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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阐述了大量的密码学算法，用于实现OSI参考模型中的安全服务：消息摘要算法用于
验证数据完整性服务，对称加密算法和非对称加密算法用于保证数据保密性服务，数字签名算
法用于抗否认性服务。
安全，向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仅仅使用一种单纯的防御手段，很难达到我们所期
望的安全强度！安全的网络平台，需要多重密码学算法的有机结合！
数字证书集合了多种密码学算法：自身带有公钥信息，可完成相应的加密/解密操作；同时，
还带有数字签名，可鉴别消息来源；且自身带有消息摘要信息，可验证证书的完整性；由于证
书本身含有用户身份信息，因而具有认证性。

10.1 数字证书详解
数字证书具备常规加密/解密必要的信息，包含签名算法，可用于网络数据加密/解密交互，
标识网络用户（计算机）身份。数字证书为发布公钥提供了一种简便的途径，其数字证书则成
为加密算法以及公钥的载体。依靠数字证书，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简单的加密网络应用平台。
数字证书（Digital Certificate）也称为电子证书，类似于我们生活中的身份证，用于标识
网络中的用户（计算机）身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身份证需由公安机关的签发，而网络用
户（计算机）的身份凭证则需由数字证书颁发认证机构（Certificate Authority，CA）签发，只
有经过CA签发的证书在网络中才具备可认证性。
VeriSign（http://www.verisign.com/）、GeoTrust（http://www.geotrust.com/）和Thawte
（http://www.thawte.com/）是国际权威数字证书颁发认证机构的“三巨头”。其中，应用最为广
泛的是VeriSign签发的电子商务用数字证书。
通常，这种由国际权威数字证书颁发认证机构颁发的数字证书需要向用户收取昂贵的申请和
维护费用。但并不是所有的国际权威数字证书颁发认证机构都收费，CAcert（http://www.cacert.org/）
就是一个免费的数字证书颁发国际组织。随着用户群的增大和颁发手段的可信性，这种免费的数
字证书可信度也越来越高。
我国在每个省、直辖市设置有国家权威的数字证书颁发机构，比如北京市数字证书认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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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徽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中心等。
证书的签发过程实际上是对申请数字证书的公钥做数字签名，证书的验证过程实际上是对
数字证书的公钥做验证签名，其中还包含证书有效期验证。
数字证书如图10-1所示，这是由CA（www.zlex.org）颁发给自己的数字证书，也称为“根
证书”。
通过使用由CA颁发的数字证书，我们可以对网络上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解密和签名/验证
操作，确保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抗否认性。同时，数字证书中包含的用户信息可以明确地
标识交易实体身份，具有认证性，保证交易实体身份的真实性，从而保障网络应用的安全性。
实际上，数字证书是采用了公钥基础设施（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PKI），使用了相应
的加密算法确保网络应用的安全性：
❑ 非对称加密算法用于对数据进行加密/解密操作，确保数据的机密性。
❑ 数字签名算法对用于对数据进行签名/验证操作，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抗否认性。
❑ 消息摘要算法对用于对数字证书本身做摘要处理，确保数字证书完整性。

目前，数字证书中最为常用的非对称加密算法是RSA算法，与之配套使用的签名算法是
SHA1withRSA算法，而最为常用的消息摘要算法是SHA1算法，相关信息如图10-2所示。
图10-2中的签名算法sha1RSA为SHA1withRSA缩写形式，指纹算法（SHA1）即为消息摘
要算法。

图10-1 数字证书

图10-2 数字证书的详细信息

除了使用RSA算法外，我们还可以使用DSA算法。只是使用DSA算法无法完成加密/解密实
现，即这样的数字证书不包括数据加密/解密功能。
数字证书有多种文件编码格式，主要包含CER编码、DER编码等：
❑ CER（Canonical Encoding Rules，规范编码格式）是数字证书的一种编码格式，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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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Basic Encoding Rules，基本编码格式）的一个变种，比BER规定得更严格。
❑ DER（Distinguished Encoding Rule，卓越编码格式）同样是BER的一个变种，与CER的

不同之处在于：DER使用定长模式，而CER使用变长模式。
所有证书都符合公钥基础设施（PKI）制定的ITU-T X509国际标准（X.509标准），目前共
包含3个版本。
❑ PKCS（Public-Key Cryptography Standards，公钥加密标准）由 RSA 实验室和其他安全

系统开发商为促进公钥密码的发展而制定的一系列标准。
PKCS至今共发布过15个标准，常用标准主要包括PKCS#7、PKCS#10和PKCS#12。PKCS
常用标准详见表10-1。
表10-1 PKCS常用标准
公钥加密标准

描述信息

文件名后缀

PKCS#7

密码消息语法标准

.p7b、.p7c、.spc

PKCS#10

证书请求语法标准

.p10、.csr

PKCS#12

个人信息交换语法标准

.p12、.pfx

以上标准主要用于证书的申请和更新等操作，例如，PKCS#10文件用于证书签发申请，
PKCS#12文件可作为Java中的密钥库或信任库直接使用。
通常使用Base64编码格式作为数字证书文件存储格式，如图10-3所示。

图10-3 数字证书的Base64编码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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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数字证书后，可以将其保存在电脑里，也可以保存在IC卡或USB Key中。
我们在使用银行借记卡或信用卡进行网上交易时，为增强网络数据传输安全性使用银行提
供的“U盾”或其他设备。这种设备中实际上存储了银行提供的数字证书，并可通过设备上固
化的程序对数字证书做定期升级。

10.2 模型分析
在实际应用中，很多数字证书都属于自签名证书，即证书申请者为自己的证书签名。这类
证书通常应用于软件厂商内部发放的产品中，或约定使用该证书的数据交互双方。数字证书完
全充当加密算法的载体，为必要数据做加密/解密和签名/验证等操作。
本文以使用数字证书进行加密消息传递为例，介绍证书签发和加密交互操作。

10.2.1 证书签发
数字证书需要经由认证机构签发，其流程如图10-4所示。
证书申请者

认证机构

1：构建密钥对（）
2：发送算法、公钥和申请者部分信息
3：核实用户身份（）

4：颁发数字证书

图10-4 数字证书颁发流程

数字证书的颁发流程可简述为如下过程：
1）由数字证书需求方产生自己的密钥对。
2）由数字证书需求方将算法、公钥和证书申请者身份信息传送给认证机构。
3）由认证机构核实用户的身份，执行相应必要的步骤，确保请求确实由用户发送而来。
4）由认证机构将数字证书颁发给用户。
这里的认证机构如果是证书申请者本身，将获得自签名证书。

10.2.2 加密交互
当客户端获得服务器下发的数字证书后，即可使用数字证书进行加密交互，分别如图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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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10-6所示。
客户端

服务器端

1：使用公钥加密数据（）
2：发送加密数据

3：使用私钥对数据解密（）

图10-5 客户端请求服务器

客户端请求服务器将按如下步骤进行：
1）由客户端使用公钥对数据加密。
2）由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加密数据。
3）由服务器端使用私钥对数据解密。
读者朋友对这些操作应当不会感到陌生，它与本书之前讲到的基于非对称加密算法的消息
传递模型别无二致。
客户端

服务器端

1：使用私钥对待加密数据签名（）

2：使用私钥对数据加密（）

3：回应加密数据、数字签名
4：使用公钥对数据解密（）
5：使用公钥和解密数据验证签名（）

图10-6 服务器端响应客户端

服务器端完成客户端请求处理后，需经过以下几个步骤完成响应：
1）由服务器端使用私钥对待加密数据签名。
2）由服务器端使用私钥对数据加密。
3）由服务器向客户端回应加密数据和数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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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客户端使用公钥对数据解密。
5）由客户端使用公钥和解密数据验证签名。
数字证书的最佳应用环境是在HTTPS安全协议中，使用流程远比上述加密交互流程复杂，
但相关操作封装在传输层，对于应用层透明。在HTTPS安全协议中使用非对称加密算法交换密
钥，使用对称加密算法对数据进行加密/解密操作，提高加密/解密效率。

10.3 证书管理
任何机构或个人都可以申请数字证书，并使用由CA机构颁发的数字证书为自己的应用保
驾护航。
要获得数字证书，我们需要使用数字证书管理工具（如KeyTool和OpenSSL）构建CSR
（Certificate Signing Request，数字证书签发申请），交由CA机构签发，形成最终的数字证书。
本文以Windows操作系统操作KeyTool和OpenSSL为例，演示证书管理的相关操作。获得
数字证书后，我们可以使用数字证书提供的算法进行相应实现。

10.3.1 KeyTool证书管理
KeyTool是Java中的数字证书管理工具，用于数字证书的申请、导入、导出和撤销等操作。有
关Java 6下的KeyTool命令参见http://java.sun.com/javase/6/docs/technotes/tools/solaris/keytool.html。
KeyTool与本地密钥库相关联，将私钥存于密钥库，公钥则以数字证书输出。KeyTool位
于%JDK_HOME%\bin目录中，需要通过命令行进行相应的操作。
1. 构建自签名证书
申请数字证书之前，需要在密钥库中以别名的方式生成本地数字证书，建立相应的加密算
法、密钥、有效期等信息，同时需要提供用户身份信息，我们可以为自己签发一个数字证书
（即自签名证书）。
这里我们使用“www.zlex.org”作为别名，使用RSA作为加密算法，并规定密钥长度为
2048位，使用SHA1withRSA作为数字签名算法，欲签发有效期为36000天的数字证书。完整的
命令如代码清单10-1所示。
代码清单10-1 生成本地数字证书1
keytool -genkeypair -keyalg RSA -keysize 2048 -sigalg SHA1withRSA -validity
36000 -alias www.zlex.org -keystore zlex.keystore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genkeypair

表示生成密钥。

-keyalg

指定密钥算法，这里指定为RSA算法。

-keysize

指定密钥长度，默认1024位，这里指定为2048位。

-sigalg

指定数字签名算法，这里指定为SHA1withRSA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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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ity

指定证书有效期，这里指定为36000天。

-alias

指定别名，这里是www.zlex.org。

-keystore

指定密钥库存储位置，这里是zlex.keystore。

KeyTool工具支持RSA和DSA共2种算法，且DSA算法为默认算法。
执行上述命令后，可按相应的示输入用户的相关信息，如图10-7所示。

图10-7 生成本地数字证书

这里我们输入密码“123456”，也可通过参数“-storepass”指定密码“123456”。以
“www.zlex.org”作为用户的姓名。这里的用户并不是指代现实意义中的用户个体，而是指代网
络环境中的用户个体。因此，通常使用域名或带有通配符“*”的泛域名，如“*.zlex.org”标
识用户身份。
我们可以使用参数-dname指定用户信息，代替上述手动输入用户信息。完整的命令如代码
清单10-2所示。
代码清单10-2 生成本地数字证书2
keytool -genkeypair -keyalg RSA -keysize 2048 -sigalg SHA1withRSA -validity
36000 -alias www.zlex.org -keystore zlex.keystore -dname "CN=www.zlex.org, OU=zlex,
O=zlex, L=BJ, ST=BJ, C=CN"

经过上述操作后，密钥库中已经创建了数字证书。虽然这时的数字证书并没有经过CA认
证，但并不影响我们使用。
我们仍可以将数字证书导出，发送给合作伙伴进行加密交互。完整命令如代码清单10-3所示。
代码清单10-3 导出数字证书
keytool -exportcert -alias www.zlex.org -keystore zlex.keystore -file zlex.cer -rfc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exportcert

表示证书导出操作。

-alias

指定导别名，这里为www.zlex.org。

-keystore

指定密钥库文件，这里为zlex.key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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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输入密码“123456”，也可通过参数“-storepass”指定密码“123456”，将获得数
字证书文件“zlex.cer”。
执行上述命令后，操作结果如图10-8所示。

图10-8 导出数字证书

我们可以通过相应的命令在控制台打印数字证书的信息，命令如代码清单10-4所示。
代码清单10-4 打印数字证书
keytool -printcert -file zlex.cer

控制台打印数字证书信息如图10-9所示。

图10-9 打印数字证书

这里通过KeyTool工具直接导出的证书，是一个自签名的X.509第三版类型的根证书，并以
Base64编码保存。自签名证书虽然可以使用，但未经过CA机构认证，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在使用自签名证书时，我们需要将其导入系统。
2. 构建CA签发证书
如果要获取CA机构认证的数字证书，需要将数字证书签发申请（CSR）导出，经由CA机
构认证并颁发，同时将认证后的证书导入本地密钥库和信任库。
导出数字证书签发申请操作，如代码清单10-5所示。
代码清单10-5 导出数字证书签发申请
keytool -certreq -alias www.zlex.org -keystore zlex.keystore -file zlex.csr -v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certreq

表示数字证书申请操作。

-alias

指定别名，这里为www.zlex.org。

-keystore

指定密钥库文件，这里为zlex.keystore。

-file

指定导出文件路径，这里为zlex.csr。

-v

详细信息。

这里我们输入密码“123456”，也可通过参数“-storepass”指定密码“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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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上述命令后，将得到一个PKCS#10编码格式的数字证书签发申请文件，即文件
“zlex.csr”，操作结果如图10-10所示。

图10-10 导出数字证书签发申请

目前，由VeriSign（http://www.verisign.com/）、GeoTrust（http://www.geotrust.com/）和
Thawte（http://www.thawte.com/）国际权威数字证书颁发认证机构“三巨头”签发的数字证书价
格不菲，但这三大认证机构几乎都提供了用于测试的数字证书，读者朋友可以提交CSR文件内容，
获得相应的签发数字证书。这些用于测试的数字证书通常在时效上扩展功能等方面有限制。
当然，我们可以使用免费的国际权威数字证书颁发认证机构签发数字证书，如CAcert
（http://www.cacert.org/）。
获得签发后的数字证书后，需要将其导入信任库。导入数字证书操作，如代码清单10-6所示。
代码清单10-6 导入数字证书
keytool -importcert -trustcacerts -alias www.zlex.org -file zlex.cer -keystore zlex.keystore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importcert

表示导入数字证书。

-trustcacerts

表示将数字证书导入信任库。

-alias

指定导别名，这里为www.zlex.org。

-file

指定导入数字证书文件路径，这里为zlex.cer。

-keystore

指定密钥库文件，这里为zlex.keystore。

这里我们输入密码“123456”，也可通过参数“-storepass”指定密码“123456”，并输入
“Y”确认导入该证书。本文以自签名证书导入为例，执行上述命令操作的结果如图10-11所示。
导入证书后，我们可以通过相关命令查看该证书，命令如代码清单10-7所示。
代码清单10-7 查看导入数字证书
keytool -list -alias www.zlex.org -keystore zlex.keystore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list

表示导入数字证书。

-alias

指定别名，这里为www.zlex.org。

-keystore

指定密钥库文件，这里为zlex.keystore。

这里我们输入密码“123456”，也可通过参数“-storepass”指定密码“123456”。
执行上述命令操作的结果如图10-12所示。
我们也可以加入参数“-v”或“-rfc”查看该证书的详细信息。
完成上述操作后，我们需要使用证书导出命令导出数字证书（见代码清单10-3），并将其
发放给合作伙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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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1 导入数字证书

图10-12 查看导入数字证书

10.3.2 OpenSSL证书管理
OpenSSL（http://www.openssl.org/）是一个开放源代码软件包，由Eric A. Young 和 Tim J.
Hudson等人编写，实现了SSL及相关加密技术，是最常用的证书管理工具。OpenSSL功能远胜
于KeyTool，可用于根证书、服务器证书和客户证书的管理。相关操作可以参考官方文档
（http://www.openssl.org/docs/apps/openssl.html）。
我们可以在OpenSSL官网下载页面（http://www.openssl.org/source/）下载最新的源码（目
前最新版本为0.9.8l），下载后需对源码包进行编译后方能使用。OpenSSL官网提供了Windows
版的二进制发行版地址（http://www.slproweb.com/products/Win32OpenSSL.html），我们可以在
该页面下载最新的Windows版OpenSSL。
本文以Windows版OpenSSL为例，演示如何构建数字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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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工作
Windows版OpenSSL分为Win32和Win64共2个平台版本，请读者朋友注意选择合适的发行
版，本文选用Win32 OpenSSL v0.9.8l Light演示数字
证书构建相关操作。
有关Windows版OpenSSL安装操作与一般软件安
装并无差别，需要读者朋友注意的是OpenSSL的相关
配置。
❑ 环境变量

为了在命令行下方便使用OpenSSL，我们需要在
Windows环境变量对话框中对OpenSSL进行设置，如
图10-13所示。
设置系统变量OpenSSL_Home，并将其指向
OpenSSL的安装目录（C:\OpenSSL）。同时，将其执
行目录（%OpenSSL_Home%\bin;）加入系统变量
图10-13 OpenSSL系统变量配置

Path中。完成上述操作后，在命令行下执行OpenSSL
命令，如图10-14所示。
请 读 者 朋 友 注 意 ， 如 果 使 用 Wi n d o w s
Vista或Windows 7操作系统使用OpenSSL相关
命令时，必须使用管理员身份。
❑ 工作目录

图10-14 OpenSSL命令行操作

打开OpenSSL配置文件openssl.cfg（%OpenSSL_Home%\bin\openssl.cfg），找到配置
[CA_default]，如图10-15所示。

图10-15 OpenSSL初始配置

注意变量dir，它指向的是CA工作目录，本文将路径D:/ca作为CA工作目录，对变量dir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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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修改。对于其他变量，我们无需修改。
建立CA工作目录后，我们需要构建一些子目录，用于存放证书、密钥等。完整命令如代
码清单10-8所示。
代码清单10-8 构建CA子目录
echo 构建已发行证书存放目录 certs
mkdir certs
echo 构建新证书存放目录 newcerts
mkdir newcerts
echo 构建私钥存放目录 private
mkdir private
echo 构建证书吊销列表存放目录 crl
mkdir crl

我们将在创建证书时用到上述目录，最终在certs目录中获得证书文件。
接下来，我们需要构建一些文件，完整命令如代码清单10-9所示。
代码清单10-9 构建相关文件
echo
echo
echo
echo

构建索引文件 index.txt
0>index.txt
构建序列号文件 serial
01>serial

完成上述操作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证书的构建和签发工作了。
2. 构建根证书
在构建根证书前，需要构建随机数文件（.rand），完整命令如代码清单10-10所示。
代码清单10-10 构建随机数
echo 构建随机数 private/.rand
openssl rand -out private/.rand 1000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rand

随机数命令。

-out

输出文件路径，这里将随机数文件输出到private目录下。

这里的参数1000，指用来产生伪随机字节数。
上述命令执行结果如图10-16所示。

图10-16 构建随机数文件

请读者朋友注意，如果在Windows Vista或Windows 7中未能使用管理权限执行上述命令，
将无法创建随机数文件，如图10-17所示。

图10-17 构建随机数文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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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SL通常使用PEM（Privacy Enbanced Mail，隐私增强邮件）编码格式保存私钥。
接下来，我们需要构建根证书密钥（ca.key.pem），完整命令如代码清单10-11所示。
代码清单10-11 构建根证书私钥
echo 构建根证书私钥 private/ca.key.pem
openssl genrsa -aes256 -out private/ca.key.pem 2048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genrsa

产生RSA密钥命令。

-aes256

使用AES算法（256位密钥）对产生的私钥加密。可选算法包括DES、DESede、
IDEA和AES。

-out

输出路径，这里指private/ca.key.pem。

这里的参数2048，指RSA密钥长度位数，默认长度为512位。
上述命令执行结果，如图10-18所示。

图10-18 构建根证书私钥

这时我们需要输入根证书密码“123456”。
完成密钥构建操作后，我们需要生成根证书签发申请文件（ca.csr），完整命令如代码清单
10-12所示。
代码清单10-12 生成根证书签发申请
echo 生成根证书签发申请 private/ca.csr
openssl req -new -key private/ca.key.pem
"/C=CN/ST=BJ/L=BJ/O=zlex/OU=zlex/CN=*.zlex.org"

-out

private/ca.csr

-subj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req

产生证书签发申请命令。

-new

表示新请求。

-key

密钥，这里为private/ca.key.pem文件。

-out

输出路径，这里为private/ca.csr文件。

-subj

指定用户信息，这里使用泛域名“*.zlex.org”作为用户名。

上述命令执行结果，如图10-19所示。
这时我们需要输入根证书密码“123456”。
得到根证书签发申请文件后，我们可以将其发送给CA机构签发。当然，我们也可以自行
签发根证书。签发根证书完整命令如代码清单10-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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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9 生成根证书签发申请
代码清单10-13 签发根证书
echo 签发根证书 private/ca.cer
openssl
x509
-req
-days
10000
-sha1
-extensions
private/ca.key.pem -in private/ca.csr -out certs/ca.cer

v3_ca

-signkey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x509

签发X.509格式证书命令。

-req

表示证书输入请求。

-days

表示有效天数，这里为10000天。

-sha1

表示证书摘要算法，这里为SHA1算法。

-extensions

表示按OpenSSL配置文件v3_ca项添加扩展。

-signkey

表示自签名密钥，这里为private/ca.key.pem。

-in

表示输入文件，这里为private/ca.csr。

-out

表示输出文件，这里为certs/ca.cer。

上述命令执行结果，如图10-20所示。

图10-20 签发根证书

这时我们需要输入根证书密码“123456”。
OpenSSL产生的数字证书不能在Java语言环境中直接使用，需要将其转化为PKCS#12编码
格式。完整命令如代码清单10-14所示。
代码清单10-14 根证书转换
echo 根证书转换 private/ca.p12
openssl pkcs12 -export -cacerts -inkey private/ca.key.pem -in certs/ca.cer -out certs/ca.p12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pkcs12

PKCS#12编码格式证书命令。

-export

表示导出证书。

-cacerts

表示仅导出CA证书。

-inkey

表示输入密钥，这里为private/ca.key.pem。

-in

表示输入文件，这里为certs/ca.cer。

-out

表示输出文件，这里为certs/ca.p12。

上述命令执行结果，如图10-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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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1 根证书转换

这时我们需要输入根证书密码“123456”。
个人信息交换文件（PKCS#12）可以作为密钥库或信任库使用，我们可以通过KeyTool查
看该密钥库的详细信息。完整命令如代码清单10-15所示。
代码清单10-15 查看密钥库信息
keytool -list -keystore certs/ca.p12 -storetype pkcs12 -v -storepass 123456

注意，这里参数-storetype值为“pkcs12”。上述命令执行结果如图10-22所示。

图10-22 查看密钥库信息

现在，我们已经构建了根证书（ca.cer），我们可以使用根证书签发服务器证书和客户证书。
3. 构建服务器证书
服务器证书的构建与根证书构建相似，首先需要构建私钥。完整命令如代码清单10-16所示。
代码清单10-16 构建服务器私钥
echo 构建服务器私钥 private/server.key.pem
openssl genrsa -aes256 -out private/server.key.pem 2048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genrsa

产生RSA密钥命令。

-aes256

使用AES算法（256位密钥）对产生的私钥加密。可选算法包括DES、DESede、
IDEA和AES。

-out

输出路径，这里指private/server.key.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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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参数2048，指RSA密钥长度位数，默认长度为512位。
上述命令执行结果，如图10-23所示。

图10-23 产生服务器证书密钥

这时我们需要输入服务器证书密码“123456”。
完成服务器证书密钥构建后，我们需要产生服务器证书签发申请。完整命令如代码清单
10-17所示。
代码清单10-17 生成服务器证书签发申请
echo 生成服务器证书签发申请 private/server.csr
openssl req -new -key private/server.key.pem -out private/server.csr -subj
"/C=CN/ST=BJ/L=BJ/O=zlex/OU=zlex/CN=www.zlex.org"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req

产生证书签发申请命令。

-new

表示新请求。

-key

密钥，这里为private/ca.key.pem文件。

-out

输出路径，这里为private/ca.csr文件。

-subj

指定用户信息，这里使用域名“www.zlex.org”作为用户名。

上述命令执行结果，如图10-24所示。

图10-24 生成服务器证书签发申请

这时我们需要输入服务器证书密码“123456”。
我们已经获得了根证书，可以使用根证书签发服务器证书。完整命令如代码清单10-18所示。
代码清单10-18 签发服务器证书
echo 签发服务器证书 private/server.cer
openssl x509 -req -days 3650 -sha1 -extensions v3_req -CA certs/ca.cer -CAkey
private/ca.key.pem -CAserial ca.srl -CAcreateserial -in private/server.csr -out
certs/server.cer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x509

签发X.509格式证书命令。

-req

表示证书输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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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s

表示有效天数，这里为3650天。

-sha1

表示证书摘要算法，这里为SHA1算法。

-extensions

表示按OpenSSL配置文件v3_req项添加扩展。

-CA

表示CA证书，这里为certs/ca.cer。

-CAkey

表示CA证书密钥，这里为private/ca.key.pem。

-CAserial

表示CA证书序列号文件，这里为ca.srl。

-CAcreateserial

表示创建CA证书序列号。

-in

表示输入文件，这里为private/server.csr。

-out

表示输出文件，这里为certs/server.cer。

上述命令执行结果，如图10-25所示。

图10-25 签发服务器证书

这时我们需要输入服务器证书密码“123456”。
这里我们同样需要将OpenSSL产生的数字证书转化为PKCS#12编码格式。完整命令如代码
清单10-19所示。
代码清单10-19 服务器证书转换
echo 服务器证书转换 private/server.p12
openssl pkcs12 -export -clcerts
certs/server.cer -out certs/server.p12

-inkey

private/server.key.pem

-in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pkcs12

PKCS#12编码格式证书命令。

-export

表示导出证书。

-clcerts

表示仅导出客户证书。

-inkey

表示输入密钥，这里为private/server.key.pem。

-in

表示输入文件，这里为certs/ca.cer。

-out

表示输出文件，这里为certs/server.p12。

上述命令执行结果，如图10-26所示。

图10-26 服务器证书转换

这时我们需要输入服务器证书密码“123456”。
现在，我们已经构建了服务器证书（server.cer），并可使用该证书构建基于单向认证的网

第10章

终极武器—数字证书

349

络交互平台。
4. 构建客户证书
客户证书的构建与服务器证书构建基本一致，首先需要构建私钥。完整命令如代码清单
10-20所示。
代码清单10-20 产生客户私钥
echo 产生客户私钥 private/client.key.pem
openssl genrsa -aes256 -out private/client.key.pem 2048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genrsa

产生RSA密钥命令。

-aes256

使用AES算法（256位密钥）对产生的私钥加密。可选算法包括DES、DESede、
IDEA和AES。

-out

输出路径，这里指private/client.key.pem。

这里的参数2048，指RSA密钥长度位数，默认长度为512位。
上述命令执行结果，如图10-27所示。

图10-27 产生客户密钥

这时我们需要输入客户证书密码“123456”。
完成客户证书密钥构建后，我们需要产生客户证书签发申请。完整命令如代码清单10-21
所示。
代码清单10-21 生成客户证书签发申请
echo 生成客户证书签发申请 client.csr
openssl req -new -key private/client.key.pem -out private/client.csr -subj
"/C=CN/ST=BJ/L=BJ/O=zlex/OU=zlex/CN=zlex"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req

产生证书签发申请命令。

-new

表示新请求。

-key

密钥，这里为private/client.key.pem文件。

-out

输出路径，这里为private/client.csr文件。

-subj

指定用户信息，这里使用“zlex”作为用户名。

上述命令执行结果，如图10-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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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8 生成客户证书签发申请

这时我们需要输入客户证书密码“123456”。
我们已经获得了根证书，可以使用根证书签发客户证书（client.cer）。完整命令如代码清单
10-22所示。
代码清单10-22 签发客户证书
echo 签发客户证书 certs/client.cer
openssl ca -days 3650 -in private/client.csr
certs/ca.cer -keyfile private/ca.key.pem

-out

certs/client.cer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ca

签发证书命令。

-days

表示证书有效期，这里为3650天。

-in

表示输入文件，这里为private/client.csr。

-out

表示输出文件，这里为certs/server.cer。

-cert

表示证书文件，这里为certs/ca.cer。

-keyfile

表示根证书密钥文件，这里为private/ca.key.pem。

上述命令执行结果，如图10-29所示。

图10-29 签发客户证书

-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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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们需要输入客户证书密码“123456”，并同意签发证书。
最后，我们需要将获得客户证书转化Java语言可以识别的PKCS#12编码格式。完整命令如
代码清单10-23所示。
代码清单10-23 客户证书转换
echo 客户证书转换 certs/client.p12
openssl pkcs12 -export -inkey private/client.key.pem -in certs/client.cer -out certs/client.p12

各参数的含义如下所示：
pkcs12

PKCS#12编码格式证书命令。

-export

表示导出证书。

-clcerts

表示仅导出客户证书。

-inkey

表示输入密钥，这里为private/client.key.pem。

-in

表示输入文件，这里为certs/client.cer。

-out

表示输出文件，这里为certs/client.p12。

上述命令执行结果，如图10-30所示。

图10-30 客户证书转换

这时我们需要输入客户证书密码“123456”。
至此，我们完成了双向认证的所需的全部证书。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介绍如何构建基于双
向认证的网络应用。

10.4 证书使用
Java 6提供了完善的数字证书管理实现，我们几乎无需关注相关具体算法，仅通过操作密
钥库和数字证书就可完成相应的加密/解密和签名/验证操作。密钥库管理私钥，数字证书管理
公钥，私钥和密钥分属消息传递两方，进行加密消息传递。
因此，我们可以将密钥库看做私钥相关操作的入口，数字证书则是公钥相关操作的入口。
本文以KeyTool产生的密钥库和证书为例，演示证书使用相关操作。加载密钥库需要提供
密钥库文件路径和密钥库密码，如代码清单10-24所示。
代码清单10-24 加载密钥库
/**
* 获得KeyStore
* @param keyStorePath 密钥库路径
* @param password 密码
* @return KeyStore 密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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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ate static KeyStore getKeyStore(String keyStorePath, String password) throws Exception {
// 实例化密钥库
KeyStore ks = KeyStore.getInstance(KeyStore.getDefaultType());
// 获得密钥库文件流
FileInputStream is = new FileInputStream(keyStorePath);
// 加载密钥库
ks.load(is, password.toCharArray());
// 关闭密钥库文件流
is.close();
return ks;
}

加载密钥库后，我们就能通过相应的方法获得私钥，也可以获得数字证书。获得私钥实现
如代码清单10-25所示。
代码清单10-25 由密钥库获得私钥
// 获得密钥库
KeyStore ks = getKeyStore(keyStorePath, password);
// 获得私钥
PrivateKey privateKey = (PrivateKey) ks.getKey(alias, password.toCharArray());

这里通过我们已实现的getKeyStore()获得密钥库，输入别名（参数alias）和密码（参数
password）即可获得私钥。获得私钥后，可按照本书第8章介绍的RSA算法实现进行“私钥加
密，公钥解密”和“公钥加密，私钥解密”两项操作。
如果我们需要从密钥库中获得签名算法，只能通过由密钥库中获取的数字证书并强转为
X509Certificate实例，通过其getSigAlgName()方法获得对应的签名算法。完整代码如代码清单
10-26所示。
代码清单10-26 由密钥库获得数字证书构建数字签名对象
// 获得密钥库
KeyStore ks = getKeyStore(keyStorePath, password);
// 获得证书
X509Certificate x509Certificate = (X509Certificate) ks.getCertificate(alias);
// 构建签名，由证书指定签名算法
Signature signature = Signature.getInstance(x509Certificate.getSigAlgName());

获得数字签名对象后，我们可使用私钥进行签名操作。相关实现与本书第9章RSA算法实
现非常相似。
相比于密钥库操作，数字证书的操作更为简单，我们只需要给出数字整证书的路径，并加
载它即可。完整代码实现如代码清单10-27所示。
代码清单10-27 加载数字证书
/**
* 获得Certificate

第10章

终极武器—数字证书

353

* @param certificatePath 证书路径
* @return Certificate 证书
* @throws Exception
*/
private static Certificate getCertificate(String certificatePath) throws Exception {
// 实例化证书工厂
CertificateFactory certificateFactory = CertificateFactory.getInstance("X.509");
// 取得证书文件流
FileInputStream in = new FileInputStream(certificatePath);
// 生成证书
Certificate certificate = certificateFactory.generateCertificate(in);
// 关闭证书文件流
in.close();
return certificate;
}

目前，Java 6仅支持X.509类型的数字证书。
通过以上方式加载得到数字证书后，我们可以直接获取公钥，如代码清单10-28所示。
代码清单10-28 由数字证书获得公钥
// 获得证书
Certificate certificate = getCertificate(certificatePath);
// 获得公钥
PublicKey publicKey = certificate.getPublicKey();

得到公钥后，我们就可以参考本书第8章介绍的RSA算法实现进行“公钥加密，私钥解密”
和“私钥加密，公钥解密”两项操作。
如果使用数字证书进行验证签名操作时，需要将获得的证书对象强转为X509Certificate实
例。完整代码如代码清单10-29所示。
代码清单10-29 初始化签名对象
// 获得证书
X509Certificate x509Certificate = (X509Certificate) getCertificate(certificatePath);
// 由证书构建签名
Signature signature = Signature.getInstance(x509Certificate.getSigAlgName());
// 由证书初始化签名，实际上是使用了证书中的公钥
signature.initVerify(x509Certificate);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数字签名对象初始化（initVerify()方法）时使用了数字证书而非公钥。
该方法在内部实际上是使用数字证书的公钥。
至此，我们可使用数字证书做“私钥验证”操作。
上述操作的完整代码实现如代码清单10-30所示。
代码清单10-30 基于密钥库和数字证书的加密/解密和签名/验证操作
import java.io.FileInputStream;
import java.security.Key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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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import

java.security.PrivateKey;
java.security.PublicKey;
java.security.Signature;
java.security.cert.Certificate;
java.security.cert.CertificateFactory;
java.security.cert.X509Certificate;

import javax.crypto.Cipher;
/**
* 证书组件
* @author 梁栋
* @version 1.0
*/
public abstract class CertificateCoder {
// 类型证书X509
public static final String CERT_TYPE = "X.509";
/**
* 由KeyStore获得私钥
* @param keyStorePath 密钥库路径
* @param alias 别名
* @param password 密码
* @return PrivateKey 私钥
* @throws Exception
*/
private

static

PrivateKey

getPrivateKeyByKeyStore(String

keyStorePath,

String alias, String password) throws Exception {
// 获得密钥库
KeyStore ks = getKeyStore(keyStorePath, password);
// 获得私钥
return (PrivateKey) ks.getKey(alias, password.toCharArray());
}
/**
* 由Certificate获得公钥
* @param certificatePath 证书路径
* @return PublicKey 公钥
* @throws Exception
*/
private static PublicKey getPublicKeyByCertificate(String certificatePath)
throws Exception {
// 获得证书
Certificate certificate = getCertificate(certificatePath);
// 获得公钥
return certificate.getPublicKey();
}
/**
* 获得Certificate
* @param certificatePath 证书路径
* @return Certificate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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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ws Exception
*/
private static Certificate getCertificate(String certificatePath) throws Exception {
// 实例化证书工厂
CertificateFactory certificateFactory = CertificateFactory.getInstance (CERT_TYPE);
// 取得证书文件流
FileInputStream in = new FileInputStream(certificatePath);
// 生成证书
Certificate certificate = certificateFactory.generateCertificate(in);
// 关闭证书文件流
in.close();
return certificate;
}
/**
* 获得Certificate
* @param keyStorePath 密钥库路径
* @param alias 别名
* @param password 密码
* @return Certificate 证书
* @throws Exception
*/
private static Certificate getCertificate(String keyStorePath, String alias,
String password) throws Exception {
// 获得密钥库
KeyStore ks = getKeyStore(keyStorePath, password);
// 获得证书
return ks.getCertificate(alias);
}
/**
* 获得KeyStore
* @param keyStorePath 密钥库路径
* @param password 密码
* @return KeyStore 密钥库
* @throws Exception
*/
private static KeyStore getKeyStore(String keyStorePath, String password)
throws Exception {
// 实例化密钥库
KeyStore ks = KeyStore.getInstance(KeyStore.getDefaultType());
// 获得密钥库文件流
FileInputStream is = new FileInputStream(keyStorePath);
// 加载密钥库
ks.load(is, password.toCharArray());
// 关闭密钥库文件流
is.close();
return k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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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钥加密
* @param data 待加密数据
* @param keyStorePath 密钥库路径
* @param alias 别名
* @param password 密码
* @return byte[] 加密数据
* @throws Exception
*/
public static byte[] encryptByPrivateKey(byte[] data, String keyStorePath,
String alias, String password) throws Exception {
// 取得私钥
PrivateKey privateKey = getPrivateKeyByKeyStore(keyStorePath, alias, password);
// 对数据加密
Cipher cipher = Cipher.getInstance(privateKey.getAlgorithm());
cipher.init(Cipher.ENCRYPT_MODE, privateKey);
return cipher.doFinal(data);
}
/**
* 私钥解密
* @param data 待解密数据
* @param keyStorePath 密钥库路径
* @param alias 别名
* @param password 密码
* @return byte[] 解密数据
* @throws Exception
*/
public static byte[] decryptByPrivateKey(byte[] data, String keyStorePath,
String alias, String password) throws Exception {
// 取得私钥
PrivateKey privateKey = getPrivateKeyByKeyStore(keyStorePath, alias, password);
// 对数据加密
Cipher cipher = Cipher.getInstance(privateKey.getAlgorithm());
cipher.init(Cipher.DECRYPT_MODE, privateKey);
return cipher.doFinal(data);
}
/**
* 公钥加密
* @param data 待加密数据
* @param certificatePath 证书路径
* @return byte[] 加密数据
* @throws Exception
*/
public static byte[] encryptByPublicKey(byte[] data, String certificatePath)
throws Exception {
// 取得公钥
PublicKey publicKey = getPublicKeyByCertificate(certificatePath);
// 对数据加密
Cipher cipher = Cipher.getInstance(publicKey.get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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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her.init(Cipher.ENCRYPT_MODE, publicKey);
return cipher.doFinal(data);
}
/**
* 公钥解密
* @param data 待解密数据
* @param certificatePath 证书路径
* @return byte[] 解密数据
* @throws Exception
*/
public static byte[] decryptByPublicKey(byte[] data, String certificatePath)
throws Exception {
// 取得公钥
PublicKey publicKey = getPublicKeyByCertificate(certificatePath);
// 对数据加密
Cipher cipher = Cipher.getInstance(publicKey.getAlgorithm());
cipher.init(Cipher.DECRYPT_MODE, publicKey);
return cipher.doFinal(data);
}
/**
* 签名
* @param keyStorePath 密钥库路径
* @param alias 别名
* @param password 密码
* @return byte[] 签名
* @throws Exception
*/
public static byte[] sign(byte[] sign, String keyStorePath, String alias,
String password) throws Exception {
// 获得证书
X509Certificate x509Certificate = (X509Certificate) getCertificate
(keyStorePath, alias, password);
// 构建签名，由证书指定签名算法
Signature signature = Signature.getInstance (x509Certificate.getSigAlgName());
// 获取私钥
PrivateKey privateKey = getPrivateKeyByKeyStore(keyStorePath, alias, password);
// 初始化签名，由私钥构建
signature.initSign(privateKey);
signature.update(sign);
return signature.sign();
}
/**
* 验证签名
* @param data 数据
* @param sign 签名
* @param certificatePath 证书路径
* @return boolean 验证通过为真
* @throws 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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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static boolean verify(byte[] data, byte[] sign, String
certificatePath) throws Exception {
// 获得证书
X509Certificate x509Certificate = (X509Certificate) getCertificate(certificatePath);
// 由证书构建签名
Signature signature = Signature.getInstance(x509Certificate.getSigAlgName());
// 由证书初始化签名，实际上是使用了证书中的公钥
signature.initVerify(x509Certificate);
signature.update(data);
return signature.verify(sign);
}
}

我们假定密钥库文件zlex.keystore存储在D盘根目录，数字证书文件zlex.cer也存储在D盘根
目录。对上述代码做验证，如代码清单10-31所示。
代码清单10-31 基于密钥库和数字证书的加密/解密和签名/验证操作测试用例
import static org.junit.Assert.*;
import org.apache.commons.codec.binary.Hex;
import org.junit.Test;
/**
* 证书校验
* @author 梁栋
* @version 1.0
*/
public class CertificateCoderTest {
private String password = "123456";
private String alias = "www.zlex.org";
private String certificatePath = "d:/zlex.cer";
private String keyStorePath = "d:/zlex.keystore";
/**
* 公钥加密—私钥解密
* @throws Exception
*/
@Test
public void test1() throws Exception {
System.err.println("公钥加密—私钥解密");
String inputStr = "数字证书";
byte[] data = inputStr.getBytes();
// 公钥加密
byte[] encrypt = CertificateCoder.encryptByPublicKey(data, certificatePath);
// 私钥解密
byte[] decrypt = CertificateCoder.decryptByPrivateKey(encrypt,
keyStorePath, alias, password);
String outputStr = new String(decrypt);
System.err.println("加密前:\n" + input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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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err.println("解密后:\n" + outputStr);
// 验证数据一致
assertArrayEquals(data, decrypt);
}
/**
* 私钥加密—公钥解密
* @throws Exception
*/
@Test
public void test2() throws Exception {
System.err.println("私钥加密—公钥解密");
String inputStr = "数字签名";
byte[] data = inputStr.getBytes();
// 私钥加密
byte[] encodedData = CertificateCoder.encryptByPrivateKey(data,
keyStorePath, alias, password);
// 公钥加密
byte[] decodedData = CertificateCoder.decryptByPublicKey(encodedData,
certificatePath);
String outputStr = new String(decodedData);
System.err.println("加密前:\n" + inputStr);
System.err.println("解密后:\n" + outputStr);
assertEquals(inputStr, outputStr);
}
/**
* 签名验证
* @throws Exception
*/
@Test
public void testSign() throws Exception {
String inputStr = "签名";
byte[] data = inputStr.getBytes();
System.err.println("私钥签名—公钥验证");
// 产生签名
byte[] sign = CertificateCoder.sign(data, keyStorePath, alias, password);
System.err.println("签名:\n" + Hex.encodeHexString(sign));
// 验证签名
boolean status = CertificateCoder.verify(data, sign, certificatePath);
System.err.println("状态:\n" + status);
// 校验
assertTrue(status);
}
}

观察控制台输出，“公钥加密，私钥解密”输出如下所示：
公钥加密—私钥解密
加密前:
数字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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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后:
数字证书

“私钥加密，公钥解密”输出如下所示：
私钥加密--公钥解密
加密前:
数字签名
解密后:
数字签名

双向加密/解密操作完全通过！
我们再来关注签名/验证操作，控制台输出如下所示：
私钥签名--公钥验证
签名:
0f0344c3db3d3349a9037ce98468ae8ea1aa9fd70f47139928c2e986185401971e0382d991b56893
e07190304079955c79a06e1750045e27723e29d538664bd92c6dddeb0a6b51a76c32de5b5bdb8d2be493
dfbabc8d94855b215d0b5b775b6008f44caa0c4f6ca574cb5cea8c69427bbce07c662fcdcaef8a22e2dd
50d462cb
状态:
true

我们在无需知晓密钥和算法的前提下，完成了数据加密/解密和签名/验证操作。

10.5 应用举例
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数字证书主要应用于各种电子商务活动和电子政务活动。电子商务
活动主要包括网上缴费、网上炒股、网上购物等；电子政务活动主要包括网上招标投标、网上
签约、网上公文传送和网上报关等。
根据相应的活动需要数字证书也分为多种类型，主要包括：个人数字证书、单位数字证书、
单位员工数字证书、服务器数字证书、VPN数字证书、WAP数字证书、代码签名数字证书和表
单签名数字证书等。
许多软件公司在自己的软件中嵌入数字证书，可用于验证签名，从而有效地遏制软件的盗
版。同时，可以使用数字证书实现加密/解密操作，保护私密数据，进行加密网络交互。
数字证书常常与传输层SSL/TLS协议共同构建应用层HTTPS协议，确保网络交互安全。目
前，各大电子商务网站均使用HTTPS协议，确保网络交易安全。各种Web Service为确保数据交
互的安全性，通常使用HTTPS协议加强系统安全性。

10.6 小结
数字证书是密码学领域的终极武器，它集合了多种密码学算法：自身带有公钥信息，可完
成相应的加密/解密操作；同时，还带有数字签名，可鉴别消息来源；且自身带有消息摘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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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验证证书的完整性；由于证书本身含有用户身份信息，因而具有认证性。OSI参考模型五类
安全服务除访问控制服务外，均可通过数字证书实现。
数字证书要经权威数字证书颁发认证机构签发，VeriSign（http://www.verisign.com/）、
GeoTrust（http://www.geotrust.com/）和Thawte（http://www.thawte.com/）是国际权威数字证
书颁发认证机构的“三巨头”。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VeriSign签发的电子商务用数字证书。
由“三巨头”颁发的数字证书需要向用户收取昂贵的申请和维护费用，而CAcert
（http://www.cacert.org/）则是一个为我们提供免费数字证书颁发的国际组织。
KeyTool和OpenSSL 是我们常用的数字证书管理工具。KeyTool是Java中的数字证书管理工
具，用于数字证书的申请、导入、导出和撤销等操作。OpenSSL（http://www.openssl.org/）是
一个开放源代码软件包，由Eric A. Young 和 Tim J. Hudson等人编写，实现了SSL及相关加密技
术，是最常用的证书管理工具。
OpenSSL功能远胜于KeyTool，可用于根证书、服务器证书和客户证书的管理，常用来构
建双向认证服务。
Java 6完全支持X.509标准的数字证书，可配合使用密钥库和数字证书构建加密交互网络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