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融ＤＲＭ：数字版权管理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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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数字版权管理（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ＲＭ）技术所涉及的安全、可信、可控理论与方法，已无法
满足新兴的云媒体社交网络下媒体内容安全与版权保护这一实际应用需要。深入分析了云媒体社交网络及其层次化体系结
构，综述了ＤＲＭ系统跨平台使用、内容共享和消费电子设备互动等关键技术，最后针对新兴的云媒体社交网络场景及应用，

提出了数字版权管理的新概念一互融ＤＲＭ，并指出了亟待解决的开放问题和挑战。
【关键词】云媒体社交网络；互融数字版权管理系统；安全；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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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前言
随着通信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下一代
高速宽带网络以及３Ｇ、４Ｇ等无线移动通信网络正逐渐从研究
试验阶段向大范围部属和应用阶段迈进，其中各种接入方式也

使得用户更加便利地使用网络资源，即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
地点得到所需数字信息和服务。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及应用
也得到了长足发展。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发布第３１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安全与版权保护这一实际应用需要，例如，云媒体安全访问控
制、媒体终端可信接入，以及随着媒体社交网络用户数量的急

剧增多和大数据的产生，如何发现和控制大量隐式（隐含、潜
在可能的）数字媒体权利恶意传播和滥用等。因此，针对新兴
互联网应用场景，开展ＤＲＭ应用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显
得更为紧迫和亟需。
１

云媒体社交网络及其分层结构
云媒体社交网络（Ｃｌｏｕｄ Ｍｅｄｉ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以下

示，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底，互联网用户规模达到５．６４亿，互联网

简称ＣＭＳＮ）以多媒体云计算为架构组织，是一种主要用于发

普及率为４２．１％。其中，通过移动手机终端上网用户接近４．２
亿，其规模占互联网用户的７４．５％。移动终端成为互联网应用

布、分享和传播数字媒体内容的社交网络平台，如ＹｏｕＴｕｂｅ、
ＳｏｎｇＴａｓｔｅ、土豆网、优酷等。这一新兴互联网应用的基本特
性是融合了基于云媒体服务器的集中（在线）式访问和云媒体
终端分布（离线）式访问两类模式，为数字媒体用户提供更加
便捷、高效、高品质的多媒体服务，用户从中获得了更为丰富
的数字内容体验。同时，媒体社交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本质特
征，易于传播。大量受版权保护的媒体内容及其数字权利，在
访问、使用、分享和广泛传播过程中，侵犯版权行为日趋严

的主要电子设备和载体。

在如此发展态势下，由于数字内容（包括电子书、数字
图像、多媒体音视频等）具有无损复制、易于分发等重要特
征，出现了随意批量复制受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有价数字内容
产品，并将其通过各类通信网络载体进行非授权分发、传播
和滥用的侵权行为和现象，给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造
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和损失。数字版权管理（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以下简称ＤＲＭ）技术是保障数字内容产业良性、
健康发展的关键技术和重要手段，也是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
涉及到信息安全技术、数字版权法律、商业模型，等等。自上
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ＤＲＭ研究及应用场景主要经历了离线使
用、互联网在线、内容分发网络、Ｐ２Ｐ网络等阶段“’“。
近年来，又涌现出了融合服务器主机计算和客户端
计算两种模式的多媒体云计算及应用（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Ｃ１０ｕ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以及诸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微博等社会
媒体网络（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服务。据国内权威的信息
技术咨询研究机构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全球有超过１２亿的用户每月至少一次使用社交网络网站，
２０１４年预计全球社交网络用户数量将保持两位数增长，社交化
元素已成为全球互联网中的基础性应用。社会媒体分享成为社
交网络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然而，传统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所涉及的安全、可信、可
控理论与方法，己无法满足新兴的云媒体社交网络下媒体内容

∞网络安呈技玳与应用２０１３．１０

万方数据

重，给数字（媒体）内容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使
得ＤＲＭ问题更加凸现出来“…。

在数字内容从创作、生成到发布、使用和分享的全生命周
期内，其数字版权保护实现主要基于媒体内容加密和媒体数字
权利（使用加密媒体内容的权限和许可）在媒体服务器、通信
网络中间件、（移动）客户端等多层次部署和实施，从而构成
一个系统完整的数字版权管理生态系统（ＤＲ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新兴云媒体社交网络场景下，从实体角度，主要涵盖云媒体
平台提供方ＣＭＳＮＰ（ＣＭＳ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云媒体内容提供方ＣＭＣＰ
（Ｃｌｏｕｄ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ＩＳＰ）、云媒体授权用户ＣＭＡＣ（Ｃ１０ｕｄ Ｍｅｄｉａ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和云媒体社交网络监管者ＣＭＳＮＭ（ＣＭＳ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

从分层角度，主要包括云媒体内容服务层、媒体终端网络接入
层和媒体用户社交网络层。如图１所示。
２
ＤＲＭ系统跨平台使用和共享技术
Ｋｅｏｈ ＳＬ…提出，数字版权管理是用来保护未经授权使用
受版权保护的数字内容。如何保持内容共享和权限管理之间的

平衡仍然具有挑战性。此外，ＤＲＭ系统通常工作在封闭的单一
系统中，保护数字内容免受未受权的访问和控制用户消费的
方式，经常忽略了互操作性。因此，用户不能在其他ＤＲＭ兼容
设备中消费ＤＲＭ系统保护的内容。Ｍａｒｌｉｎ开发了可互操作的ＤＲＭ
技术开发标准。Ｍａｒｌ ｉｎ的Ｏｃｔｏｐｕｓ和ＮＥＭＯ框架是实现无缝的内
容共享和权限管理的底层技术，支持多种商业模式。我们演示

过简单的非专业用户交互及允许通过基于ＩＰ的设备如智能手机

了依靠Ｍａｒｌｉｎ宽带网络服务（ＭＢＮＳ）和Ｍａｒｌｉｎ分享域（ＭＳＤ）

的远程访问，使得短距离无线设备动态安全地连接异构网络。
可信域平台适合现有传统技术，通过管理其互操作性和访问控
制，并且它依靠家庭之外的第三方服务器来避免安全问题。
鉴于ＤＲＭ系统的上述特性，我们提出了“互融ＤＲＭ”
概念。它是一个包含三个重要特性的生态系统，即用户一
设备间的互动性（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消费电子设备间的

这种方式使用Ｏｃｔｏｐｕｓ和ＮＥＭＯ。Ｍａｒｌ ｉｎ简单安全流（ＭＳ３）被设

互操作性（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和终端用户间的互换性

计以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保护流式内容。文献Ｉｓ］提出了一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ｉｌｉｔｙ）。如图２所示。

个基于配置文件的ＤＲＭ系统框架，以支持与异构设备的互操作
性。提出的框架允许需要尽可能少地改动现有ＤＲＭ系统时，多
个ＤＲＭ系统无缝地一起工作。

终■用户间的互换性
（Ｉｎｔｅｒｔ＇ｌＵｇｅｌｂｉｌｉｌ’’）
用户—设鲁问的互动性
（ｈ蛔＿ｌＭｔｙ）

互融ＤＲＭ生态系统

消费电子设鲁问的互撮作性
（１ａｌｅｒｏｐｅｒ＝ｂｉｌｉｌｙ）

图２互融Ｄ跳系统

在该系统下，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１）面向云媒体内容的安全访问和互动性，通过研究基
于密码方法的云媒体访问控制模型和方法，以及ＤＲＭ控制器与
移动多媒体终端应用相分离的远程执行机制，实现媒体内容
（权利）跨域、跨群组、跨平台的授权使用和可控分享，并有
效抵抗媒体用户的客户端恶意离线攻击，满足数字媒体内容访
问控制安全。

图ｉ层次化的云媒体社交网络体系构架

数字内容产业正面临着重大的挑战。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一挑战已经得到解决，使用数字版权保
护（ＤＲＭ）系统在第一阶段确保了对数字内容的适当管理。然
而，ＤＲＭ系统若不具备互操作性，将给数字内容终端用户带来
了巨大的使用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相同的数字内容被不同的、
不能相互交换的ＤＲＭ系统管理。Ｓｅｒｒａｏ ｃｔｇＪ给出了ＶＩＳＮＥＴ—ＩＩ卓
越网络框架，从而解决ＤＲＭ系统的互操作问题。此方法作为一
种创建一个不同系统之间的互操作环境和方式，包含在服务描
述和面向服务的架构的使用中。

ＤＶＤ０］提出了一个互操作的数字版权管理架构，
此架构由ＭＰＥＧ标准组在其新标准ＭＰＥＧ—Ｍ或者ＭＰＥＧ可扩展的中
间件（ＭＸＭ）推进。此标准旨在促进ＭＰＥＧ技术的打包和可重用
性，并为它制订了一个软件中间件平台和一套完整的ＡＰＩ和协
议。这些ＡＰＩ允许均匀通过一组标准协议进行模块通信，以处
理数字内容和开发通用多媒体应用。ＭＸＭ标准提供了必要的机
制来保护数字化知识产权权利，用必要的工具来保护数字媒
体，用必要的方式来完成授权权利的执行。
此外，在家庭自动化和数字化时代，随着移动互联网介
入的扩散，智能家居及其设备应该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访问。现存很多挑战如安全性、隐私性、易于配置、不兼容现
有设备、丰富的无线标准和嵌入式系统的有限资源等等。考虑
到这些挑战，文献［１１］提出了一个可信域家庭自动化平台，通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２）面向固定／移动媒体终端的接入和互操作性，通过
研究适合移动终端（用户）的可信接入双向认证安全协议，达
到ＵＣ可证明安全，实现合法授权的移动终端安全接入和快速切
换，以及不同平台下的媒体内容及其数字权利互操作和兼容，
进一步提高上层云媒体内容访问和分享过程中的安全性。
（３）面向数字媒体权利的共享和互换性，通过研究基于
粗糙集软计算理论的媒体权利潜在传播路径发现及其安全风险
评估方法，及时发现媒体权利的恶意传播与侵权行为，从而制
定更具针对性的访问控制安全策略。
３结束语
基于云媒体社交网络及其层次化体系结构的分析，综述了
ＤＲＭ系统跨平台使用、内容共享和消费电子设备互动等关键技
术。面向新兴的云媒体社交网络场景及其应用，本文提出了数
字版权管理的新方向——互融ＤＲＭ生态系统，并依据云媒体社交
网络的层次化特性，指出了三个亟待解决的开放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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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对于网络发现机制，是指感染主机如何找到控制服务器或
者通过其他的感染主机加入到僵尸网络中。对于防御方来说，
如果能够找到并切断感染主机和控制服务器之间的联系，就能
从根本上关停整个僵尸网络。集中式僵尸网络多采用简单的固
定ＩＰ或者域名的方式来发现控制服务器；Ｐ２Ｐ僵尸网络多借助
于Ｐ２Ｐ协议的动态发现机制；而近年来的攻击者开始采用多个

域名或ＩＰ并结合更新机制来提高僵尸网络的抗关停能力。
３检测和防御技术
３．１蜜罐检测
大规模网页挂马检测的基本思路是，使用爬虫爬取网站页
面，然后将爬取到的ＵＲＬ输入到客户端蜜罐中进行网页木马检
测。客户端蜜罐（ｃｌｉｅｎｔ ｈｏｎｅｙｐｏｔ）是由国际蜜网项目组（Ｔｈｅ
Ｈｏｎｅｙｎｅ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针对网页木马这种被动式的客户端攻击提
出的。在网页挂马的检测中，客户端蜜罐根据ＵＲＬ主动地向网
站服务器发送页面访问请求，并通过一定的检测方法分析服务

的第三方内容进行充分的安全审计。如基于代理的网页木马防
范、基于脚本重写的网页木马防范、基于浏览器不安全功能隔
离的网页木马防范等。
还可直接在客户端进行网页木马的防范，如ＵＲＬ黑名单过
滤、浏览器安全加固、操作系统安全扩展等。利用ＵＲＬ黑名单
过滤，将基于页面静态特征进行机器学习的检测方法与基于行
为特征的检测方法相结合，对其索引库中的页面进行检测来生
成一个被挂马网页的ＵＲＬ黑名单，从而封堵访问的入口。也可
对浏览器进行安全加固，修补所有己知的漏洞；或者对操作系
统进行安全扩展。

４结语
网页木马作为恶意程序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能够在客户
端访问页面的过程中高效、隐蔽地将恶意程序植入客户端，基
于Ｗｅｂ的被动式攻击模式使网页木马能十分隐蔽并有效地感染

大量客户端。基于网页挂马为主要传播方式的覆盖网络——僵

器返回的页面是否带有恶意内容。该技术在后续发展中逐步演

尸网络危害更大，具有更为专业化的攻击方式以及具备更强的

化为对僵尸网络进行监测的最为有效的技术。
客户端蜜罐分为高交互式和低交互式两种。高交互式客户
端蜜罐采用一个带有漏洞的浏览器与网站服务器交互，并采用
基于行为特征判定的方法进行网页木马检测；而低交互式客户
端蜜罐则轻量级地模拟出一个浏览器，页面获取模块模拟浏览
器向服务器发出页面访问请求，页面检测模块采用基于反病毒
引擎扫描、统计或机器学习等方法对获取的页面进行检测。
对于目前的僵尸网络的检测而言，使用蜜罐技术，采用的

自身安全性的命令与控制机制，已成为互联网多种类型安全威
胁的主要源头。本文分析了网页木马和僵尸网络的主要机理和
相关检测与防御技术，旨在帮助总结当前互联网安全面临的主
要威胁和提供一些积极应对的安防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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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以及ＤＮＳ的日志记录），而对异常模式的定义主要有传统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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