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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互联网协议技术及应用空间互联网协议技术及应用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of Space Network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of Space Network

认为空间互联网作为地面互联网向临近空间、地球轨道空间甚至深空空间

的拓展，在通信中继、对地观测和导航定位等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介绍了典型

空间互联网的体系结构，针对链路差异、拓扑动态和网络异构的特点，提出了空间

互联网中协议体系、路由技术、网络安全和网络仿真等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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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network,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cations relay,

earth observation and navigation, is regarded as the extension of Internet to near

space, earth's orbit space and even deep space. In this paper, the typical system

architecture of space network is introduced. Moreover,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links, dynamic topology and heterogeneous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space

network, the key technologies such as protocol architecture, routing, network

security and network simulator are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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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间互联网

无线通信和控制技术的快速发展

与未来信息全球化和宇宙探测

的迫切需求，促使传统地面互联网络

向临近空间、地球轨道空间甚至深空

空间拓展 [1]。通过空间无线通信和地

面有线通信技术，将在轨卫星、空间

飞行器和地面设施等构成互联互通

的空间互联网，在通信中继、对地观

测和导航定位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1.1 网络结构

典型的空间互联网包含卫星通

信系统、临近空间通信系统和地面通

信系统 [2]，如图 1 所示。卫星通信系

统由地球轨道卫星构成，包括地球同

步轨道卫星、中轨卫星和低轨卫星

等，节点间通过星间链路（ISLs）互

联，与临近空间和地面节点通过星地

链路（SGLs）连接。卫星通信系统能

够提供空间互联网中其他节点广泛

稳定的通信接入中继服务，并能为更

远距离深空探测器提供通信支持。

临近空间通信系统包括亚轨道区间

飞行器，如处于准静止状态的高空飞

艇、气球和高速飞行的无人机等。地

面通信系统包括地面接收站、车辆、

船只和人员等，通过有线网、无线移

动和自组织网络等方式互联组网。

1.2 网络特点

空间互联网由在轨卫星、临近空

间飞行器和地面网络构成，与传统地

面通信网络相比，具有 3个特点 [3]。

（1）链路差异：空间互联网中链

路模型方面包含卫星和临近空间无

线连接，地面无线和有线连接等。其

中卫星和临近空间无线连接链路传

输时延大、误码率高、上下行传输速

率不对称，与地面无线和有线连接环

境存在显著差异。

（2）拓扑动态：空间互联网中拓

扑结构包含周期运动的卫星，固定的

地面接收，准静止的高空飞艇、气球

和动态的无人机、地面车辆、船只和

人员等。不同节点间连接中断频繁，

导致网络拓扑高度动态。

（3）网络异构：空间互联网中不

同通信子网通信环境不同，存在单

播、组播和广播的传输模式，面向连

接和非连接的传输协议，直接通信和

中继通信方式，网络高度异构。

2 空间互联网应用
空间互联网将临近空间、地球轨

道空间甚至深空空间的飞行器、卫星▲图1 空间互联网组成示意

临近空间
通信系统

卫星
通信系统

地面
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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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探测器组网，集成兼容了卫星通信

系统、临近空间通信系统和地面通信

系统，支撑全球范围通信覆盖需求，

部署灵活多样，在通信中继、对地观

测和导航定位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2.1 通信中继

空间互联网覆盖范围广，在轨卫

星、临近空间飞行器和地面通信设备

互联，不仅能够与现有通信系统配

合，为全球任意地区特别是远洋、山

区等基础设施匮乏的区域提供通信

中继支持，而且能够在地震和海啸等

灾后或战争期间现有通信系统遭到

破坏的场景下，提供应急通信服务。

2.2 对地观测

对地观测卫星搭载多种成像载

荷飞行器和地面监测平台相互配合，

能够实现对地球热点区域快速、全方

位精确观测，并通过空间互联网将数

据传输至地面监测中心处理。

2.3 导航定位

导航卫星通过发送导航信号，能

够为陆地、海上和空中用户提供导

航、定位和授时等服务，同时临近空

间飞行器和地面设施能够提供辅助

增强定位，并在卫星导航功能失效或

收到干扰为用户提供替代服务。

3 空间互联网关键技术
空间互联网是地面互联网向空

间方向的扩展。然而链路差异大、拓

扑动态和集成异构等特点，对空间互

联网应用提出了挑战，因此亟需在协

议体系、路由技术、网络安全和网络

仿真等关键技术领域开展研究。

3.1 协议体系

为完成通信任务，网络中各节点

在收发数据时应遵守相应准则，即网

络协议。网络协议体系是针对网络

各层环境和需求而形成的网络协议

集合，是网络节点互联互通的必要条

件。目前空间互联网使用的协议体

系可分为 3 类：传输控制协议（TCP）/
IP 协议及改进，空间数据系统咨询委

员会（CCSDS）协议及容迟 /容断网络

（DTN）协议 [4]。

3.1.1 TCP/IP协议及改进

传统 TCP/IP 协议针对地面网络

设计，假定了网络中链路传播时延

短、误码率低且存在端到端的连接。

而空间互联网长传播时延、高误码率

特性降低了 TCP/IP 协议效率，甚至无

法完成数据传输。对此研究人员提

出了改进协议，包括基于参数的改进

协议，基于端到端的改进协议和基于

分割的改进协议 [5]。基于参数的改进

协议优化了参数配置；基于端到端的

改进协议修改了传统协议中拥塞控

制和差错检测方案，如 TP-Planet 和
TCP-Westwood 协议；基于分割的改进

协议根据具体网络环境，分割数据传

输链路并分别对应处理，如空间通信

协议标准-传输协议（SCPS-TP）和比

例显式控制协议（P-XCP）。 TCP/IP
协议及改进技术成熟，和地面网络互

联简便，然而空间互联网不同子网对

其适应程度不同，因此效率较低。

3.1.2 CCSDS协议

CCSDS 协议是空间数据系统咨

询委员会提出的针对空间通信的协

议体系，包括数据链路层至传输应用

层一系列协议，如 CCSDS 文件传输协

议（CFDP），空间通信协议网络规范

协 议（SCPS- NP），高 级 在 轨 系 统

（AOS）协议等 [6]。CCSDS 协议虽然较

为完善，但是不适于移动接入情况，

不能直接与传统地面网络互联。

3.1.3 DTN协议

DTN协议是由 Fall等于 2003年提

出 针 对 空 间 互 联 网 提 出 的 协 议 体

系。为实现不同子网间异构互联，

DTN 协议体系在应用层与传输层之

间引入覆盖层，使子网底层协议能够

与子网环境相匹配，包含 Bundle 协

议 ，Licklider 传 输 协 议（LTP）和

Saratoga 协议等 [7]。DTN 采用存储转

发的方式，应对网络断续连接的特

性。DTN 协议将连接分为两类：永久

连接和间断连接（包括安排、机会和

预测连接），定义了 3 种数据传输优

先级和 8 种传输选项，实现数据在异

构动态网络中的传输，为空间互联网

建设提供可行方案。

3.2 路由技术

数据在网络中传输路径规划需

要路由技术的支持。高效、可靠的路

由技术可以提高网络吞吐量，减少网

络拥塞，减少端到端的时延。而链路

差异、动态拓扑和网路异构特点使得

传统地面路由技术不适用于空间互

联网。空间互联网的路由技术亟需

深入研究。

3.2.1 卫星通信系统路由技术

卫星网络拓扑周期性变化，经典

的卫星通信系统路由设计都采用了

离散化的方法，包括虚拟拓扑路由、

区域划分路由和按需驱动路由。

虚拟拓扑路由采用时间离散，根

据卫星运动周期性规律，将网络周期

划分为时隙，在时隙内网络拓扑保持

不变，将动态的网络映射为时间离散

的网络快照 [8]。该类路由借鉴了静态

路由计算方案，但对于突发状况适用

性不强，对节点存储需求较高。区域

划分路由采用空间离散，将地球表面

划分成不同的逻辑区域，卫星逻辑地

址为星下点对应区域编号 [9]，在路由

计算时依据逻辑地址进行规划。该

类路由屏蔽了卫星节点的移动，但只

适用于规则拓扑结构网络，计算出的

路径未必最优。按需驱动路由根据

数据传输的需求更新网络拓扑，无数

据发送时保持拓扑结构不变 [10]。该

类路由在网络节点数和传输数据量

较小的场景中能减小网络离散数目，

但是对复杂网络适应性不强。

3.2.2 临近空间通信系统路由技术

临近空间通信系统包含准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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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空飞艇、气球和高速飞行的无人

机，主要通过节点移动和链路状态预

测 [11]，或针对卫星-临近空间飞行器-
地面站多层次的网络结构，设计负载

均衡或最小跳数的路由方案。

3.3 网络安全

空间互联网中开放式的通信环

境和异构的网络结构，易受到不同层

次不同程度的干扰和攻击，带来网络

安全威胁 [12]。网络安全与网络建设

和应用息息相关，针对空间互联网的

安全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3.3.1 安全协议体系

空间互联网具有多层次的协议

体系，针对不同层位置和功能设计相

应的安全机制 [13]。安全协议体系应

遵守上层安全机制不能违反底层安

全机制和各层安全机制相互关联等

要求。具体而言，物理层安全服务指

数据流机密完整性，数据链路层安全

服务指连接机密性和认证，网络层和

传输层安全指认证、访问控制，应用

层安全指机密完整性、认证和访问控

制等。同时针对空间互联网动态拓

扑特性，跨层设计的安全协议引起广

大学者关注。

3.3.2 安全机制

空间互联网安全需要相应的安

全服务机制，如加密、认证和访问控

制等 [14]。加密是指为保证机密性，通

过对称或非对称的密码算法，对数据

进行加密，防止非授权用户获取信息

的技术。认证是指通过密码等方式

获取接入或访问网络的权限，防止伪

装用户攻击的技术，可细分为身份、

数据源认证和秘钥交换等。访问控

制是指限制访问和使用网络资源的

技术。主要有 3 种方式，即主动性、

执行性和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3.4 网络仿真

空间互联网的建设具有高投入、

高风险特点。因此，通过搭建仿真平

台，对拟建设的通信系统进行评估，

确定其具体性能指标，并对数据的网

络传输过程进行直观的显示显得尤

为重要 [15]。现有的仿真平台主要有

NS2、OPNET、ION 等。此外，中国的

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也自主开发了

相应的仿真平台。其中，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在物理层仿真方面成果显著，

哈尔滨工业大学提出并设计了基于

高层体系结构的分布式仿真平台。

4 结束语
空间互联网是地面互联网络向

临近空间、地球轨道空间甚至深空空

间的拓展。在轨卫星、空间飞行器和

地面设施互联互通，满足全球范围的

通信覆盖，部署灵活多样，在通信中

继、对地观测和导航定位等领域发挥

重要作用。空间互联网具有链路差

异、拓扑动态和网络异构的特点，对

空间互联网的应用提出了挑战，因此

亟需对协议体系、路由技术、网络安

全和网络仿真等关键技术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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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于空间网络、DTN 网络
等领域研究；曾参与多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发表
论文3篇，申请专利5项。

张钦宇，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
长；现从事深空通信、认知
无线电及其网络、空天网络
一体化、脉冲超宽带、生物
医学电子等领域的研究；主
持和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青
年基金等项目；近5年来发

表期刊及会议论文154篇，获得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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