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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过去的三十多年，以域名系统（Domain Name

System，DNS）为代表的标识解析体系已经为互联网

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威尔信域名简报，截至

2018 年第 4 季度，顶级域的域名注册数达到 3.487 亿

个，同比 2017年增长 4.9%，域名系统服务规模进一步

扩大。此外，随着工业技术与泛在网络的发展，标识

体系正从以固定主机为中心，演化至以人、机、物、服

务、内容、数字对象为中心，其通信实体正在发生重要

演变，服务对象涉及医疗、工业、金融、自动化等多个

领域。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即利用标识编码技术

与标识解析技术建立工业互联网中工业设备与标识、

地址与标识、内容与标识等之间的映射关系，从而通过

标识控制工业设备、获取和处理工业数据、实现工业智

能化。工业互联网标识将传统互联网中的主机扩展到

物品、信息、机器、服务等资源，将 IP地址扩展到异主、

异地、异构的精细化信息集合。与传统互联网DNS地

位类似，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是工业互联网的入

口，是连接工业网络的关键神经系统，是互联互通、资

源调度、生产协调的重要基础设施。根据规划，到2020

年年底，初步建成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初

步构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建成 5个左右标识

解析国家顶级节点，标识注册量超过 20 亿。截至目

前，5个国家顶级节点均已上线。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已获得部分成效，

但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异构兼容、安全问题等。

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的进一步扩展，与人、机、物、服务

等的持续接入，未来万亿级连接、信息爆炸式增长、设

备高动态性等将给现有标识解析体系带来巨大的挑

战。因此，从顶层着手设计，构建简洁、高效、可靠、可

扩展、可信、安全的标识解析体系是工业、制造业良性

发展的重要需求。

2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研究现状

目前，全球存在多种标识解析体系，根据解决方式

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基于DNS进行扩展的改良路径与

可脱离DNS独立运行的革新路径两类。改良路径通

过对现有DNS架构进行扩展，提供面向工业网络的标

识解析服务，如Ecode、OID、EPCglobal体系等；革新路

径则提出一套全新的标识解析架构提供服务，如Han-

dle、UID等。本文对OID、Handle、Ecode 3种主流的标

识解析方案进行了对比（见表1）。

OID 与 Ecode 体系均依托 DNS 系统构建。由于

DNS架构及其扩展系统均采用层次化树状组网结构进

行映射数据存储管理和查询，所以OID 与 Ecode等基

于改良路径的标识解析体系严重依赖DNS服务，且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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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标识解析技术为人、物、料、工业设备等提供标识、路由、寻址等服务，是工业互联网的关键枢纽

与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标识解析技术已成为国内外重点研究方向，产学研及标准化组织已对该领域展

开了多项关键技术攻关。本文对相关领域研究现状与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探讨，阐释了进行新型标识解析

技术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然后讨论了新型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的设计目标与关键支撑技术，并提出

了一种去中心化高效标识解析系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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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和应答格式必须兼容DNS标准，查询时需进行域名

转换，大幅增加信息查询时延，降低解析响应速率，并

且其流量的大量涌入还会对正常的DNS 服务造成一

定影响。此外，基于改良路径的架构在安全和管理等

方面也存在诸多挑战，如单点故障、单点失效、服务劫

持与负载过重等。此外，层次化的解析结构可能导致

名称解析服务受到特殊组织控制，企业的安全和主权

无法得到保证，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尽管目前已经开展了一些革新式的新型探索方

案，如Handle体系对顶层设计进行了部分平行化架构

改进，但并没有彻底改变原有体系，解析服务权力不对

等和劫持风险等问题依旧存在。探索建立新型标识解

析系统，突破现有瓶颈，对更好地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体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新型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方案设计目标

与关键支撑技术

新型标识解析方案在设计目标上，应结合工业互

联网实际需求与现状、切实解决现有体系面临的问题

和挑战；在技术选择上，应充分考虑技术的先进性与成

熟度，保证实施可行有效。本文将针对新型标识解析

系统的设计目标与关键支撑技术进行探讨。

3.1 设计目标

新型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建设需实现异构标识解

析体系兼容、高性能标识解析服务、去中心化对等解析

和安全的标识解析服务4项目标。

（1）异构标识解析体系兼容

新型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方案需保证其能兼容现

存的其他标识解析体系，如OID、Ecode、Handle等。目

前，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领域呈现出多种技术共存的

局面，所以在设计上兼容多种标识解析体系，与不同体

系互联互通是新型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方案建设的基

础和关键。

（2）高性能标识解析服务

新型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方案需能提供高效稳定

的新型标识解析服务。鉴于工业网络对时延、稳定性、

移动性支持、鲁棒性等有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需构建

高效鲁棒的标识解析架构，设计合理的缓存算法、调度

策略、存储结构和解析机制，保证快速、高效、连续、支

持并发的解析服务。

（3）去中心化对等解析

新型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方案需实现去中心化

对等解析。传统的标识解析架构多采用树状分层结

构，存在解析服务被特殊权力组织控制的风险，一旦

解析服务无法正常提供，可能导致企业停产等恶劣影

响。因此，需设计去中心化对等新型组网架构与解析

机制，提供多利益主体共管、灵活可扩展的新型标识

解析服务。

（4）安全的标识解析服务

新型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方案需保证标识解析服

务具有较强的安全性。由于工业互联网连接企业数

据、企业资产、现场人员，所以对安全性要求高于传统

互联网与物联网。故需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标识解

析安全保障机制及系统，提供多节点、多级别身份鉴权

能力，支持操作追溯、操作查证、数据保护、数据可控、

数据防篡改等功能，提升标识解析的安全保障能力。

3.2 关键支撑技术

为实现上述新型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方案，可采

用关键支撑技术。首先，实现异构标识兼容有两种可

行方案，一是设计合理有效的算法对异构标识进行智

能识别，再将其请求重定向到相应体系；二是设计一种

兼容多种标识的新型标识体系，完成异构编码兼容。

其次，合理的缓存方案与基于SDN的负载均衡技术可

用于性能优化，提高解析响应速率；另外，分布式哈希

表（Distributed Hash Table，DHT）技术和区块链技术可

有效解决传统标识解析架构单点故障、权力不对等问

题。目前，各国的研究者都在抓紧研究基于区块链、

DHT等技术的去中心化对等分布式网络架构，探索新

型标识解析体系架构，以期在权力对等、稳定性、抗攻

击、可扩展性等方面带来较大改进；最后，DHT技术天

然抵抗DoS攻击、区块链具备不可篡改等优势，均可用

来增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的安全性。

区块链节点中数据的处理、查询效率受到区块链

架构的制约，如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复杂、生成新区块的

速度较慢等。并且区块链系统中所有的数据将存于区

块上，而每一个区块的大小固定且较小，将为数据存储

带来较大的制约。因此，基于区块链技术进行标识解

析架构优化虽然可以实现对等安全解析，但仍存在效

率较低、数据存储受限等问题。

4 去中心化高效标识解析系统

基于上述设计目标与可行有效的关键支撑技术，

本文设计了去中心化高效标识解析系统（Decentralized

Efficient Identifier System，DEIS），该系统能在实现对等

解析、保证一定安全性的情况下提供高效的解析服务。

DEIS系统对所有DHT节点和资源对象的名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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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哈希运算，并根据计算结果，将资源文件保存在与资

源关键字相对应的节点上，每个DHT节点都拥有自己

的地址空间，并保存一定范围内的资源对象。该方案

具有离散性、伸缩性与动态可扩展性三大优势。离散

性即构成系统的DHT节点没有任何中央式的协调机

制；伸缩性指该系统可支持海量DHT节点的高效率运

行；动态可扩展性指在DHT节点频繁加入、离开网络

甚至是停止工作的情况下，该系统仍能达到一定的可

靠度。

4.1 DEIS架构

DEIS架构分为全局域与局部域两层，其中全局域

由国家部署，可与5个国家顶级节点对接，局部域由同

一行业企业构成，各层主要组成部分如下：

（1）全局域

由全局域DHT节点构成，全局域DHT节点采用结

构化自组织P2P协议组建结构化P2P覆盖网络。全局

域用于分布式存储对象标识与其相应局部域入口的映

射关系，负责响应局部域边界节点的解析请求，并将对

象标识解析为目的局部域的边界节点地址，为跨域解

析提供支持。

（2）局部域

由局部域DHT节点与区块链鉴权认证节点构成，

局部域 DHT 节点采用结构化自组织 P2P 协议组建结

构化 P2P 覆盖网络。局部域 DHT 节点负责分布式存

储具体解析条目、提供对等解析服务；区块链鉴权认

证节点负责记录企业公钥、企业数据权限、操作记录

等信息，用于提供鉴权、验证等功能，并上传其解析请

求记录、操作记录，为实现可信对等解析、大数据分析

提供支持。

在DEIS架构中存在4种节点，其功能如下：

●边界节点

由局部域DHT节点选举产生，部署在局部域内，

作为该局部域与其他局部域、全局域通信与数据传输

的接口，为实现跨域解析服务提供支持。边界节点根

据各局部域DHT节点稳定性、服务处理能力、存储能

力、数据传输能力等由局部域内所有DHT节点自主选

举产生。边界节点选举完成后，该节点会将其相关信

息在其所在的局部域内广播，并在全局域DHT节点中

注册。同一局部域内可根据具体需要选举多个边界节

点形成边界节点组。

●全局域DHT节点

部署在全局域中，用于保存对象标识与相应局部

域的边界节点组的映射关系，为实现跨域解析服务提

供支持。当解析服务的请求者与解析服务的提供者不

属于同一域/行业时，其解析服务跨域/行业完成，局部

域需与全局域交互信息，实现解析服务提供者的定位，

从而完成解析服务。当行业1内某企业B发起解析请

求，该请求首先被发送至企业B所属局部域的DHT节

点N；节点N识别出该标识的解析条目不在本域内，将

解析请求发送至本域的边界节点；本局部域的边界节

点将解析请求发送至全局域；之后，全局域通过 DHT

路由算法查询到目的局部域的边界节点 J，并将解析请

求发送至目的局部域的边界节点；目的局部域的边界

节点 J通过DHT路由算法查询到目的服务节点M，并

向目的服务节点M发送解析请求；目的服务节点M响

应解析请求，并沿路返回解析结果，目的局部域边界节

点 J接收到解析结果后向其所在局部域的区块链鉴权

认证节点发送解析验证请求，以验证该解析结果是否

被篡改过；验证完成后，将结果与映射数据沿路返回给

企业B，完成解析服务。

●局部域DHT节点

部署在局部域中，用于存储标识与具体解析条目

的映射关系。当解析服务的请求者与解析服务的提供

者从属于同一局部域/行业时，其解析服务仅在域/行业

内完成，不会与全局域或其他局部域存在信息交互。

当行业1内某企业B发起解析请求，该请求首先被发送

至该企业所属局部域的DHT节点N；该DHT节点N通

过DHT路由算法对相应标识进行解析，找到目标DHT

节点K，并将解析请求发送至DHT节点K；DHT节点K

响应解析请求，并沿路返回解析结果；DHT节点N接收

到解析结果后向其所在局部域的区块链鉴权认证节点

发送解析验证请求，以验证该解析结果是否被篡改过；

验证完成后，DHT节点N将结果与映射数据返回给企

业B，完成解析服务。此外，每一个局部域DHT节点均

可作为候选边界节点参与选举，也可行使选举权选举

本局部域的边界服务节点。

●区块链鉴权认证节点

部署在局部域中，用于增强解析系统的安全性与

验证机制，负责记录企业公钥、企业数据权限、操作记

录等信息，用于提供鉴权、验证等功能，保证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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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防篡改、身份可信、数据可控、操作可信，实现标识

注册阶段的可信身份验证、存储阶段解析条目增删改

查的可信操作、解析阶段解析数据的合法检测等功能，

为实现可信的解析服务大数据分析提供支持。

4.2 DEIS架构的优势

相较于其他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方案，本方案具

备以下优势：

（1）可实现去中心化对等解析

由于工业互联网与企业的正常生产息息相关，所

以需要对等的解析服务。传统标识解析体系多采用树

状层次型架构，Handle体系虽然对顶层设计进行了部

分平行化改造，但仍存在权力不对等现象。而本方案

采用DHT技术进行组网，保证参与的企业节点权力对

等，可以提供去中心化对等标识解析服务。

（2）解析效率高

由于工业生产对时延更加敏感，所以需要高效的

解析服务。相较于使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对等解析，本

方案具有更高的解析效率。本方案采用DHT组网方

式，可保证解析复杂度为O（logN），其中N为DHT解析

节点数量，解析效率较高。

（3）动态可扩展性强

由于工业互联网连接数万家企业，经常会出现新

企业加入与旧企业离开，所以要求标识解析服务具有

较强的动态可扩展性。相较于使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对

等解析，本方案的动态可扩展性更强。由于区块链的

共识机制复杂、生成新区块的速度较慢，导致其动态可

扩展性较弱。本方案采用一致性散列等技术可保证企

业DHT节点的快速加入与离开，且无论任何节点的离

开均不影响解析服务的正常提供。

（4）安全性强

由于工业互联网背后连接了企业数以万计的资

产，所以需要安全性强的解析服务。本方案采用DHT

节点对映射数据进行分布式存储和冗余备份，具备天

然抵抗DoS攻击的优势。此外，本方案在关键步骤借

助区块链去中心、防篡改等优势，保证身份可信、操作

可信、数据可控、合法检测，提升系统的安全保障能力，

实现高效鲁棒性，是对等安全的新型标识解析系统。

5 结束语

本文对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研究的现状与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开展新型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方案设计的重要性进行了讨论，之后阐述了设计

目标与关键支撑技术，最后基于上述内容提出了一种

可信对等的新型标识解析方案。该方案采用DHT技

术进行组网、存储和解析，借助区块链技术对该架构的

安全性进行增强，具备对等、高效、安全、动态可扩展等

优势，可作为未来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构建的备

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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