策略判定

点合约，为 ＶＭＭ ＰＥＰ 提供策略查询服务。
６） ＶＭＭ ＰＤＰ 属性：定义 ＶＭＭ ＰＤＰ 策略属性

和属性关系。
７） ＡＣＤ ＰＥＰ：飞机控制域策略执行点，处理来

自 ＡＩＳＤ 域和 ＡＣＤ 域的访问请求。
８） ＡＣＤ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飞机控制域策略判定点

合约，为 ＡＣＤ ＰＥＰ 提供策略查询服务。
９） ＡＣＤ ＰＤＰ 属性：定义 ＡＣＤ ＰＤＰ 策略属性和

属性关系。
１０） ＡＣＤ ＲＡ ＰＥＰ：飞机控制域网络资源属性策

略执行点，处理对 ＡＣＤ 域网络资源访问请求。
１１） ＡＣＤ Ｒ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飞机控制域网络资源属

性策略判定点合约，为 ＡＣＤ ＲＡ ＰＥＰ 提供策略判定

服务。
１２） ＡＣＤ ＲＡ 属性：定义飞机控制域网络资源

策略的属性与属性关系。
ＭＡＤ⁃ＡＢＡＣ 模型内部元素采用分布式部署。

其中，ＡＩＳＤ ＰＥＰ、ＡＩＳＤ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与 ＡＩＳＤ ＰＤＰ
属性部署在 ＡＩＳＤＡＣ⁃ＶＭ 中；ＶＭＭ ＰＥＰ、ＶＭＭ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与 ＶＭＭ ＰＤＰ 属性部署在 ＶＭＭ 中；ＡＣＤ
ＰＥＰ、 ＡＣＤ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ＣＤ ＲＡ ＰＥＰ、 ＡＣＤ Ｒ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ＣＤ ＰＤＰ 属性与 ＡＣＤ ＲＡ 属性部署在

ＡＣＤＡＣ⁃ＶＭ 中。
ＭＡＤ⁃ＡＢＡＣ 模型的执行在初始化阶段，系统将

ＡＩＳＤ ＰＤＰ 属性、ＶＭＭ ＰＤＰ 属性、ＡＣＤ ＰＤＰ 属性和

ＡＣＤ ＲＡ 属性从固储中读取，并结构化成访问控制

策略，供相应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使用。 在运行时阶段，相应

的 ＰＥＰ 与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按访问控制策略执行信息

流控制判定。 信息流多级访问控制的执行策略判定

规则如下：
１） 从 ＡＩＳＤ 域到 ＡＣＤ 域：由低安全等级到高安

全等级，信息流顺序经过 ＡＩＳＤ ＰＥＰ、ＶＭＭ ＰＥＰ、
ＡＣＤ ＰＥＰ、ＡＣＤ ＲＡ ＰＥＰ 等 ４ 级策略判定。

２） 从 ＡＣＤ 域到 ＡＩＳＤ 域：由高安全等级到低安

全等级，为提高消息转发性能，信息流顺序经过

ＡＣＤ ＲＡ ＰＥＰ、ＶＭＭ ＰＥＰ、ＡＩＳＤ ＰＥＰ 等 ３ 级策略

判定。
ＭＡＤ⁃ＡＢＡＣ 模型基于属性执行控制决策，决策

抽象为 Ｕ，Ｒ，Ａ１，…，Ａｎ → ｐｅｒｍ，其中 Ｕ 表示用户，Ｒ
表示资源，Ａｉ 表示属性，ｐｅｒｍ 表示决策结果，合约策

略属性集设计见表 １。

·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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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合约策略属性集

合约 属性集

ＡＩＳＤ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请求方 ＩＰ，请求方通信端口，接收方 ＩＰ，接
收方通信端口，消息 ＩＤ，签名值｝

ＶＭＭ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请求 ＶＭ ＩＤ，请求 ＶＭ 优先级，接收 ＶＭ ＩＤ，
接收 ＶＭ 优先级，通信方向｝

ＡＣＤ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请求方 ＩＰ，消息 ＩＤ，接收方 ＩＰ，接收方通信

端口，签名值｝

ＡＣＤ Ｒ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虚链路 ＩＤ，发送端口 ＩＤ，接收端口 ＩＤ，通信

协议，高完整性标志，签名值｝

２．２　 合约安全关键数据保护模型

根据数据对核心功能执行的必要性和泄露后对

功能的影响程度，认定 ＡＩＳＤ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ＶＭＭ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ＣＤ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ＣＤ Ｒ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为架构的安全关键数据，这些数据不能被非法访问。
为此，设计了合约安全关键数据保护模型，实时监控

其完整性是否被破坏。 以 ＡＣＤ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为例，
保护模型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合约安全关键数据保护模型

图 ４ 中，保护流程在初始化阶段，航电网络访问

控制配置加载组件读取 ＡＣＤ ＰＤＰ 属性文件，计算

每条规则的校验值，建立 ＡＣＤ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然后使

用数字签名算法计算其签名值，并保存在预定的内

存区。 运行时阶段，当需要对通信数据进行策略判

定时，航电网络访问控制规则匹配组件实时读取

ＡＣＤ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中的策略，计算其校验值，与保存

在运行时规则库中的校验值比较。 比较结果如果相

同，则该策略有效并允许使用；如果不同，则表明该

策略已被篡改，航电网络访问控制规则匹配组件发

出告警。 同时，在规定的时间周期，航电网关关键数

据监控组件使用数字签名算法计算 ＡＣＤ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的签名值，并与合约签名值比较。 比较结

果如果相同，则 ＡＣＤ ＰＤＰ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有效，如果不相

同，则表明其已被篡改，航电网关关键数据监控组件

立刻发出告警。
由此可见，合约安全关键数据保护模型从 ２ 个

层次对安全关键数据的完整性提供了保障，使用校

验值实现对规则数据的完整性保护；使用签名值实

现对运行时规则库的完整性保护。 同时，通过周期

性检查，能够及时发现关键数据是否被篡改。
２．３　 安全关键组件有效性实时监控设计

航电双向安全通信架构部署在飞机控制域与航

空公司信息服务域的边界，具有高可靠与高可用要

求。 根据功能组件对系统实现核心功能的重要性和

失效后对系统的影响程度，认定航电网络通信访问

控制组件、航电网络发送组件、航电网络接收组件和

信息网络通信代理组件为安全关键组件。 因此，应
实时监控架构中的安全关键功能组件功能的有效

性，如果发现功能失效，立刻记录日志并报告。 为

此，设计了安全关键组件有效性实时监控模型，模型

如图 ５ 所示，执行过程如图 ６ 所示。

图 ５　 安全关键组件有效性实时监控模型

安全关键组件有效性实时监控模型中的各安全

关键功能组件在运行时，周期的生成组件健康状态

数据、更新时间戳、计算校验值，然后写入状态存储

区中。 健康监控组件每周期从状态存储区中读取各

安全关键功能组件的健康状态数据，通过检查时间

戳和校验值以判断对应的组件是否有效，并将各组

件的健康状态数据综合成航电安全网关的健康状态

消息并上报机载综合维护管理系统。 如果健康状态

组件发现某个安全关键组件为失效状态，则生成告

警消息，发送至日志记录组件。

·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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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安全关键组件有效性实时监控执行过程

３　 实验验证分析

３．１　 实验验证环境

基于虚拟化的航电双向安全通信架构与信息流

安全访问控制模型，研制虚拟化航电安全网关（ｖｉｒ⁃
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ｖｉｏｎｉｃｓ ｓｅｃｕｒｅ ｇａｔｅｗａｙ，ＶＡＳＧ）。 ＶＡＳＧ 硬

件基于 ＱｏｒＩＱ Ｔ２０８０ 多核处理器设计，板载 ４ ＧＢ 内

存，１ 个 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７ 端节点连接 ＡＣＤ 网络，２ 个千

兆航空以太网端节点连接 ＡＩＳＤ 网络。 本方法需在

支持虚拟化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上验证，ＶＡＳＧ
使用国内自主研发的天脉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其
虚拟机管理器采用微内核设计。 微内核虚拟机管理

器运行在处理器的特权级，确保其对系统物理资源

的管理和控制，虚拟机及其内部的应用运行环境、中
间件、设备驱动、应用等全部运行在非特权层，防止

单个虚拟机的异常行为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造成影

响。 微内核虚拟机管理器构建的虚拟机具有空间隔

离特性，可在不同虚拟机间提供安全保护。
ＶＡＳＧ 采用硬件虚拟化技术，将航电网络访问

控制虚拟机与 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７ 端节点子卡硬件绑定，
将信息网络访问控制虚拟机与航空以太网端节点 １
绑定，将健康监控与日志记录虚拟机与航空以太网

端节点 ２ 绑定。
结合实验验证需求，构建如图 ７ 所示的基于

ＶＡＳＧ 的双向安全通信验证环境，开展双向安全通

信的功能测试、性能测试等工作。 ＡＣＤ 域验证设备

用于验证 ＶＡＳＧ 的 ＡＣＤ 网络通信功能与性能；ＡＩＳＤ
域验证设备用于验证 ＶＡＳＧ 的 ＡＩＳＤ 网络通信功能

与性能；机载网络攻击仿真设备能向 ＡＩＳＤ 网络注

入包括 ＤＤｏＳ 攻击、后门攻击、蠕虫攻击等类型的网

络攻击，用于验证 ＶＡＳＧ 的安全隔离功能。

图 ７　 虚拟化航电安全网关的双向安全通信验证环境

·４３５·



第 ３ 期 张双，等：基于虚拟化航电平台的网络域间安全通信技术

３．２　 实验过程与结果分析

分别在无网络攻击和注入网络攻击 ２ 种不同安

全条件下开展 ＶＡＳＧ 的双向安全通信功能、性能

测试。
表 ２　 虚拟化航电安全网关功能测试项

功能 测试项

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７ 和航空以太网的连通性功能
ＡＲＩＮＣ６６４Ｐ７ 网络通信测试

航空以太网通信测试

隔离 ＡＣＤ 域和 ＡＩＳＤ 域之间的数据交换功能
ＡＩＳＤ 至 ＡＣＤ 的消息发送测试

ＡＣＤ 至 ＡＩＳＤ 的消息发送测试

控制 ＡＩＳＤ 域流向 ＡＣＤ 域的消息通信功能

ＡＩＳＤ 客户应用访问控制测试

虚拟机间单向通信控制测试

ＡＩＳＤ 至 ＡＣＤ 的访问控制测试

ＡＣＤ 至 ＡＩＳＤ 的访问控制测试

系统内部安全防护功能

虚拟机隔离性测试

合约安全关键数据保护功能测试

安全关键组件有效性实时监控测试

系统健康维护功能
安全关键组件健康监控测试

日志记录测试

　 　 ＶＡＳＧ 功能测试项目见表 ２，采用自动化测试方

法开展测试。 首先根据功能测试需求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
语言开发测试用例程序，然后在验证环境中执行测

试程序，并将测试输出与预计结果对比。 性能测试

采用随机生成 ６４，１２８，２５６，３８４，５１２，１ ０２４，２ ０４８，
４ ０９６，８ １９２ 字节大小的消息，进行数据转发时间和

消息交换速率的性能测试，选择 １００ 次实验结果进

行性能均值分析。
实验过程步骤设计如下：
１） 在无网络攻击条件下，开展 ＶＡＳＧ 的功能测

试与性能测试。
２） 向 ＡＩＳＤ 网络注入网络攻击报文，构建一个

混合流量的网络条件，开展 ＶＡＳＧ 的功能与性能

测试。
在无网络攻击和注入网络攻击 ２ 种条件下，

ＶＡＳＧ 功能测试的各项结果与预期结果一致。 性能

测试结果如图 ８ 所示。 无网络攻击网络条件下，
ＡＣＤ 网络数据发送的最大转发时间为 ４５．３ ｍｓ，ＡＣＤ
网络数据接收的最大转发时间为 ４１．３ ｍｓ，；ＡＣＤ 网

络的消息发送速率的最小值为 ７３．１ Ｍｂ ／ ｓ，均值为

７５．３ Ｍｂ ／ ｓ，消息接收速率最小值为 ９２．５ Ｍｂ ／ ｓ，均值

为 ９３．２ Ｍｂ ／ ｓ。 注入网络攻击条件下，ＡＣＤ 网络数

据发送的最大转发时间为 ４９．８ ｍｓ，ＡＣＤ 网络数据

图 ８　 性能测试结果

·５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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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的最大转发时间为 ４６．５ ｍｓ；ＡＣＤ 网络消息发

送速率的最小值为 ６９．９ Ｍｂ ／ ｓ，均值为 ７０．４ Ｍｂ ／ ｓ，消
息接收速率最小值为 ８４．１ Ｍｂ ／ ｓ，均值为 ８６．２ Ｍｂ ／ ｓ。
由测试结果看，在网络攻击条件下，ＡＩＳＤＡＣ⁃ＶＭ 因

处理攻击流量，数据转发性能有所下降，最大转发时

间均小于 ５０ ｍｓ，消息收发速率均值大于 ７０ Ｍｂ ／ ｓ，
满足系统技术指标。

４　 结　 论

新一代宽体飞机的信息互联应用场景中，飞机

网络域间安全通信是实现飞机控制域内系统与航空

公司信息服务域内系统之间高速数据交换的核心技

术。 基于虚拟化的航电双向安全通信需求，提出基

于属性的多航电域多级访问控制模型，设计了合约

安全关键数据保护、安全关键组件有效性实时监控

等方法。 基于虚拟化航电安全网关物理样机，开展

了功能、性能与网络安全实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本

方法满足技术指标要求。 本方法不仅可用于宽体飞

机，也可用于有网络域双向通信场景需求的其他类

型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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