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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以来，源远流长的科学精神和逐步形成的学术规范，使西方国家在自然科学的
各个领域取得了垄断性的优势；也正是这样的优势，使美国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六十多年间名
家辈出、独领风骚。在商业化的进程中，美国的产业界与教育界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计算机
学科中的许多泰山北斗同时身处科研和教学的最前线，由此而产生的经典科学著作，不仅擘
画了研究的范畴，还揭示了学术的源变，既遵循学术规范，又自有学者个性，其价值并不会
因年月的流逝而减退。
近年，在全球信息化大潮的推动下，我国的计算机产业发展迅猛，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日
益迫切。这对计算机教育界和出版界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专业教材的建设在教育战略
上显得举足轻重。在我国信息技术发展时间较短的现状下，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其计算机科学
发展的几十年间积淀和发展的经典教材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因此，引进一批国外优秀计
算机教材将对我国计算机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是与世界接轨、建设真正
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较早意识到“出版要为教育服务”。自 1998 年开始，我们
就将工作重点放在了遴选、移译国外优秀教材上。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与 Pearson、
McGraw-Hill、Elsevier、MIT、John Wiley & Sons、Cengage 等世界著名出版公司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从它们现有的数百种教材中甄选出 Andrew S. Tanenbaum、Bjarne Stroustrup、
Brian W. Kernighan、Dennis Ritchie、Jim Gray、Afred V. Aho、John E. Hopcroft、Jeffrey
D. Ullman、Abraham Silberschatz、William Stallings、Donald E. Knuth、John L. Hennessy、
Larry L. Peterson 等大师名家的一批经典作品，以“计算机科学丛书”为总称出版，供读者
学习、研究及珍藏。大理石纹理的封面，也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品位和格调。
“计算机科学丛书”的出版工作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鼎力相助，国内的专家不仅提供了
中肯的选题指导，还不辞劳苦地担任了翻译和审校的工作；而原书的作者也相当关注其作品
在中国的传播，有的还专门为其书的中译本作序。迄今，“计算机科学丛书”已经出版了近
500 个品种，这些书籍在读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并被许多高校采用为正式教材和参考书
籍。其影印版“经典原版书库”作为姊妹篇也被越来越多实施双语教学的学校所采用。
权威的作者、经典的教材、一流的译者、严格的审校、精细的编辑，这些因素使我们的
图书有了质量的保证。随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和教材改革的逐渐
深化，教育界对国外计算机教材的需求和应用都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尽善尽
美，而反馈的意见正是我们达到这一终极目标的重要帮助。华章公司欢迎老师和读者对我们
的工作提出建议或给予指正，我们的联系方法如下：
华章网站：www.hzbook.com
电子邮件：hzjsj@hzbook.com
联系电话：（010）88379604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南街 1 号
邮政编码：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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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信息化大潮的推动下，计算机与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并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今已经
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人们对计算机和网络的
依赖程度日益增强。与此同时，由于计算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等国家关键领域中的应用，使
得计算机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脆弱性，必然会导致信息化社会
的脆弱性。目前，世界各国计算机犯罪案件的不断增加，就充分说明了计算机安全问题的严重
性。因此，人们对教育中计算机安全及相关主题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计算机安全理论和技术
已经成为信息科学与技术中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
为了满足人们对计算机安全知识教育的需求，近年来国内出版了许多有关密码学、计算机
网络安全和计算机系统方面的专业书籍、教材和科普读物等，特别是随着许多高校中信息安全
专业的创建，国内出版了多套信息安全专业教材。这无疑对计算机安全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但很少有这样一本参考书：它完全涵盖计算机安全的各个领域，不但包括相关的技术和
应用方面的内容，还包含管理方面的内容，使得任何一个从事计算机安全领域研究和学习的人
都能从中获取自己关心的知识；它深入浅出，无论是初涉计算机安全领域的学生，还是专业技
术人员或者学术研究人员，阅读之后都会受益匪浅；它内容新颖，反映了计算机安全领域技术
与管理的发展现状。本书就是这样一本具备了上述特点的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书，既可以作为教
材，也可供技术人员参考。
很多阅读过计算机数据通信与网络领域相关书籍的读者可能已经对威廉·斯托林斯
（William Stallings）这个名字耳熟能详，本书是威廉·斯托林斯的又一力作。威廉·斯托林斯
早年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他是世界知名计算机学者和畅销教材作者，已
经撰写了 18 部著作，出版了 70 多本书籍，内容涉及计算机安全、计算机网络和计算机体系结
构等领域，堪称计算机界的全才。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威廉·斯托林斯博士曾经多次获得由
美国“教材和学术专著作者协会”颁发的“年度最佳计算机科学教材”奖。目前，威廉·斯
托林斯博士还创建并维护着计算机科学学生资源网站（Computer Science Student Resource Site）
ComputerScienceStudent.com。这个网站为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以及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了各
种主题的相关文档和链接，供他们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参考。
本书的特点是内容详尽、覆盖面广，阐述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易于理解，系统地概览了
计算机安全领域的最新发展状况和趋势。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计算机安
全领域中涉及的绝大部分知识。
本书第 4 版在第 1 版、第 2 版和第 3 版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了修订，特别补充了计算机安
全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技术，并对前三版的内容进行了优化，使内容更为系统和紧凑，更适合读
者阅读或参考。
全书共包含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计算机安全技术与原理”，涵盖支持有效安全策略
所必需的所有技术领域；第二部分“软件和系统安全”，主要涉及软件开发和运行带来的安全
问题及相应的对策；第三部分“管理问题”，主要讨论信息安全与计算机安全在管理方面的问
题，以及与计算机安全相关的法律和道德方面的问题；第四部分“密码编码算法”，包括各种
类型的加密算法和其他类型的加密算法；第五部分“网络安全”，关注的是为在 Internet 上进行
通信提供安全保障的协议和标准及无线网络安全等问题。此外，各章后面都有一定数量的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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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复习题供读者练习，以加深对书中内容的理解。同时，各章后面还附上了一些极有价值的参
考文献，利用这些资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对计算机安全方面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深入
学习和研究。
本书由贾春福和高敏芬组织翻译，参加翻译的人员还包括梁爽、王雅飞、董奇颖、陈孟
骐、王钟岳、王小璐和武少强等。李瑞琪、邵蔚、哈冠雄、党凯、陈喆、闫红洋、李士佳、吕
童童、程晓阳和严盛博等也参与了部分翻译或者校对工作。全书由贾春福和高敏芬统稿和审
校。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对书中明显的错误做了修正。本书的翻译得到了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
公司温莉芳总编辑、朱劼编辑的关注和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翻译国外著名作家的经典书籍是极具挑战性的，因为经典书籍不仅具有深度，在内容上也
各具特色，常常引经据典，这对我们的翻译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压力。我们本着对读者认真负责
的宗旨，力求做到技术内涵的准确无误以及专业术语的规范统一，力求达到“信达雅”的翻译
水准。但是，限于译者水平，加之时间仓促，翻译不妥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阅读本书的
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译者
于天津南开园
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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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版新增内容
自本书第 3 版出版以来，计算机安全领域又持续出现了一些改进和创新。在新版本中，我
们试图展现这些改进和创新，同时，力求在深度和广度上涵盖整个计算机安全领域。在第 4 版
修订之初，许多讲授该领域课程的教授和从事该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又重新仔细地审查了本书
的第 3 版。第 4 版修订和完善了其中多处描述，并对相关的图表进行了改进。
除了这些适用于教学和便于阅读方面的改进外，本书也对一些实质性的内容进行了修订。
下面列出的是其中一些较显著的修订：
● 数据中心安全：第 5 章增加了一节有关数据中心安全的内容，其中包括有关可靠性等
级的 TIA-942 标准的内容。
● 恶意软件：在第 6 章中，对有关恶意软件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包含了宏病毒及其结构
的相关内容，因为现在它们是病毒恶意软件的最为常见的形式。
● 虚拟化安全：考虑到组织和云计算环境中对虚拟化系统的使用越来越多，在第 12 章中对
有关虚拟化安全的内容进行了扩展，增加了用于增强这些环境安全的虚拟防火墙的讨论。
● 云安全：第 13 章新增了有关云安全的讨论，包括云计算的介绍、云安全的关键概念、
云安全方法的分析和一个开源的示例。
● IoT 安全：第 13 章新增了有关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安全的讨论，包括 IoT
介绍、IoT 安全问题综述和一个开源的示例。
● SEIM：第 18 章更新了有关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SIME）系统的讨论。
● 隐私：第 19 章针对隐私问题及其管理增加了有关道德和法律方法的讨论，以及与大数
据相关的隐私问题。
● 认证加密：认证加密已经成为各种应用和协议中日益广泛使用的加密工具。第 21 章新
增了有关认证描述的讨论，并描述了一个重要的认证加密算法—分支编码本（Offset
CodeBook，OCB）模式。

背景
近年来，在高等教育中对计算机安全及相关主题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导致这一状况的因
素很多，以下是其中两个突出的因素：
1）随着信息系统、数据库和基于 Internet 的分布式系统与通信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再
加上各种与安全相关的攻击愈演愈烈，各类组织机构开始意识到必须拥有一个全面的信息安全
策略。这个策略包括使用特定的软硬件和培训专业人员等。
2）计算机安全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信息安全教育（Information Security Education）或
者信息保障教育（Information Assurance Education），由于与国防和国土安全密切相关，在美国
和其他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目标。NSA/DHS 信息保障 / 网络防御国家卓越学术中心以
政府的身份负责计算机安全教育标准的制定。
由此可预见，关于计算机安全的课程在大学、社区学院和其他与计算机安全及相关领域相
关的教育机构中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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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本书的目标是概览计算机安全领域的最新发展状况。计算机安全设计者和安全管理者关注
的问题主要包括：定义计算机和网络系统面临的威胁，评估这些威胁可能导致的风险，以及制
定应对这些威胁的恰当的、便于使用的策略。
本书将就以下主题进行讨论：
● 原理：虽然本书涉及的范围很广，但有一些基本原理会重复出现在一些领域中，比如
有关认证和访问控制的原理。本书重点介绍了这些原理并且探讨了这些原理在计算机
安全的一些特殊领域中的应用。
● 设计方法：本书探讨了多种满足某一方面的计算机安全需求的方法。
● 标准：在计算机安全领域，标准将越来越重要，甚至会处于主导地位。要想对某项技术
当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有正确的认识，需要充分理解与该项技术相关的标准。
● 实例：书中的许多章中都包含一节来展示相关原理在真实环境中的应用情况。

对 ACM/IEEE 计算机科学课程 2013 的支持
本书是为学术研究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编写的。作为教科书，它面向的对象主要是计算
机科学、计算机工程和电子工程专业的本科生，授课时间可以是一或两个学期。本书第 4 版
的设计目标是支持 ACM/IEEE 计算机科学课程 2013（CS2013）推荐的内容。CS2013 课程推
荐的内容首次包含了信息保障和安全（IAS），将其作为知识领域列入计算机科学知识体系之
中。CS2013 将所有需要讲授的课程内容分为三类：核心 1 级（所有的主题都应涵盖在课程
体系中），核心 2 级（全部或大部分主题应当包含在课程体系中），选修内容（具有一定广度和
深度的选修主题）。在 IAS 领域中，CS2013 包含 3 个核心 1 级的主题、5 个核心 2 级的主题和
许多选修主题，每一个主题都包含一些子主题。本书包含 CS2013 的核心 1 级和核心 2 级的全
部内容，同时也包含了 CS2013 的许多选修主题。表 P-1 列出了本书包含的关于 IAS 知识领域
的内容。
表 P-1
IAS 知识单元

主
●
●

安全的基本概念（1 级）

●
●
●
●
●
●

安全设计原则（1 级）

●
●
●
●
●
●

安全设计原则（2 级）

本书包含的 CS2013 IAS 知识领域的内容

●
●
●
●

题

CIA（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风险、威胁、脆弱点和攻击向量
认证与授权，访问控制（强制的与自主的）
信任和可信度
道德（责任公开）

本书覆盖情况

第 1、3、4、19 章

最小特权和隔离
安全缺省设置
开放式设计
端到端安全
深度防御
设计安全
安全和其他设计目标的权衡

第1章

绝对中介
被审核的安全组件的使用
经济机制（减少可信计算基，最小化攻击面）
可用安全
安全组合性
防御、检测和威慑

第1章

VIII

（续）
IAS 知识单元

主
●
●

防御性程序设计（1 级）

●

●
●

防御性程序设计（2 级）

●
●
●

威胁和攻击（2 级）

●
●
●
●
●

网络安全（2 级）

●
●
●
●

密码学（2 级）

●
●
●

题

输入检验和数据清洗
选择编程语言和类型安全语言
输入检验和数据清洗错误案例（缓冲区溢出、整
数错误、SQL 注入和 XSS 漏洞）
竞态条件
正确处理异常和非预期行为
第三方组件的正确使用
有效进行安全更新
攻击者的目标、能力和动机
恶意软件
拒绝服务和分布式拒绝服务
社会工程学
网络特定威胁和攻击类型
使用密码学保证数据和网络安全
安全网络架构
防御机制和对策
无线网络、蜂窝式网络安全
基本密码学术语
密码种类
数学基础概述
公钥基础设施

本书覆盖情况

第 11 章

第 11、12 章

第 6、7 章

第 8、9 章以及
第五部分

第 2 章以及
第四部分

覆盖 CISSP 科目领域情况
本书涵盖了 CISSP（注册信息系统安全师）认证所规定的所有科目领域。国际信息系统安
全认证协会（简称（ISC）2）所设立的 CISSP 认证被认为是信息安全领域认证中的“黄金准
则”。CISSP 认证是安全产业唯一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认证，包括美国国防部和许多金融机构在
内的组织机构，时下都要求其网络安全部门的人员具有 CISSP 认证资格。2004 年，CISSP 成
为首个获取 ISO/IEC 17024（《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Bodies Operating Certiﬁcation of Persons》）
官方认证的信息技术项目。
CISSP 考试基于公共知识体系（CBK），信息安全实践大纲由国际信息系统安全认证协
会开发和维护，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CBK 制定了组成 CISSP 认证要求的知识体系的 8 个
领域。
这 8 个领域均包含在本书中，具体如下：
● 安全和风险管理：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概念；安全管理原则；风险管理；合规性；
法律和法规问题；职业道德；安全策略、标准、规程和指南。（第 14 章）
● 资产安全：信息和资产分类；所有权（如数据所有者、系统所有者）；隐私保护；适当
存留；数据安全控制；处置要求（如标记、标注和存储）。（第 5、15、16、19 章）
● 安全工程：使用安全设计原则的工程过程；安全模型；安全评估模型；信息系统安全
功能；安全架构、设计和解决方案元素漏洞；基于 Web 的系统漏洞；移动系统漏洞；
嵌入式设备和信息物理系统漏洞；密码学；场地和设施设计的安全原则；物理安全。（第
1、2、13、15、16 章）
● 通信和网络安全：安全网络架构设计（例如，IP 和非 IP 协议、分段）；安全网络组件；
安全通信信道；网络攻击。（第五部分）

IX

●

●

●

●

身份和访问管理：物理和逻辑资产控制；人和设备的身份识别和认证；身份即服务（例
如，云身份）；第三方身份服务（例如，本地服务）；访问控制攻击；身份和访问配置生
命周期（例如，配置审查）。（第 3、4、8、9 章）
安全评估与测试：评估与测试策略；安全过程数据（例如，管理和运行控制）；安全控
制测试；测试输出（例如，自动化方式、手工方式）；安全架构漏洞。（第 14、15、18 章）
安全运营：调查支持和需求；日志和监视活动；资源配置；基本安全操作概念；资源
保护技术；事故管理；预防法；补丁和漏洞管理；变更管理过程；恢复策略；灾难恢
复过程和计划；业务连续性计划和演练；物理安全；个人安全问题。（第 11、12、15、
16、17 章）
软件开发安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的安全；开发环境安全控制；软件安全有效性；
获取软件安全影响。（第二部分）

支持 NSA/DHS 认证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美国国土安全部（DHS）联合创建了信息保障 / 网络防御国家
卓越学术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s of Academic Excellence in Information Assurance/Cyber
Defense(IA/CD)）。创建这个中心的目标是，通过促进 IA 领域内高等教育和科研的发展，以
及培养一批在各个学科中具有 IA 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员，尽量减少本国信息基础设施所存在
的缺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国家安全局 / 国土安全部为一些两年制和四年制的机构定
义了一组知识单元，这些知识单元必须包含在课程体系中，这样可以将它们纳入 IA/CD 中
的 NSA/DHS 的国家卓越学术中心项目。每一个知识单元都由要求涵盖的最基本的一些主题
及一个或多个学习目标构成。是否纳入项目取决于其是否具有一定数量的核心和可选知识
单元。
在计算机安全领域，2014 年的知识单元（Knowledge Unit）文件列举了以下核心单元：
● 网络防御：包括访问控制、密码学、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恶意活动检测及其应对
措施、信任关系以及深度防御。
● 网络威胁：包括攻击类型、法律问题、攻击面、攻击树、内部人员问题以及威胁信
息源。
● 基本安全设计原则：共包含 12 条原则，这些原则将在本书的 1.4 节中阐述。
● 信息保障基本原理：包括威胁与脆弱性、入侵检测与防御系统、密码学、访问控制模
型、身份识别 / 认证、审计。
● 密码学导论：包括对称密码学、公钥密码学、散列函数、数字签名。
● 数据库：包括数据库概述、数据库访问控制以及推理的安全问题。
本书广泛地涵盖了以上这些领域。此外，本书还涉及部分可选知识单元。

本书内容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
● 计算机安全技术与原理
● 软件和系统安全
● 管理问题
● 密码编码算法
● 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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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还配有一些在线章节和附录，介绍一些选定的主题。
本书附有常用的缩略语表和参考文献。此外，每章均包括习题、复习题和关键术语。1

教学辅助材料
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为令人兴奋的、高速发展的信息安全学科提供一个有效的教学
工具。这一目标不仅体现在本书的组织结构上，也体现在教学辅助材料上。本书提供了以下补
充资料，以便教师组织教学工作。
● 项目手册：项目手册包括文档和便于使用的软件，以及后续列出的为每类项目推荐的
项目任务。
● 解决方案手册：每章章末的复习题和习题的答案或解决方案。
● PPT 幻灯片：涵盖本书所有章节的幻灯片，适合在教学中使用。
● PDF 文件：本书中所有的图片和表格。
● 练习库：每章都有一组用于练习的问题。
● 教学大纲样例：本书包含的内容超出了一学期所能讲授的内容。为此，本书提供了一
些教学大纲样例，目的是为教师在有限时间内使用本书提供建议，这些样例都是基于
教授使用本书以前版本的真实教学经历给出的。
所有教辅材料都可以在本书的教师资源中心（Instructor Resource Center, IRC）获得，可以
通过出版商网站 www.pearsonhighered.com/stallings 或者点击本书的网站 WilliamStallings.com/
ComputerSecurity 中的 Pearson Resources for Instructors 链接获得。
另 外， 本 书 的 Web 站 点 WilliamStallings.com/ComputerSecurity（点 击 Instructor Resources
链接）还为教师提供了下列支持：
● 使用本书讲授其他课程的网站链接信息。
● 提供给使用本书的教师的 Internet 邮箱列表的签名信息，这使得使用本书的教师之间、
教师与本书作者之间可以交换信息，交流对本书的建议，探讨其中的问题等。

学生资源
在第 4 版中，大量的面向学生的原始辅助材料都可以在两个网站上获取。本书的配套网站
WilliamStallings.com/ComputerSecurity（点击 Student Resources 链接）中包括一系列按章节组织
的相关链接，以及本书的勘误表。2
Premium Content 站点包含了如下资料 ：
● 在线章节：为了控制本书的内容量和销售价格，本书有三章内容以 PDF 文件的形式提
供。这些章节已在本书的目录中列出。
● 在线附录：本书教学辅助资料中引用了大量有趣的主题，但在印刷版中没有详细地展
开。为此，我们为感兴趣的学生提供了有关这些主题的 10 个附录，这些附录也在本书
的目录中列出。
● 课后习题及答案：提供了一组独立的课后习题并配有答案，便于学生检查自己对课本
内容的理解情况。

关于本书教辅资源，只有使用本书作为教材的教师才可以申请，需要的教师请联系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
司，电话 010-88378991，邮箱 wangguang@hzbook.com。—编辑注
在线章节和在线附录部分可在华章图书官网 http://www.hzbook.com 上获得。—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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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其他学生练习
对许多教师来说，计算机安全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项目或一组项目。通过这些
可以自己动手实践的项目，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课本中的概念。本书对项目的组件提供了不同
程度的支持。教学辅助材料不仅包括如何构思和指定这些项目，而且还包含不同项目类型及作
业的用户手册。这些都是专门为本书设计的。教师可以按照以下分类布置作业：
● 黑客练习：有两个项目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入侵检测和入侵防御。
● 实验室练习：一系列涉及编程和书中概念的训练项目。
● 安全教育项目：一系列动手练习或实验，涵盖了安全领域广泛的主题。
● 研究项目：一系列研究型作业，引导学生就 Internet 的某个特定主题进行研究并撰写一
份报告。
● 编程项目：涵盖广泛主题的一系列编程项目。这些项目都可以用任何语言在任何平台
上实现。
● 实用安全评估：一组分析当前基础设施和现有机构安全性的实践活动。
● 防火墙项目：提供了一个可移植的网络防火墙可视化模拟程序，以及防火墙原理教学
的相关练习。
● 案例学习：一系列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包括学习目标、案例简介和一系列案例研讨
问题。
● 阅读 / 报告作业：一组论文清单，可以分配给学生阅读，要求学生阅读后写出相应的报
告，此外还有与教师布置作业相关的内容。
● 写作作业：一系列写作方面的练习，用于加强对书中内容的理解。
● 计算机安全教学网络广播：为强化课程，提供了网络广播地址目录。使用该目录的高
效方法是选取或者允许学生选取一个或几个视频观看，然后写一篇关于该视频的报告
或分析。
这一整套不同的项目和其他学生练习，不仅是本书的丰富多彩的学习体验的一部分，而且
从这些项目和练习出发，还可以方便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以满足不同教师和
学生的特殊需求。更为详细的内容请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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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学习完本章之后，你应该能够：
● 描述有关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的关键安全要求；
● 讨论亟待解决的安全威胁、安全攻击的类型，给出不同类型计算机和网络资产面临这几
类威胁和攻击的例子；
● 概述计算机安全的基本要求；
● 解释基本安全设计原则；
● 讨论攻击面和攻击树的用途；
● 理解全面安全策略的主要方面。
本章概述计算机安全的基本概念。首先，讨论计算机安全的定义。本质上，计算机安全讨
论的是那些与计算机相关的容易遭受各种威胁的资产，以及保护这些遭受威胁的资产所采取的
各种措施。1.2 节给出用户和系统管理者希望保护的计算机相关资产的分类，并研究这些资产
所面临的各种威胁和攻击。在 1.3～1.5 节中，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观点分析了应对这些威胁和攻
击的措施。1.6 节列举了一些计算机安全的策略。
本章主要关注如下三个基本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本书所关注的）：
1．我们需要保护什么样的资产？
2．这些资产是如何受到威胁的？
3．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这些威胁？

1.1

计算机安全的概念

1.1.1

计算机安全的定义

NIST 内部 / 机构间报告 NISTIR 7298（关键信息安全术语表，2013 年 5 月）定义术语计算
机安全（computer security）如下：

这个定义包括处于计算机安全核心地位的三个关键目标：
● 机密性（conﬁdentiality）
：这个术语包含两个相关概念：
■ 数据机密性 ：确保隐私或机密信息不被非授权的个人利用，或被泄露给非授权的
个人。1
■ 隐私性：确保个人能够控制或影响与自身相关的信息的收集和存储，也能够控制这
RFC 4949 定义信息为“能够用多种数据形式表现（编码）的事实或想法”；定义数据为“信息的一种特定的
物理表示，通常是一个有意义的符号序列，特别指可以由计算机处理或产生的信息的表示”。安全文献中通
常对两者没有进行区分，本书中也不区分。

1

～

计算机安全：保证信息系统资产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的措施和控制方法，其中资产包
括硬件、软件、固件以及要处理、存储和通信的信息。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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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信息可以由谁披露或向谁披露。
● 完整性（integrity）
：这个术语包含两个相关概念：
■ 数据完整性：确保信息和程序只能在指定的和得到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够被改变。
■ 系统完整性：确保系统在未受损的方式下执行预期的功能，避免对系统进行有意或
无意的非授权操作。
● 可用性（availability）
：确保系统能够及时响应，并且不能拒绝授权用户的服务请求。
这三个概念形成了经常提到的 CIA 三元组（CIA triad）。这三个概念具体体现了对数据和信
息的基本安全目标和计算服务。例如，NIST 标准 FIPS 199（联邦信息和信息系统安全分类标准，
2004 年 2 月）将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列为信息和信息系统的三个安全目标。FIPS 199 从需
求的角度对这三个目标给出了非常有用的描述，并在每个分类中提出了安全缺失的定义。
● 机密性：保持对信息访问和披露的限制，包括对个人隐私和专有信息保护的措施。机
密性缺失是指非授权的信息披露。
● 完整性：防范不正当的信息修改和破坏，包括保证信息的抗抵赖性和真实性。完整性
缺失是指非授权的信息修改或破坏。
● 可用性：确保及时可靠地访问和使用信息。可用性缺失是指对信息或信息系统的访问
和使用的破坏。
尽管早已确定使用 CIA 三元组来定义安全目标，但是
在安全领域中，一些人仍认为需要使用另外的概念来对计
算机安全进行全面的描述（见图 1-1）。下面是两个最经常
被提到的概念：
● 真实性（authenticity）：真实性是一种能够被验证
和信任的表示真实情况或正确程度的属性，它使
得传输、消息和消息源的有效性能够被充分相信。
这就意味着要验证用户的身份是否与其所声称的
一致，并需要保证到达系统的每一个输入都来自
可信的信息源。
图 1-1 网络和计算机安全的基本要求
● 可说明性（accountability）：安全目标要求实体的
动作能够被唯一地追踪。这需要支持抗抵赖（non-repudiation）、壁垒（deterrence）、故
障隔离、入侵检测和防护，以及事后恢复和诉讼（legal action）。由于真正安全的系统
目前还是不能达到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能够通过追踪来找到违反安全要求的责任
人。系统必须保留他们的活动记录，允许事后的取证分析以跟踪安全违规或者为处理
纠纷提供帮助。
注意，FIPS 199 将真实性包含在完整性之中。

1.1.2

实例

下面提供一些应用实例来说明刚才所列举的安全要求 。针对这些例子，我们将存在安全
违规（即机密性、完整性或可用性缺失）的机构或个人根据其所造成的影响分为三个级别。这
些级别定义在 FIPS 199 中：1
● 低级：安全缺失会给机构运转、机构资产或个人带来有限的负面影响。例如，机密性、
完整性或可用性的缺失可能会：（i）导致任务处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退化，尽管在此期
这些例子摘自普度大学信息技术安全和保密办公室发布的安全策略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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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机构能够完成其主要职责，但其效率明显降低；
（ii）导致机构资产少许破坏；
（iii）导
致少许财务损失；（iv）导致对个人的少许危害。
● 中级：安全缺失会给机构运转、机构资产或个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机密
性、完整性或可用性的缺失可能会：（i）导致任务处理能力明显退化，尽管在此期
间机构能够完成其主要职责，但其效率明显降低；（ii）导致机构资产明显被破坏；
（iii）导致明显的财务损失；（iv）导致对个人的明显危害，但不涉及失去生命或者严
重危及生命的伤害。
● 高级：安全缺失会给机构运转、机构资产或个人带来非常严重或者灾难性的负面影响。
例如，机密性、完整性或可用性的缺失可能会：（i）导致任务处理能力严重退化，在
此期间机构不能完成其一个或多个主要职责；（ii）导致机构资产严重破坏；（iii）导致
严重的财务损失；（iv）导致对个人严重的、灾难性的危害，包括失去生命或严重危及
生命的伤害。
机密性 学生的成绩信息可以看作资产，它的机密性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
美国，这些信息的公布是受家庭教育权利及隐私法（Family Education Rights and Privacy Act，
FERPA）约束的。成绩信息对学生、学生的父母及需要该信息来完成相应工作的员工是公开
的。学生注册信息应该具有中等机密等级。该信息也受 FERPA 约束管理，但可被更多的从事
日常管理工作的人看到。相对于成绩信息，学生注册信息受到攻击的可能性更小，如果被披
露，导致的损害更小。对于名录信息（如学生或教师名单、院系列表），可以给其分配一个低
机密等级或者实际上不评级。这些信息一般对公众公开，可以在学校的网站上获得。
完整性 完整性的几个方面可以通过存储在数据库中的医院病人过敏史信息来说明。医生
应该相信该信息的正确性和即时性。现在，假定被授权查看并可更新该信息的员工（如护士）
故意伪造数据以损害医院，数据库则需要快速地恢复到以前的可信状态，并能追查出现的错
误，找到责任人。病人过敏史的信息是资产对完整性要求较高的一个例子。不准确的信息会对
病人产生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并使得医院陷入窘境。
资产被分配中等完整性要求级别的例子是一个为注册用户提供讨论某些特定话题的论坛的
网站。注册用户或者黑客能够篡改一些内容或者破坏网站。如果论坛仅用于用户娱乐，广告收
入很少甚至没有，不用于重要用途（如研究），那么潜在的威胁并不严重，网站经营者仅会损
失少量数据、金钱和时间。
完整性要求较低的例子是匿名网上投票。许多网站（如新闻机构）在其用户投票时几乎没
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然而，这种投票方式的不准确性和不科学性是很容易理解的。
可用性 越关键的组件或服务，对可用性的要求就越高。考虑一个为关键的系统、应用程
序和设备提供认证服务的系统。服务中断会使得访问计算机资源的用户和访问所需资源来执行
关键任务的工作人员无能为力。服务不可用会带来员工丧失生产力、潜在客户丢失等方面的巨
大经济损失。
通常评定资产具有中等可用性要求的例子是大学的公共网站。网站为现在和未来的学生及
捐赠者提供信息。这样的一个站点并不是该大学信息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不可用，
则会引发一些尴尬的局面。
电话号码簿网上查询程序可被分配低可用性要求等级。尽管服务暂时丧失会令人不快，但
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纸质的号码簿或接线员）来获取有关信息。

1.1.3

计算机安全面临的挑战

计算机安全很诱人，同时也很复杂。原因如下：

4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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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安全问题并不像初学者想象的那样简单。安全需求看起来是非常直接的，实际上
大多数主要安全服务需求都可以用含义明确的一个术语来标识，比如机密性、认证、抗抵赖性
和完整性等。然而，满足这些需求的机制可能非常复杂，要充分理解它们，可能会涉及相当细
致的推理论证。
2. 在开发某种安全机制或算法时，我们必须始终考虑对这些安全特征的潜在攻击。很多情
况下，成功的攻击往往是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观察问题的，从而可以探测机制中不可预
见的弱点。
3. 鉴于第二点所述的原因，用于提供特定服务的程序（procedure）通常是与直觉相反的。
通常情况下，安全机制的设计是复杂的，不能单纯地通过需求来判定方法是否可用。只有在充
分考虑各种不同的威胁后，安全机制的设计才是有道理的。
4. 对于已经设计出的各种安全机制，决定其适用场合是非常必要的。这无论是在物理布局
层面（如网络中的哪些节点需要特定的安全机制）还是在逻辑层面（如网络体系结构 TCP/IP 中
的哪一层或哪几层应该采取安全机制），都是非常重要的。
5. 安全机制通常包含不止一种算法或协议。它们还要求参与者拥有一些机密信息（如加密
密钥），这就产生了一系列诸如创建、分发和保护该机密信息之类的问题。这里存在对通信协
议的信任问题，这些协议的行为可能会使开发安全机制的工作复杂化。例如，如果安全机制的
某些功能要求对从发送者到接收者的消息传输时间设置时限，那么，任何引入各种不可预见延
迟的协议或网络都可能会使时限变得毫无意义。
6. 从本质上讲，计算机安全就是利用安全脆弱性进行破坏的攻击者和尽力阻止攻击的设计
者或管理者之间的一场智力的较量。对于攻击者，主要优势在于他只需要找到一个安全脆弱性
或漏洞；而管理者必须找到且消除所有的安全弱点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
7. 对于部分用户和系统管理者来说，有这样一种自然的倾向：在安全保障失效之前，很少
能够看到安全投入所带来的好处。
8. 安全要求定期甚至持续地对系统进行监视，但是在目前注重时效、超负荷运转的系统环
境中很难做到这一点。
9. 安全性通常还是事后考虑的问题—在系统设计完成后才加入系统，而没有作为设计过
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
10. 许多用户乃至安全管理者认为，坚固的安全性有碍于信息系统或信息使用的高效性和
用户操作的友好性。
在本书中，当我们分析各种不同的安全威胁和安全机制时，上述所列举的难题将会经常
遇到。

1.1.4

一个计算机安全模型

现在我们先介绍一些贯穿本书始终的有用术语。表 1-1 给出了这些术语的定义，图 1-2 基
于文献 [CCPS12a] 展示了其中一些术语之间的关系。我们先从用户和所有者希望保护的系统资
源（system resource）或资产（asset）说起。计算机系统资产的分类如下：
● 硬件：包括计算机系统和其他数据处理、数据存储和数据通信的设备。
● 软件：包括操作系统、系统实用程序和应用程序。
● 数据：包括文件和数据库，也包括与安全相关的数据，比如口令文件。
● 通信设施和网络：局域网和广域网的通信线路、网桥、路由器，等等。
在安全语境中，我们关心的是系统资源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NRC02] 列出了有关计
算机系统或网络资产脆弱性的一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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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资源可能被恶意损坏（corrupted），以至于做出不当的操作或者给出错误的应答。
比如，存储的数据值被不正当地修改而使之与其原始值不同。
● 系统资源可能被泄漏（leaky）
。比如，某人本来不能通过网络访问某些或全部可用信
息，但他却获得了这种访问。
● 系统资源可能变得不可用（unavailable）或非常慢。也就是说，使用系统或网络变得不
可能或不现实。
这三种脆弱性类型分别对应于本节前面所提到的完整性、机密性和可用性三个概念。
●

表 1-1

7

计算机安全术语

敌手（威胁代理）（adversary（threat agent））
进行或有意进行有害活动的个人、团体、组织或政府。
攻击（attack）
任何类型的恶意活动，试图收集、破坏、拒绝、降级，或者破坏信息系统资源或信息本身。
对策（countermeasure）
一种（或多种）设备或技术，其目的是削弱不良或有害活动的操作有效性，或防止间谍、破坏、盗窃，或者未经
授权访问或使用敏感信息（或信息系统）。
风险（risk）
衡量一个实体受潜在环境或事件威胁的程度，通常是：1）环境或事件发生时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函数；2）发
生的可能性。
安全策略（security policy）
提供安全服务的一套标准。它定义和约束数据处理设施的活动，以维持系统和数据的安全状况。
系统资源（资产）（system resource（asset））
主要应用程序、通用支持系统、高影响程序、物理工厂、关键任务系统、人员、设备或逻辑相关的系统组。
威胁（threat）
任何可能通过未经授权的访问、销毁、披露、修改信息以及拒绝服务而（借助信息系统）对组织运营（包括任务、
职能、形象或声誉）、组织资产、个人、其他组织或国家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或事件。
脆弱性（vulnerability）
可能被威胁源利用或触发的信息系统、系统安全程序、内部控制或实现中的弱点。

图 1-2

安全概念及其关系

与系统资源的各种安全脆弱性相对应的是利用这些安全脆弱性产生的威胁（threat）。威胁
表示对资产的潜在安全危害。攻击（attack）是被实施的威胁（威胁行为），如果成功，将会导
致不期望的安全侵害或威胁后果。执行攻击的主体被称为攻击者或者威胁主体（threat agent）。
我们可以将攻击划分为两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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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攻击（active attack）：试图改变系统资源或影响其运行。
● 被动攻击（passive attack）
：试图从系统中学习或利用信息，但不影响系统资源。
我们也可以根据攻击的发起位置对攻击进行分类：
● 内部攻击（inside attack）：由安全边界内部的实体（
“内部人”）发起的攻击。内部人是
指已被授权访问系统资源，但以未经授权方许可的方式使用资源的内部实体。
● 外部攻击（outside attack）
：由系统安全边界外部的非授权用户或非法使用者（“外部人”）
发起的攻击。在 Internet 网络上，潜在的外部攻击者包括从业余的恶作剧者到有组织的
罪犯、国际恐怖分子和敌对政府等。
最后，对策（countermeasure）是指对付攻击所采取的任何手段。理想情况下，对策能够
成功阻止（prevent）特定类型的攻击。在某些情况下，当阻止不可能或失效时，目标就是检测
（detect）攻击，并从攻击造成的影响中恢复（recover）。对策本身可能会引入新的脆弱性。无论
如何，在执行安全对策后，残余的脆弱性可能还存在。这些脆弱性可能被威胁代理利用，表现
为资产的残余风险（risk）。资产所有者将通过制定其他约束来寻求最小化风险。
●

1.2

威胁、攻击和资产

下面我们开始更详细地分析威胁、攻击和资产。首先，弄清楚必须要处置的安全威胁的类
型，然后给出一些应用于不同资产分类的威胁类型的例子。

1.2.1

威胁与攻击

表 1-2 源自 RFC 4949，描述了四种威胁后果，并列出了导致每一种后果的攻击类型。
表 1-2
威胁后果

威胁后果及导致每种后果的威胁动作类型（源自 RFC 4949）
威胁动作（攻击）

暴露：敏感数据被直接泄露给非授权实体
非授权泄露
截获：非授权实体直接访问在授权的源和目的地之间传输的敏感数据
实体未经授权而获得对数据访问 推理：非授权实体通过基于特征的推理或通信产品间接访问敏感数据（但不一
的情况或事件
定是包含在通信中的数据）的威胁行为
入侵：非授权实体通过躲避系统安全保护措施来获得对敏感数据的访问
欺骗
冒充：非授权实体通过佯装成授权实体来访问系统或执行恶意行为
导致授权实体接受虚假数据并相 伪造：以虚假数据欺骗授权实体
信其正确性的情况或事件
抵赖：一个实体通过虚伪地否认对行为的责任而欺骗另一个实体
破坏
失能：通过禁用系统组件来阻止或中断系统运行
中断或阻止系统服务和功能正确 损坏：通过对系统功能或数据的不利修改来对系统运行进行非期望的改变
运行的情况或事件
阻碍：通过阻止系统运行来中断系统服务交付的威胁活动
篡夺
盗用：实体对系统资源采取非授权的逻辑或物理控制
导致系统服务或功能被非授权实
误用：导致系统组件执行对系统安全有害的功能或服务
体控制的情况或事件

9

非授权泄露（unauthorized disclosure）是对机密性的威胁。下面的攻击类型会导致这样的
威胁后果。
● 暴露（exposure）：这可能是故意的，如内部用户蓄意泄露敏感信息（如信用卡卡
号）给外部。也可能是由于个人、硬件或软件的错误而导致其他实体获得非授权的
敏感数据。有很多这种情况的实例，如一些大学不经意地将学生的机密信息公布在
网上。
● 截获（interception）：在通信环境中，拦截是最普遍的一种攻击方式。在共享式局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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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如无线 LAN 或广播以太网中，任何连接到 LAN 的设备都能接收到期望发送给
其他设备的数据包的副本。在 Internet 上，有目的的黑客能够访问电子邮件通信流量和
其他数据传输情况。所有这些情况都为非授权访问数据创造了可能。
● 推理（inference）：通信量分析是大家熟知的推断的例子，敌手通过观察网络的通
信流量模式得到信息，例如网络中特定主机间的通信流量。另一个例子是，具有某
数据库受限访问权的用户可以推理出细节信息，这是通过组合重复查询的结果而实
现的。
● 入侵（intrusion）：入侵的例子是敌手通过攻克系统的访问控制保护，得到对敏感数据
的非授权访问。
欺骗（deception）是对系统完整性或数据完整性的威胁。下面的攻击类型会导致这样的威
胁后果：
● 冒充（masquerade）：冒充的一个例子是非授权用户通过佯装成授权用户访问系统；如
果非授权用户知道其他用户的注册 ID 和口令的话，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另一个
例子是恶意代码程序，如特洛伊木马，看上去是在执行有用或预期的功能，实际上获
得了系统资源的非授权访问或者欺骗用户执行其他恶意逻辑。
● 伪造（falsiﬁcation）：指更改或替换有效数据或将虚假数据引入文件或数据库。例如，
学生可能在学校数据库中更改其成绩。
● 抵赖（repudiation）：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否认发送数据，或者用户否认接收或拥有
数据。
破坏（disruption）是对系统可用性或完整性的威胁。下面的攻击类型会导致这样的威胁
后果：
● 失能（incapacitation）：是对系统可用性的攻击，会导致物理破坏或系统硬件的损害。
更具代表性的恶意软件，例如特洛伊木马、病毒或蠕虫，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使得系统
功能丧失或它的部分服务不可用。
● 损坏（corruption）：是对系统完整性的攻击。这个语境中的恶意软件可能使得系统资源或
服务以不期望的方式工作。或者用户通过非授权方式访问系统，修改它的某些功能。后
者的一个例子是用户在系统中设置后门逻辑，使得其后能以非正常程序访问系统及其
资源。
● 阻碍（obstruction）：阻碍系统运行的一种方式是通过中断通信链路或者更改通信控制
信息来干扰通信。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对通信流量或处理器资源施加额外的负担使系统
过载。
篡夺（usurpation）是对系统完整性的威胁。下面的攻击类型会导致这样的威胁后果：
● 盗用（misappropriation）：包括服务窃取。一个例子是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恶意软件
被安装在很多主机上，这些主机将作为向目标主机发送通信流量的平台。在这种情况
下，恶意软件将非授权使用处理器和操作系统资源。
● 误用（misuse）：误用经常由恶意代码引起，或者由获得对系统非授权访问的黑客造成。
这两种情况下，安全功能被禁用或被阻碍。

1.2.2

10

威胁与资产

计算机系统资产可以分为硬件、软件、数据以及通信线路和网络。在本小节中，我们
简单描述这四个类别，并将它们与 1.1 节介绍的完整性、机密性和可用性的概念联系起来
（见图 1-3 和表 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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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计算机安全的范围

注：本图描述了物理安全之外的安全问题，包括控制对计算机系统的访问，保护通信系统上传输的数据及存储
的数据。

表 1-3
可

性

硬件

设备被偷盗或禁用，因而拒绝
提供服务

软件

程序被删除，拒绝用户访问

数据

文件被删除，拒绝用户访问

通信线路和网络

12

用

计算机和网络资产的威胁举例
机

密

性

完

整

性

未加密的 USB 设备被盗

软件的非授权拷贝
非授权读取数据。分析统
计数据来揭露潜在的深层次
的数据

正 在 运 行 的 程 序 被 修 改，
使其在执行过程中失败或执
行一些非预期的任务
修改已有文件或伪造新文件

消息被破坏或删除。通信线路
消息被读取。消息的流量
消息被修改、延迟、重新
或网络不可用
模式被观察到
排序或复制。伪造虚假消息

硬件 对计算机系统硬件的主要威胁是对其可用性的威胁。硬件最容易受到攻击，但其对
自动化控制最不敏感。威胁包括意外或蓄意地对设备进行破坏和偷盗。个人计算机和工作站的
盛行及计算机网络的广泛使用增加了该领域出现损失的可能性。偷盗 USB 设备导致机密性受
损。需要采用物理或管理方面的安全措施来处理这些威胁。
软件 软件包括操作系统、实用程序和应用程序。对于软件的主要威胁是对软件可用性的
攻击。软件，尤其是应用软件通常很容易被删除。软件也可能被修改或被破坏而不能使用。谨
慎的软件配置管理，包括对软件最新版本的备份，能够保持其高可用性。更难处理的问题是对
软件进行修改，使其虽仍能运行，但与以前的行为大不相同，这是对软件完整性 / 真实性的威
胁。计算机病毒及相关攻击就归属这一类。最后一个问题是保护软件不被盗版。尽管采取了某
些对策，但总的来说软件的非授权拷贝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数据 硬件和软件安全通常由计算中心的专家关注或者由个别 PC 用户关注。更加普遍的
问题是数据安全，其涉及由个人、团体或商业组织控制的文件或其他形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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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方面的安全问题是广泛的，包含可用性、机密性和完整性。就可用性而言，我们
关心的是被偶然或恶意破坏的数据文件。
对于保密性的主要威胁是非授权读取数据文件或数据库。与计算机安全的其他领域相比，
这个领域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付出更多的努力。一种对保密不太明显的威胁是，进行数
据分析并在使用提供概括和聚集信息的所谓统计数据库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假定已有的聚集
信息不会威胁有关个人的隐私。然而随着统计数据库使用次数的增加，个人信息泄露的可能性
也会增加。事实上，组成个体的特征可以通过细致的分析识别出来。例如，如果一张表记录着
被访者 A、B、C 和 D 收入的合计，而另一张表记录着被访者 A、B、C、D 和 E 收入的合计，
那么两个合计的差值将是 E 的收入。如果进一步要求合并数据集，这个隐私信息泄露问题还
会加剧。许多情况下，为了保持不同聚集级别的一致性而匹配几个数据集时，需要访问个体单
元。因而，个体单元作为隐私问题的主体，在数据集处理的不同阶段都可以获得。
最后，数据完整性在大多数安装过程中都是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对数据文件的修改产生
的后果可能很小也可能很严重。
通信线路和网络 网络安全攻击可以划分为被动攻击和主动攻击。被动攻击企图了解或利
用系统信息，但不影响系统资源。主动攻击则试图改变系统的资源或者影响其运行。
被动攻击（passive attack）的本质是窃听或监视数据传输。攻击者的目标是获取传输的数
据信息。被动攻击的两种形式是消息内容泄露和流量分析。
● 消息内容泄露（release of message content）很容易理解。电话通话、电子邮件消息和传
输的文件中都有可能包含敏感或机密信息。我们希望阻止对手了解传输的内容。
● 另一种被动攻击即流量分析（trafﬁc analysis）更加巧妙。假设我们有一种方法可以隐藏
消息内容或其他信息流量，使得攻击者即使捕获了该消息也不能从消息中提取出信息。
通常用来隐藏内容的技巧是加密。即使我们恰当地进行了加密保护，对手仍可能获得
这些消息的模式。对手可以确定出通信主机的位置和身份，并能观察到正被交换的消
息的频率和长度。这些信息对于判断已发生的通信的性质很有帮助。
被动攻击由于不涉及对数据的修改，所以很难察觉。通常，消息流量表面上以正常的方式
发送和接收，收发双方都不知道有第三方已经读取该消息或者观察了流量模式。尽管如此，阻
止这些攻击还是切实可行的，通常使用加密的方法来实现。因此，对付被动攻击的重点是阻止
而不是检测。
主动攻击（active attack）包含对数据流进行篡改或伪造数据流，其可以划分为四类：重放、
冒充、篡改消息和拒绝服务。
● 重放（replay）涉及被动获取数据单元并在稍后重传，以产生非授权的效果。
● 冒充（masquerade）发生在一个实体假装成另一个不同实体的场合。冒充攻击通常包含
其他主动攻击形式中的一种。例如，捕获认证序列，并在有效的认证序列之后重放，
这样就可以使具有很少特权的授权实体通过冒充具有更多特权的实体而获得这些额外
的特权。
● 篡改消息（modiﬁcation of message）简单来说是指合法消息的某些部分被篡改，或者消
息被延迟或被重新排序，从而产生非授权效果。例如，将内容为“允许 John Smith 读
取机密文件 accounts ”的消息篡改为“允许 Fred Brown 读取机密文件 accounts ”。
● 拒绝服务（denial of service）可以阻止或禁止对通信设施的正常使用或管理。这种攻击
可能有具体的目标。比如，一个实体可能禁止所有发向某个目的地（如安全审计服务）
的消息。另一种形式的拒绝服务是破坏整个网络，使网络失效或用信息使其过载从而
降低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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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攻击表现出与被动攻击相反的特征。被动攻击虽然难以检测，但却有办法防范。而主
动攻击却很难绝对地进行防范，因为要实现这个目的就要对所有通信设施和路径进行不间断的
物理保护。所以重点在于检测主动攻击并从其导致的破坏或延迟中恢复过来。由于检测本身具
有威慑作用，所以它也可以对防范起到一定作用。

1.3

安全功能要求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用来对减少脆弱性并处理系统资产威胁的对策进行分类和描述。本节我
们从功能要求角度分析对策，遵循 FIPS 200（联邦信息和信息系统最低安全要求）定义的分类
方法。该标准列举了 17 个安全相关的领域，涉及保护信息系统及其处理、存储和传输的信息
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这些领域定义在表 1-4 中。1
表 1-4

安全要求（源自 FIPS 200）

访问控制（access control）：限制信息系统只能由授权用户或以授权用户名义执行的进程或设备（包括其他信息系统）
访问，限制授权用户被允许执行的事务和功能的类型。
意识和培训（awareness and training）：（i）确保信息系统的管理者和用户能够意识到与他们的活动相关的安全风
险，以及与信息系统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ii）确保个人通过充分的培训能够承担与信息安全相关的任务
和职责。
审计和可说明性（audit and accountability）：
（i）最大限度地创建、保护和保留信息系统审计记录，用于监视、分析、
调查和报告不合法的、非授权的或不正当的信息系统活动；（ii）确保个别信息系统用户的活动能被唯一追踪，以便他
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认证 、信赖和安全评估（certiﬁcation，accreditation and security assessment）：（i）定期评估机构的信息系统的安全
控制措施，确定该控制措施在其应用中是否有效；（ii）开发并实施用来纠正机构信息系统的不足、减少或消除其脆弱
性的行动计划；（iii）对机构信息系统及相关的信息系统连接的运行授权；（iv）实时监视信息系统的安全控制措施，
确保控制措施的持续有效性。
配置管理（conﬁguration management）：（i）建立和维护贯穿于各个机构信息系统开发的生命周期中的基线配置和清
单（包括硬件、软件、固件和文档）；（ii）建立和执行在机构信息系统中部署的信息技术产品的安全配置。
应急规划（contingency planning）：建立、维护和实施针对机构信息系统的应急响应、备份操作和灾后恢复的计划，
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关键信息资源的可用性和操作的持续性。
识别与认证（identiﬁcation and authentication）：标识信息系统用户、以用户名义进行的进程或设备，认证（或验证）
这些用户、进程或设备的身份，以此作为允许访问机构信息系统的先决条件。
事故响应（incident response）：建立对机构信息系统的运行事故处理能力，包括充分的准备、检测、分析、遏制、
恢复和用户响应活动；（ii）跟踪、记载并将事故报告给适当的组织官员及管理机构。
维护（maintenance）：（i）对机构信息系统进行定期、及时的维护；（ii）对实施信息系统维护所用到的工具、技术、
机制和人员提供有效的控制。
介质保护（media protection）：（i）保护信息系统纸制和数字的介质；（ii）限制授权用户访问信息系统介质上的信息；
（iii）在销毁或者放弃再次使用之前，消除或破坏信息系统介质。
物理和环境保护（phys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i）限制授权个体对信息系统、设备和各自操作环境的物
理访问；（ii）保护信息系统的物理厂房和支持基础设施；（iii）提供对信息系统的支持设施；（iv）保护信息系统免受环
境危害；（v）对包含信息系统的场所提供适当的环境控制措施。
规划（planning）：开发、文档记录、定期更新和实施机构信息系统的安全计划，其中描述了信息系统中适当的或规
划中的安全控制措施以及个人访问信息系统的行为规则。
人员安全（personnel security）：（i）确保机构（包括第三方服务提供者）中处于责任岗位的个人是可信赖的并
满足已建立的该岗位的安全准则；（ii）保证在职工离职和调动等人事活动前后，机构信息和信息系统是受保护
的；（iii）对职工不能遵守机构的安全策略和程序的，制定正式的制裁方法。
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定期评估机构运行（包括任务、职能、形象或声誉）、机构资产和个体的风险，这根据
机构信息系统的运行及相关的机构信息的处理、存储或传输得出。
根据习惯，本书中的 authentication 和 certiﬁcation 均译为“认证”。authentication 也可译为鉴别，指确保实
体是它所声称的实体，如身份认证；certiﬁcation 指可交付件是否符合规定需求所给出的正式保证陈述的规
程，如产品认证，在第 1 章和第 27 章中出现。请读者根据上下文加以区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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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系统和服务获取（system and service acquisition）：（i）分配足够的资源来充分保护机构信息系统；（ii）在系统开发生
命周期中考虑信息安全问题；（iii）使用软件用法和安装限制；（iv）确保第三方提供充分的安全措施来保护机构外包
的信息、应用或服务。
系统和通信保护（system and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i）在信息系统的外边界和关键内边界上监视、控制和保
护机构通信（即机构信息系统的信息传输或接收）；（ii）利用架构设计、软件开发技术和系统工程原理来提高机构信
息系统的信息安全的有效性。
系统和信息完整性（system and information integrity）：（i）及时地识别、报告和纠正信息和信息系统的缺陷；（ii）在
机构信息系统的适当位置提供恶意代码防护；（iii）监视信息系统安全报警和警告，并采取适当的行动作为响应。

1.4

15

～

列举在 FIPS 200 中的要求，包含了针对安全脆弱性和威胁的多种对策。我们可以粗略
地将这些对策分成两类：一类要求计算机安全技术措施（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会涉
及），要么仅包含硬件或软件，要么二者都包含；另一类基本上是管理问题（本书的第三部分
会涉及）。
每一个功能领域可能都会涉及计算机安全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主要要求计算机安全技术措
施的功能领域，包括访问控制、识别与认证、系统和通信保护、系统和信息完整性。主要涉及管
理控制措施和程序的功能领域，包括意识和培训，审计和可说明性，认证、信赖和安全评估，
应急规划，维护，物理和环境保护，规划，人员安全，风险评估，系统和服务获取。同时包含在
计算机安全技术措施和管理控制措施中的功能领域，包括配置管理、事故响应和介质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FIPS 200 中的大多数功能要求领域主要是管理问题或者至少有重要的管理
组件，这与纯软件或硬件解决方案是相对的。一些读者可能会对此觉得很新鲜，但其却没有在
许多计算机和信息安全的书籍中体现出来。正如一个计算机安全专家所言，“如果你认为技术
可以解决安全问题，那么你并不理解安全问题，也并不理解技术”[SCHN00]。本书指出有必
要将技术和管理方法结合起来以取得有效的计算机安全。
FIPS 200 提供了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主要相关领域的非常有用的概述，这些都与计算机安全
相关。本书努力涵盖所有这些领域。

16

基本安全设计原则

尽管经历了多年的研究和发展，系统地排除安全漏洞、防止未经授权的所有操作的安全设
计和实现技术还没有开发出来。由于缺少完备的技术，因此制定一系列被广泛认可的设计原则
以指导保护机制的开发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美国国土安全部（DHS）联
合创建的信息保障 / 网络防御国家卓越学术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s of Academic Excellence
in Information Assurance/Cyber Defense）列出了以下基本安全设计原则：
● 经济机制（economy of mechanism）原则
● 安全缺省设置（fail-safe default）原则
● 绝对中介（complete mediation）原则
● 开放式设计（open design）原则
● 特权分离（separation of privilege）原则
● 最小特权（least privilege）原则
● 最小共用机制（least common mechanism）原则
● 心理可接受性（psychological acceptability）原则
● 隔离（isolation）原则
● 封装（encapsulation）原则
● 模块化（modularity）原则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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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layering）原则
● 最小惊动（least astonishment）原则
前八项原则最早被列入文献 [SALT75]，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本节中，我们将简要地讨
论上述每一个原则。
经济机制原则，指嵌入在硬件和软件中的安全机制的设计要尽可能简单、短小。这是因
为，简单、短小的设计更易于进行彻底的测试和验证。复杂的设计则为敌手发现和利用微小的
缺陷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并且很难被事先发现。设计机制越复杂，包含可利用缺陷的可能性越
大。而在简单的机制中则很难发现可利用的缺陷，并且需要更少的维护。此外，由于配置管理
问题的简化，因此更新或替代一个简单机制也不会太烦琐。在实践中，这可能是最难遵守的原
则。在复杂的安全设计任务中，对硬件和软件新特性都会有持续的要求。所以在进行系统设计
的时候应当考虑此原则，尽量降低不必要的复杂性。
安全缺省设置原则，指访问控制应当基于许可而不是排除。也就是说，缺省的情形是不能
进行访问的，而保护方案可以识别在什么情况下访问是被允许的。当缺省的选择基于许可时，
这种方式比另一种方式能更好地识别故障。如果一个机制中的设计或实现出现了故障，则在安
全环境下（基于许可），很快就能发现这一问题，因为在该模式下会被拒绝访问。相反，如果
故障出现在以排除作为访问控制的环境下，这个故障可能会持续很久都不会被发现，因为默认
是允许访问的。举例来说，大多数文件存取系统都基于这一原则，实际上在客户端 / 服务器系
统中，所有被保护的服务也都是基于这一原则。
绝对中介原则，指每一次访问都应当依据访问控制机制进行检查。系统不应该依赖于从
缓存中检索到的访问命令。在设计持续运行的系统时，这一原则要求：如果访问命令被提示
是将来使用，那么如何改变优先级顺序的详细说明被传递给本地存储器。文件访问系统则是
遵守这一原则的例子。然而，通常情况下，一旦用户打开了一个文件，对是否有权限的改变
就不会进行检查。为彻底实现绝对中介，用户每次读取文件的一个域或记录，或者数据库中
的一个数据项时，系统都必须进行访问控制。这一资源密集（即占用大量资源）的方法很少
被使用。
开放式设计原则，指安全机制的设计应当开放而非保密。例如，虽然加密密钥是保密的，
但加密算法则应彻底地对外公开。这样算法就能被许多专家审查，因此用户就能对其更加信
任。这是 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所
遵从的，标准化的加密和散列算法程序已使 NIST 认证算法被广泛认可。
特权分离原则，在文献 [SALT75] 中，特权分离原则是为对于限定资源的访问需要多特权
属性的情况定义的。多因素用户认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需要用多种技术，比如同时拥有
密码和智能卡，才能对用户授权。这一原则也应用于任何一项技术，只要程序能被分成多个部
分，而每个部分受限于各个部分的特定权限而执行一个特定的任务。特权分离可以减轻计算机
安全攻击可能造成的破坏。这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说明：将一个进程的高特权操作转移给另一
个进程并运行这个进程去完成具有更高特权要求的任务。日常我们所见到的各种界面都通过更
低权限的进程执行。
最小特权原则，是指每个进程和系统用户都应当使用完成某项任务必需的最少特权集进行
操作。很好地利用这一原则的例子就是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第 4 章将对此详细阐述。系统安
全策略可以识别或定义不同的进程或用户角色。每一个角色被分配仅完成其功能所必需的许可
权。每个许可都指定了一个对特定资源的访问权（例如，读写访问一个特定的文件或目录，又
如连接访问给定的主机或端口等）。除非明确地授予了权限，否则用户或进程都不能访问受保
护的资源。更一般的情况，任何一个访问控制系统都应该允许每一个用户仅具有其被授予的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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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最小权限原则具有暂时性。例如，具有特殊权限的系统程序或管理员应当仅在必要时使用
这些特权；当进行常规的活动时，这些特权应当被收回。如果没有妥善地处理这个问题就容易
引发意外事件的发生。
最小共用机制原则，指在设计时应当最小化不同用户共享的功能，以提高彼此的安全性。
这一原则有助于减少非预期的通信路径的数量，减少所有用户共同依赖的硬件和软件数量，因
此更易发现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心理可接受性原则，指安全机制不应该过度干涉用户的工作，同时也要满足用户授权访问
的要求。如果安全机制阻碍了资源的可用性或可访问性，用户就可能选择关闭这些机制。安全
机制应当尽可能地对系统的用户透明，或者最小化给用户带来的不便。除了不妨碍用户或者引
起过多的负担外，安全实施过程还必须反映用户理想的保护模式。如果保护实施过程对用户来
说无意义，或者用户必须将其保护的愿望强行转变为许多各种不同的协议，那么用户很可能会
犯错误。
隔离原则，这一原则应用于三种环境。第一，公共访问系统应当与重要的资源（数据、进
程等）分离，以免其被暴露或篡改。在信息的敏感性或重要性很高时，组织要限制系统存储的
相关数据的数量，并在物理上或逻辑上对其进行隔离。物理隔离应当确保一个组织中的公共访
问信息资源与重要信息之间没有物理上的连接。逻辑隔离的要求是，在公共系统和负责保障重
要信息安全性的安全系统之间应当建立层次化的安全服务与安全机制。第二，个人用户的进程
和文件应当与他人的相隔离，除非明确要求不进行隔离。所有的现代操作系统都提供了这种隔
离的设备，以保证个人用户有分离的、隔离的进程空间、存储空间和文件空间，通过阻止非授
权的访问来实现对系统的安全保护。最后，从阻止对安全机制访问的意义上说，安全机制也应
当被隔离。例如，逻辑访问控制可能提供了一个与主机系统其他部分相隔离的加密软件，用以
保护加密软件不被篡改，密钥不被替代或泄露。
封装原则，可以将其视为基于面向对象功能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隔离。封装提供安全是通过
如下方式实现的：封装一系列过程及其域中的数据对象，以使数据对象的内部结构仅能被受保
护的子系统中的过程访问，并且这些过程也只能通过特定的域的入口点被调用。
模块化原则，在安全的背景下是指将各个安全功能开发成分离的、受保护的模块，也指使
用模块化架构进行安全机制的设计和实现。关于使用分离的安全模块，设计目标就是提供公共
的安全功能和服务，比如加密功能，作为公共模块。例如，大量的协议和应用程序都使用加密
功能。但并不是在每个协议或应用程序中都需要实现这一功能，而一个更加安全的设计是通过
开发一个能够被大量协议和应用程序调用的公共的加密模块来实现的。这样，设计和实现工作
就集中到安全的这一公共加密模块的设计与实现上了，包括模块免遭篡改的保护机制。关于模
块化架构的使用，每个安全机制都应支持向新技术的移植或者无须重新设计整个系统升级新的
特征。安全设计应当模块化，以使安全设计的某些单个部分可以进行升级，而无须对整个系统
进行修改。
分层原则，指的是使用多重的、重叠的保护办法，它强调的是信息系统的人员、技术
和操作方面。通过使用多重的、重叠的保护方法，任何单一的保护方法失效或被规避都不
会将系统置于不受保护的状况。在阅读全书时我们会发现，分层方法通常是用来在敌手
与受保护的信息或服务之间提供多重障碍的。这一技术通常也被称为深度防御（defense in
depth）。
最小惊动原则，指程序或用户界面的响应方式应当尽量不出乎用户的意料，不至于惊吓到
用户。例如，认证机制对用户来讲应当足够透明，用户能够直接明白安全目标与所提供的安全
机制之间是如何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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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面和攻击树

在 1.2 节中，给出了关于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安全威胁和攻击的概述。本书 8.1 节将更加
详细地介绍攻击的本质和带来安全威胁的敌手的类型。本节中，我们将详细介绍对评估和分类
威胁非常有用的两个概念：攻击面和攻击树。

1.5.1

21

攻击面

攻击面是由系统中可到达的和可被利用的脆弱点构成的 [BELL16, MANA11, HOWA03]。
以下是攻击面的例子：
● 对外开放的 Web 和其他服务器的端口，以及监听这些端口的代码；
● 在防火墙内可用的服务；
● 处理进入内部的数据、电子邮件、XML、办公文档和工业级定制数据交换格式的代码；
● 接口、SQL 和 Web 表单；
● 对敏感信息有访问权限的员工，这些敏感数据可能会受到社会工程学的攻击。
攻击面可以按如下方式分类：
● 网络攻击面：网络攻击面是指企业网、广域网或者因特网中的脆弱点，包括网络协议
中的脆弱点，例如利用这些脆弱点进行拒绝服务攻击、通信线路破坏和各种不同形式
的入侵攻击。
● 软件攻击面：软件攻击面是指应用程序、实用程序或操作系统代码中的漏洞，尤其是
指 Web 服务器软件中的漏洞。
● 人为攻击面：人为攻击面是指员工或者外
部人员（如社会工程学、人为错误和受信任
的内部人员）引起的脆弱点。
攻击面分析是评估系统威胁的规模和严重性
的有用技术。对这些脆弱点进行系统的分析可使
开发者和安全分析师知道哪些安全机制是必需
的。一旦定义了攻击面，设计人员就可能找到减
小攻击面的方法，从而使敌手的入侵更加困难。
攻击面也可以为设置测试优先级、增加安全性方
法、修改服务或应用程序等提供指导。
图 1-4 显示了使用分层或深度防御和减少攻击
面在降低安全风险中的相互关系。

1.5.2

攻击树

图 1-4

深度防御和攻击面

攻击树是一个分支型的、层次化的数据结构，表示了一系列潜在技术，这些技术可利用
安全漏洞 [MAUW05, MOOR01, SCHN99] 进行攻击。作为攻击目标的安全事件是这棵树的根
节点，攻击者可以迭代地、递增地达到目标的途径就是这棵树的分支和子节点。每一个子节点
都定义了一个子目标，每一个子目标都可能有一系列的进一步的子目标，等等。从根节点沿着
路径向外延伸的最终的节点，也就是叶子节点，代表了发起一个攻击的不同方式。除了叶子节
点外的每一个节点，或者是与节点（AND-node），或者是或节点（OR-node）。若想达成与节点
表示的目标，则该节点的所有子节点所代表的子目标都要求被实现；若想达成或节点表示的目
标，则只需要完成其中至少一个子目标。分支可以用代表难度、代价或其他攻击属性的值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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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便与可选择的攻击进行比较。
使用攻击树的动机是有效地利用存在于攻击模式中的有效信息。诸如 CERT（计算机应
急响应小组）等组织发布了安全建议，这些安全建议能够促进关于一般攻击策略和特定攻击
模式的知识体的发展。安全分析师利用攻击树可以形成结构化形式的安全攻击文档，用以揭
示主要的安全漏洞。攻击树对系统和应用程序的设计以及对对策的选取和强化都具有指导
作用。
图 1-5（基于 [DIMI07] 中的一幅图）是一个网银认证应用的攻击树分析例子。根节点是攻
击者的目标，即破解用户账户。树中具有阴影的方框部分为叶子节点，代表了构成攻击的事
件。树中的白框部分通常是由一个或多个特定的攻击事件（叶子节点）组成的。注意在这棵树
中，除了叶子节点外的所有节点都是或节点（OR-node）。生成这棵树进行分析时，要考虑与认
证相关的如下三部分：
用户终端和用户（User Terminal and User，UT/U）：这种攻击把用户设备作为攻击目标，
包括可能涉及的令牌，例如智能卡或其他口令生成器，也可能是用户的各种操作。
● 通信信道（Communication Channel，CC）
：此类攻击主要集中在通信线路上。
● 网银服务器（Internet Banking Server，IBS）：此类攻击主要针对网银应用所在的服务器
进行离线攻击。
共有五类攻击可以被识别，每类攻击都利用了以上三个部分中的一个或多个。以下是这
五类：
● 获取用户凭证（user credential compromise）：这种策略通常是针对攻击面中的许多
元素的。有实施程序上的攻击，例如监视用户的行为以获取个人标识码（PIN）或
其 他 凭 证， 或 者 盗 取 用 户 的 令 牌 或 手 写 记 录。 敌 手 可 能 会 通 过 使 用 多 种 令 牌 窃
取工具来获取令牌信息，例如破解智能卡或蛮力破解 PIN。另一种可能的策略是
嵌入恶意软件以获取用户的登录名及密码。敌手可能会通过通信信道（嗅探）来
获取凭证信息。最后，敌手还可能通过多种手段与目标用户进行通信，如图 1-5
所示。
● 命令注入（injection of command）：在此类攻击中，入侵者能够截取 UT 与 IBS 之
间 的 通 信 信 息。 许 多 方 法 都 能 用 来 冒 充 合 法 的 用 户， 从 而 获 取 银 行 系 统 的 访 问
权限。
● 猜测用户凭证（user credential guessing）：[HILT06] 中记载，通过发送随机用户名和密
码的方法蛮力攻击银行认证方案是可行的。这种攻击机制是基于分布式的僵尸网络，
迫使主机忙于自动运行基于用户名或基于密码的运算。
● 违反安全策略（security policy violation）：例如，在一个弱访问控制和日志机制下违反
银行的安全策略，员工可能会引起内部安全事件，暴露客户的账户信息。
● 利用已知的认证会话（use of known authenticated session）：此类攻击会说服用户或强制
用户通过预先设置的会话 ID 连接 IBS。一旦用户通过了服务器的认证，攻击者就可以
利用已知的会话 ID 向 IBS 发送数据包，冒充用户的身份信息。
图 1-5 给出了有关网银认证应用中不同类型攻击的概览。从这棵攻击树出发，安全分析
师可以评估每个攻击的风险，并使用上一节（1.4 节）中列出的设计原则设计全面的安全设施。
[DIMO07] 提供了基于这种思想的设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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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1.6

网银认证的攻击树

计算机安全策略

下面简要归纳一下为提供计算机安全采用的策略，以总结本章的内容。[LAMP04] 提出的
全方位的安全策略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 规范 / 策略（speciﬁcation/policy）
：安全方案应该实现什么？
● 实施 / 机制（implementation/mechanism）
：安全策略是如何实现的？
● 正确性 / 保证（correctness/assurance）
：安全策略是否确实起作用了？

1.6.1
24

安全策略

设计安全服务和安全机制的第一步是开发安全策略。在计算机安全领域人们以各种不同的
方式使用安全策略（security policy）这个术语。至少，安全策略是系统期望行为的非形式化描
述 [NRC91]。这种非形式化策略应参考安全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的要求。更普遍的情况是，安
全策略是规定或控制系统及组织如何提供安全服务来保护敏感和关键的系统资源的规则与实践
的形式化陈述（RFC 4949）。这种形式化安全策略有助于通过系统的技术控制措施及管理和运
行控制措施来予以实施。
在开发系统策略时，安全管理者需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 需要保护的资产的价值；
● 系统的脆弱性；
● 潜在的威胁和可能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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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讲，管理者必须对下列问题进行权衡：
● 易用性与安全（ease of use versus security）：事实上，所有安全措施都会对易用性产生
影响。正如下面几个例子所描述的那样：访问控制机制要求用户记住口令，此外可能
还要执行其他的访问控制操作；防火墙及其他网络安全措施可能会降低可用的传输容
量，减慢响应时间；病毒检测软件会降低可用的处理能力，并可能由于安全软件和操
作系统之间的不正确交互而导致系统崩溃或故障。
● 安全成本与失效 － 恢复成本（cost of security versus cost of failure and recovery）：除了易
用性和性能成本外，实施和维护安全措施是直接的经济成本。所有这些成本必须与缺
乏某种安全措施所导致的安全失效和恢复的成本平衡。对于安全失效和恢复成本，不
仅要考虑被保护资产的价值和安全违规导致的损害，还要考虑风险，风险是具有某个
有害结果的某个脆弱性有被某个威胁利用的可能。
因此，安全策略是可能会受到法律规定影响的商业决策。

1.6.2

安全实施

安全实施涉及四个互为补充的行动步骤：
● 预防（prevention）：理想的安全方案是，在这种方案下没有攻击能够成功。尽管这并不
是对所有情况都可行，但对于众多威胁，预防都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例如，考虑传输
加密数据。如果使用安全的加密算法，而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对加密密钥的非授权访
问，那么就能预防对传输数据机密性的攻击。
● 检测（detection）：在多数情况下，绝对的保护是不可行的，但是检测攻击是可以
的。例如，设计入侵检测系统来检测是否有非授权用户登录系统。另一个例子是检
测拒绝服务攻击，拒绝服务攻击使得通信或处理器资源被消耗以至于合法用户不能
使用。
● 响应（response）：如果安全机制检测到一个正在进行的攻击（如拒绝服务攻击）
，那么
系统能做出响应，中止攻击并预防进一步的危害。
● 恢复（recovery）
：恢复的一个实例是系统备份的使用。如果数据的完整性被损坏，可以
重新装载以前正确的数据备份。

1.6.3

保证和评估

计算机安全服务和机制的“用户”
（如系统管理者、销售者、消费者和终端用户）都希望安
全措施能够按照预期的目标正常工作。也就是说，安全用户希望系统的安全基础设施能够满足
安全要求并执行安全策略。由这些想法引入了保证和评估的概念。
保证（assurance）是信息系统的一个属性，它为系统的运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而实现
了系统的安全策略。这包括系统设计和系统实现。因此，保证处理的问题是：“安全系统的设
计是否满足其要求？”“安全系统的实现是否符合其规范？”保证是用信任程度来表示的，而不
是对设计或实施的形式化证明。就目前关于设计与实施的情况看，越过信任程度而达到绝对证
明是不可能的。人们在开发定义需求、描述设计与实施的形式化模型，以及运用逻辑和数学技
巧来处理这些问题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保证依然停留在信任程度层面。
评估（evaluation）是依据某准则检查计算机产品或系统的过程。评估包括测试，可能还包
括形式化分析或数学技术。该领域的中心工作是开发能够应用到任何安全系统（包括安全服务
和机制）并对产品比较提供广泛支持的评估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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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本书中所描述的许多安全技术和应用已被指定为标准。此外，这些标准已被拓展了，涵盖
管理实践、安全机制和服务的总体架构。我们利用正在使用的最重要的或正在开发的标准来描
述计算机安全的各个方面。各种组织都在致力于促进或推动这些标准的发展。一些最重要（截
止到当前的版本）的组织如下：
● 美 国 国 家 标 准 与 技 术 研 究 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 and Technology，NIST）：
NIST 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机构，负责制定美国政府使用的度量科学、标准和技术，
也负责推动美国私营企业的创新。尽管是一个美国国家机构，但 NIST 联邦信息处理
标准（Fede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andards，FIPS）与 Special Publications（SP）有着
国际范围的影响力。
● Internet 协会（Internet Society）：ISOC 是一个专业的成员联盟，其拥有世界性的组织
成员和个人成员。在诸如 Internet 的未来等前沿问题上，它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同时，
它也是制定各种 Internet 基础设施标准组织的管理机构。这些组织包括：Internet 工程
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和 Internet 体系结构委员会（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IAB）。这些组织制定 Internet 标准和相关细节。所有的标准都以请
求评论（Requests For Comments，RFC）的形式公布。
● ITU 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
：Internet 电子通信联盟（Internet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是联合国系统中的一个国际性组织，各国政府和私营企业在它的领导下
一起协调全球的电子通信网络和服务。ITU 电信标准化部门（ITU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ITU-T）是 ITU 的三大部门之一。ITU-T 的任务是制定覆盖所有
电子通信领域的标准。ITU-T 的标准被称为推荐标准（Recommendation）。
● 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是一个由全球 140 多个国家的国家标准组
织参加的世界联盟。ISO 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它负责推动标准化的发展，促进国际商
品和服务交换，发展全球在智力、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方面的合作。ISO 的工作促
使国际协议变成国际标准。
附录 C 对这些组织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本书末尾提供了本书引用的 ISO 和 NIST 文档列表。

1.8

关键术语、复习题和习题

关键术语
access control（访问控制）
active attack（主动攻击）
adversary（敌手）
asset（资产）
assurance（保证）
attack（攻击）
attack surface（攻击面）
attack tree（攻击树）
authentication（认证）
1

authenticity（真实性）
availability（可用性）
complete mediation（绝对中介）
conﬁdentiality（机密性）
corruption（损坏）
countermeasure（对策）
data conﬁdentiality（数据机密性）
data integrity（数据完整性）
denial of service（拒绝服务）

ISO 不是缩略词（假如是缩略词就应该写为 IOS），而是一个单独的词汇，它来自希腊语，有平等（equal）之
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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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ruption（破坏）

obstruction（阻碍）

economy of mechanism（经济机制）

open design（开放式设计）

encapsulation（封装）

OSI security architecture（OSI 安全体系结构）

encryption（加密）

outside attack（外部攻击）

evaluation（评估）

passive attack（被动攻击）

exposure（暴露）

prevent（阻止）

fail-safe defaults（安全缺省设置）

privacy（隐私）

falsiﬁcation（伪造）

psychological acceptability（心理可接受性）

incapacitation（失能）

replay（重放）

inference（推理）

repudiation（抵赖）

inside attack（内部攻击）

risk（风险）

integrity（完整性）

security attack（安全攻击）

interceptions（截获）

security mechanism（安全机制）

interception（入侵）

security policy（安全策略）

isolation（隔离）

security service（安全服务）

layering（分层）

separation of privilege（权限分离）

least astonishment（最小惊动）

system integrity（系统完整性）

least common mechanism（最小共用机制）

system resource（系统资源）

least privilege（最小特权）

threat agent（威胁代理）

masquerade（冒充）

trafﬁc analysis（流量分析）

misappropriation（盗用）

unauthorized disclosure（非授权泄露）

misuse（误用）

usurpation（篡夺）

modularity（模块化）

vulnerability（脆弱性，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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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repudiation（抗抵赖）

复习题
1.1

给出计算机安全的定义。

1.2

被动安全威胁和主动安全威胁的区别是什么？

1.3

列举并简要定义被动和主动网络安全攻击的分类。

1.4

列举并简要定义基本安全设计原则。

1.5

解释攻击面和攻击树之间的不同。

习题
1.1

思考在自动柜员机（ATM）上用户提供银行卡和个人标识码（PIN）用于账户访问的场景。给出与系

1.2

电话交换系统根据呼叫者请求的电话号码在交换网络中路由呼叫。针对这种情况考虑习题 1.1 给出

1.3

考虑一个由许多机构使用的打印文档的桌面印刷系统。

统相关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要求的例子，并说明每种情况下要求的重要性等级。
的问题。
a. 给出存储数据的机密性为最高需求的出版物类型的例子。
b. 给出存储数据的完整性为最高需求的出版物类型的例子。
c. 给出系统可用性为最高需求的例子。
1.4

对于下列每种资产，分别为机密性、可用性和完整性缺失分配低、中或高影响级别，并说明理由。
a. 一个组织管理 Web 服务器上的公开信息。
b. 执法机构管理极其敏感的调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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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金融组织管理日常行政信息（不是与隐私有关的信息）。
d. 一家承包机构用于大量采集数据的信息系统既包含敏感的、预询价（pre-solicitation）阶段的合同
信息，也包含日常管理信息。分别对两个数据集和整个信息系统的影响进行评价。
e. 一家电厂使用 SCADA（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控制大型军事基地的电力分配。SCADA 系统既包
28

含实时传感数据，也包含日常管理信息。分别对两个数据集和整个信息系统的影响进行评价。
1.8 / KEY TERMS, REviEw QUESTiONS, AND PROBLEMS

1.5

考虑如下允许访问资源的代码：

1.5

51

Consider the following general code for allowing access to a resource:
DWORD dwRet = IsAccessAllowed(...);
if (dwRet == ERROR_ACCESS_DENIED) {
// Security check failed.
// Inform user that access is denied.
} else {
// Security check OK.

1.6
1.7

1.6
1.7

1.8

1.8

}
a. Explain the security flaw in this program.
b.
Rewrite the code to avoid the flaw.
a. 解释程序中存在的安全缺陷。
Hint: Consider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fail-safe defaults.
b. 重写代码以避免缺陷。
Develop an attack tree for gaining access to the contents of a physical safe.
提示：考虑安全缺省设置原则。
Consider a company whose operations are housed in two buildings on the same
property: one building is headquarters, the other building contains network and com设计攻击树，目标是获取物理安全中相关内容的访问权限。
puter services. The property is physically protected by a fence around the perimeter.
The only entrance to the property is through a guarded front gate. The local networks
假设一个公司在安装在两个建筑内的同一资产上运营，一个建筑是总部，而另一个建筑包含了网络
are split between the Headquarters’ LAN and the Network Services’ LAN. Internet
和计算机服务。物理安全方面，用坚固的围栏在四周对资产进行保护。除此之外，物理安全还包括
users connect to the Web server through a firewall. Dial-up users get access to a particular server on the Network Services’ LAN. Develop an attack tree in which the root
了前门的警卫。局域网分为总部局域网和网络服务局域网。网络使用者通过防火墙连接
Web 服务
node represents disclosure of proprietary secrets. Include physical,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attacks. The tree may contain both AND and OR nodes. Develop a tree
器。拨号用户通过拨号可以连接网络服务局域网。请设计一个攻击树，它的根节点表示资产机密的
that has at least 15 leaf nodes.
泄露，包括物理上的、社会工程学和技术攻击。这个攻击树可以包括与节点（AND-node）和或节点
Read all of the classic papers cited in the Recommended Reading document at http://
williamstallings.com/ComputerSecurity/
Compose
a 500–1000 word paper (or 8–12
（OR-node）
。请设计一个至少包含 15
个叶子节点的树。
slide presentation) that summarizes the key concepts that emerge from these papers,
请阅读
http://williamstallings.com/ComputerSecurity/
中建议阅读的文档内的所有经典论文。写一篇
emphasizing concepts that are common to most or all of the papers.

500～1000 字的文章（或包含 8～12 个幻灯片的 PPT），总结这些经典论文中的关键概念，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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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或全部论文中出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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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Computer Securit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4th Edition

密码编码工具
学习目标
学习完本章之后，你应该能够：
● 解释对称分组加密算法的基本操作；
● 比较和区分分组加密和流密码；
● 讨论安全散列函数在消息认证中的应用；
● 列举安全散列函数的其他应用场景；
● 解释非对称分组加密算法的基本操作；
● 概述数字签名的机制，并阐明数字信封的概念；
● 解释随机数与伪随机数在密码学中的重要意义。
密码算法是计算机安全服务与应用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章概述了各种类型的密
码算法，并讨论了它们的适用性。对于每种类型的算法，介绍了在常见应用中最重要的标准化
算法。关于各种算法的技术细节，将在本书第四部分进行详细的讨论。
首先介绍对称加密，对称加密具有广泛的应用背景，主要用来提供机密性服务。之后，检
验散列函数的安全性，并讨论它们在消息认证领域中的应用。接下来介绍公钥加密（也称为
“非对称加密”）。另外，还将介绍公钥加密的两种最重要的应用，即数字签名和密钥管理。在
数字签名应用中，将非对称加密和安全散列函数相结合，得到一个极为有用的工具。
最后，通过介绍存储数据的加密给出了一个密码算法在实际中应用的例子。

2.1

用对称加密实现机密性

对称加密是为传输和存储数据提供机密性所广泛使用的一种技术。本节首先介绍对称加
密的基本概念，接着讨论两个最重要的对称分组加密算法：数据加密标准（Data Encryption
Standard，DES）和高级加密标准（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AES）。最后介绍对称流密码
算法的概念。

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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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加密

对称加密也称“传统加密”或“单密钥加密”，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公钥密码产生之前
唯一的一种加密技术。无数的个人和团体，从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到德国的潜水艇
部队（German U-boat force）
，再到当今的外交、军事和商业，均使用对称加密来进行秘密通信。
对称加密现在仍然是两种加密算法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
对称加密方案有五个基本成分（见图 2-1）：
● 明文（plaintext）
：作为算法的输入，是原始的消息和数据。
● 加密算法（encryption algorithm）
：加密算法对明文进行各种代换和变换。
● 秘密密钥（secret key）：秘密密钥也是加密算法的输入。算法所用的特定的代换和变换
依赖于密钥。
● 密文（ciphertext）：作为算法的输出，看起来是完全随机而杂乱的数据，其依赖于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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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秘密密钥。对于给定的消息，两个不同的密钥将产生两个不同的密文。
解密算法（decryption algorithm）：解密算法本质上是加密算法的逆运算，输入密文和秘
密密钥可以恢复明文。

图 2-1

对称加密的简化模型

对称加密的安全使用需要满足如下两个要求：
1. 加密算法必须是足够强的。至少，这个算法在敌手知道它并且能够得到一个或者多个密
文时也不能破译密文或计算出密钥。这个要求通常用一种更强的形式表述为：即使敌手拥有一
定数量的密文和用于产生这些密文的明文，他也不能破译密文或发现密钥。
2. 发送者和接收者必须在某种安全的形式下获得秘密密钥的副本并且必须保证密钥的安全。
如果有人发现该密钥，并且知道相应的算法，那么就能读出使用该密钥加密的所有通信内容。
攻击对称加密方案有两种一般的方法。第一种攻击方法是密码分析（cryptanalysis）。密
码分析攻击依赖于算法的性质以及可能得到的明文的一般特征甚至某些明文 － 密文对的样
本。这种形式的攻击企图利用算法的特征来推导出特定的明文或使用的密钥。如果这种攻击
成功地推导出密钥，那么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将会危及所有未来和过去使用该密钥加密的信息
的安全。
第二种方法是蛮力攻击（brute-force attack）（也可称为穷举攻击）。蛮力攻击者对一条密文
尝试所有可能的密钥，直至把它转化为可读的有意义的明文。平均而言，获得成功至少要尝试
所有可能密钥的一半。也就是说，如果存在 x 种不同的密钥，攻击者只有做出 x/2 次尝试后才
可能获得真正的密钥。值得说明的是，蛮力攻击并非指的是尝试所有可能的密钥。除非是在明
文已知的情况下，密码分析者会尝试所有密钥，以确认所给的明文是否是真正的明文。如果
消息仅仅是英文的明文，那么结果很容易得到—尽管英文识别工作需要自动完成。如果文
本消息在加密前进行了压缩，那识别就很困难了。如果信息是更一般的数据类型，如数字文
件，并进行了压缩，那么识别就更难于自动实现了。因此，作为对蛮力攻击的补充，还需要
知道相关明文的某种程度的知识，并且需要有将正确的明文从杂乱的明文堆里自动识别出来
的方法。

2.1.2

对称分组加密算法

使用最广泛的对称加密算法是分组密码。分组密码是将定长的明文转换成与明文等长的
密文。该算法将较长的明文划分为一系列定长的块。包括数据加密标准（DES）、三重 DES
（3DES）和高级加密标准（AES）
（见表 2-1）等在内的重要对称算法都是分组密码。本小节对这
些算法进行综述，第 20 章将给出相关的详细技术细节。
数据加密标准 使用最广泛的加密体制是数据加密标准，它于 1977 年被美国国家标准局
（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即现在的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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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chnology，NIST）采纳为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 PUB 46 。这个算法本身被称为数据加
密算法（Data Encryption Algorithm，DEA）。DES 采用 64 位长度的明文分组和 56 位长度的密钥，
产生 64 位长度的密文分组。
表 2-1

三种流行对称加密算法的比较

DES

3DES

AES

明文分组长度（位）

64

64

128

密文分组长度（位）

64

64

128

密钥长度（位）

56

112 或 168

128、192 或 256

注：DES ＝数据加密标准；3DES ＝三重 DES；AES ＝高级加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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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两个方面关注 DES 的强度：一是关注算法本身，二是关注 56 位密钥的使用。前者关
注密码分析者利用 DES 算法本身的特征进行密码分析的可能性。多年来，人们已进行无数次
尝试，试图发现并利用算法中存在的弱点，DES 也因此成为现在研究得最深入的加密标准。尽
管如此，至今还没有关于 DES 的致命弱点的报道。1
受到更多关注的是密钥长度，56 位的密钥共有 256 种可能，这个数字大约是 7.2×1016。遗
憾的是，考虑到现在的商用处理器速度，这个密钥长度是严重不足的。希捷科技公司（Seagate
Technology）的一篇文章指出 [SEAG08]，在现今的多核计算机上，每秒尝试 10 亿（109）种密
钥组合已成为可能。而近期市场现状也证实了这一点。Intel 和 AMD 公司提出用基于指令的硬
件加速 AES 算法的运行。在当前 Intel 多核处理器上进行的多次测试表明，速度大约为每秒 5
亿次的加密运算可以实现 [BASU12]。而另外一个近期分析指出，基于当前的超级计算机技术，
每秒执行 1013 次加密运算已成为可能 [AROR12]。
鉴于上述理论结果，表 2-2 给出了对于不同的密钥长度以蛮力攻击方法破译密码所需的时
间。由该表可见，一台 PC 破解一个密钥长度为 56 位的 DES 密码需要 10 小时；如果由多个
PC 并发运行，那么所需时间会大大缩短；而当前的超级计算机在 1 小时内就能够完成这个运
算（找到一个密钥）。128 位或更多位密钥能保证算法不会被简单的蛮力攻击破解，即使设法将
破解机的速度提高 1012 倍，仍然需要 100 000 年的时间来破解密码。
表 2-2

穷举密钥搜索所需的平均时间

密钥长度（位）

加密算法

可选密钥个数

按 109 次解密 /μs
计算所需时间

56

DES

256≈7.2×1016

255μs＝1.125 年

128

38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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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1013 次解密 /μs
计算所需时间
1 小时

128

AES

2 ≈3.4×10

2 μs＝5.3×10 年

5.3×1017 年

168

3DES

2168≈3.7×1050

2167μs＝5.8×1033 年

5.8×1029 年

192

AES

2192≈6.3×1057

2191μs＝9.8×1040 年

9.8×1036 年

256

AES

2256≈1.2×1077

2255μs＝1.8×1060 年

1.8×1056 年

幸运的是，还有一些算法可以用来替代 DES，例如在本节接下来要讨论的三重 DES 和 AES。
三重 DES 算法 三重 DES（3DES）的使用延长了 DES 算法的寿命，它重复基本的 DES
算法三次，采用两个或三个不同的密钥，密钥长度为 112 位或 168 位。3DES 于 1985 年在

有关 NIST 和类似组织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附录 C，我们所讨论的相关出版物请参见“NIST 和 ISO 文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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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 标准 X 9.17 中被首次标准化，多应用在金融领域。1999 年随着 FIPS PUB 46-3 的发布，
3DES 被合并为数据加密标准（Data Encryption Standard）的一部分。
3DES 的两个优点确保了它在未来几年里的广泛应用。首先，它的密钥长度是 168 位，故
能克服 DES 所面临的蛮力攻击问题。其次，3DES 的底层加密算法与 DES 的加密算法相同，
分析破解该算法所需要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加密算法要长得多，且也未能发现有比蛮力攻击更有
效的、基于算法本身的密码分析攻击方法。相应地，3DES 对密码分析攻击有很强的免疫力。
如果考虑算法安全，3DES 将成为未来十年加密算法标准的合适选择。
3DES 的根本缺点在于用软件实现算法的速度比较慢。起初，DES 是为 20 世纪 70 年代中
期的硬件实现设计的，因而难于用软件有效实现该算法。3DES 要求 3 倍于 DES 的计算量，故
其速度要慢得多。另一个缺点是，DES 和 3DES 的分组长度均为 64 位，就效率和安全性而言，
其分组长度应更长。
高级加密标准 由于自身存在缺陷，3DES 不能成为理想的长期使用的加密算法标准。作
为替代品，NIST 在 1997 年公开征集新的高级加密标准（AES），要求其安全强度不低于 3DES
并能显著提高计算效率。除了这些通常的要求之外，NIST 特别规定了高级加密标准必须是分
组长度为 128 位的对称分组密码，并能支持长度为 128 位、192 位和 256 位的密钥。算法评估
准则包括安全性、计算效率、存储空间要求、硬件和软件平台的适应性，以及灵活性等。
15 个候选算法通过了第一轮评估。而仅有 5 个候选算法通过了第二轮评估。NIST 在 2001
年 11 月完成了评估并发布了最终标准（FIPS PUB 197）。NIST 选择 Rijndael 作为建议的 AES
算法。AES 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商业产品。有关 AES 的内容将在第 20 章进行详细的介绍。
实际的安全问题 一般来说，对称加密应用于长于 64 位或 128 位分组的数据单元。电子
邮件消息、网络包、数据库记录和其他明文消息源用对称分组密码加密时，必须将它们分成
固定长度的分组序列。最简单的多分组加密方式被称为电子密码本（ECB）模式。在该模
式中，明文每次被提交 b 位并且每组明文用相同的密钥进行加密。通常，b＝64 或 b＝128。图
2-2a 显示了 ECB 模式的工作过程。长度为 nb 的明文被分成 n 个 b 位的分组 (P1, P2, …, P n )，
每个分组用相同的算法和相同的密钥加密，产生出由 n 个 b 位分组组成的密文序列 (C 1,
C 2,…, C n)。
对于很长的消息，ECB 模式可能不安全。密码分析者可能利用明文中的一些规律来破译。
例如，若这段消息总是以某些固定的字符开头，密码分析者就可以拥有大量的明文 － 密文对，
进而展开攻击。
为了增强用于加密大数据序列的对称分组密码的安全性，出现了大量可选择的其他技术，
称为操作模式（mode of operation）。这些模式克服了 ECB 的缺点，每个模式具有自己独有的优
势。这个话题将在第 20 章中进行讨论。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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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密码

分组密码（block cipher）一次处理输入的一组元素，每个输入分组产生一个输出分组。流密码
（stream cipher）则持续地处理输入元素，每次产生一个元素的输出，持续进行下去。尽管分组密
码已非常普遍，但是某些基于流密码的应用也是很受欢迎的。本书的后面给出了相关的例子。
一个典型的流密码每次加密 1 字节的明文，当然流密码也可被设计为每次操作 1 位或者
大于 1 字节的单元。图 2-2b 给出了一个典型的流密码结构图。在该结构中，密钥输入到一个
伪随机位发生器中，该伪随机位发生器产生一串随机的 8 位数。一个伪随机流就是在不知道输
入密钥的情况下不可预知的流，其明显具有随机特性（见 2.5 节）。发生器的输出称为密钥流
（keystream），每次组合成 1 字节，并与明文流进行逐位异或（XOR）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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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对称加密的类型

通过设计合适的伪随机数发生器，流密码可以提供和相应密钥长度的分组密码相当的安全
性。流密码相对于分组密码的主要优点是，往往速度更快而且编写的代码更少。分组密码的优
点是可以重复使用密钥。对于需要对数据流进行加密 / 解密的应用，比如在一个数据通信信道
上或者浏览器 /Web 连接上通信，流密码就是很好的解决方案。而对于处理成块数据的应用，
比如文件传输、电子邮件和数据库，分组密码则更为适用。当然，在实际中两种类型的密码都
可用于各种应用。

2.2

消息认证和散列函数

加密可以防止被动攻击（窃听）。加密的另一个要求是防止主动攻击（数据伪造和篡改）。
关于防止这些攻击的办法，著名的是消息认证或数据认证。1
当消息、文件、文档或其他数据集合是真实的且来自合法信源，则被称为是可信的。消息
或数据认证是一种允许通信者验证所接收或存储的数据是否可信的措施 。认证包括两个重要
方面：验证消息的内容有没有被篡改和验证信源是否可信。还可以验证消息的时效性（即消息
没有被人为地延迟和重放）以及两个实体之间传输的消息流的相对顺序。所有这些问题正如第

为简单起见，在本节剩余部分，均指消息认证。到目前为止，它既指对传输的消息的认证，也指对存储的
数据的认证（数据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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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所介绍的都被归入数据的完整性。

2.2.1

利用对称加密实现认证

仅仅简单地使用对称加密也可以进行消息认证。假设只有发送方和接收方共享一个密钥
（这是合理的），那么只有真正的发送方才能够成功地为对方（其他参与者）加密消息，提供接
收者能识别的有效消息。此外，如果消息里带有纠错码和序号，则接收方就可以确认消息是否
被修改过以及顺序是否正确。如果消息还包括时间戳，那么接收方就可以确认消息的传输有没
有超出网络传输的正常延迟。
事实上，单独的对称加密并不是数据认证的有效工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 ECB 加
密模式下，如果攻击者重组了密文分组，那么每个分组仍然能成功地被解密。但是重组可能
改变了整个数据序列的意义。尽管序号可以用在某些级别（如每个 IP 包），但通常不会为每
个 b 位明文分组关联一个单独的序号。因此，分组重组（block reordering）成了一个潜在的
威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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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加密的消息认证

在这一小节，我们研究几种不依赖于消息加密的消息认证技术。所有这些技术都会生成认
证标签，并且附加在每一条消息上传输。消息本身并不会被加密，所以它在目的地是可读的，
而且与目的地的认证功能无关。
由于这里讨论的技术不对消息加密，因此其没有提供消息的机密性。如上所述，消息加密
本身没有提供一个安全的认证形式。但是通过加密消息加上认证标签可以将认证和机密性组合
在一个算法中。然而，通常情况下，消息认证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从消息加密中分离出来
了。[DAVI89] 中给出了三种采用无机密性的消息认证更为恰当的情形。
1. 有许多应用是将同一消息广播到很多目的地。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通知各用户网络
暂时不可使用，另一个是控制中心发出的报警信号。一种更经济可靠的方法就是只有一个接收
者负责验证消息的真实性。因此消息必须以明文加上消息认证标签的形式进行广播。负责验证
的系统进行认证，如果发生错误，它就发出警报通知其他接收者。
2. 在信息交换中，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即通信某一方处理负荷较大，不能承担解密收到
的所有消息的时间开销。认证机制采用选择机制随机地选择消息进行验证。
3. 对明文形式的计算机程序进行认证是一种很吸引人的服务。运行一个计算机程序而不必
每次对其解密，因为每次对其解密会浪费处理器资源。但是，将消息认证标签附于该程序后，
则可在需要保证程序完整性的时候才对其进行检验。
因此，在满足安全要求方面，认证和加密都有其适用的、满足安全要求的场合。
消息认证码 一种认证技术是利用秘密密钥来生成一个固定长度的短数据块，称之为消息
认证码（MAC）
，并将该数据块附加在消息之后。这项技术假设通信双方，比如 A 和 B，使用
共同的秘密密钥 KAB，在 A 向 B 发送消息时，则 A 计算消息认证码，它是一个关于消息和密
钥的复杂函数：MACM＝F(KAB, M) 。消息和认证码一起被发送给接收方。接收方对收到的消
息用相同的秘密密钥进行相同的计算得出新的消息认证码，并将收到的认证码和计算出的认证
码进行比较（见图 2-3）。我们假定只有收发双方知道该秘密密钥，那么如果接收到的认证码和
计算出的认证码相等，则有 1

因为消息可能是任意长度的，而消息认证码的长度很短且固定，所以理论上大量的消息中一定会产生相同
的 MAC。但是，实际中很难找到具有相同 MAC 的消息对。我们称此为抗碰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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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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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消息认证码进行消息认证

1. 接收方可以相信消息未被修改。如果攻击者改变了消息，但他却无法改变相应的认证
码，所以接收方计算出的认证码将不等于接收到的认证码。因为攻击者不知道秘密密钥，所以
攻击者不知道应该如何改变认证码才能使其与修改后的消息一致。
2. 接收方可以相信消息来自真正的发送方。因为其他各方均不知道秘密密钥，因此他们不
能产生具有正确认证码的消息。1
3. 如果消息中含有序号（如 X.25、HDLC 和 TCP 中使用的序号），那么接收方可以相信消
息顺序是正确的，因为攻击者无法成功地修改序号。
很多算法都可以用来生成认证码。现在取消使用的 NIST 标准 FIPS PUB 113（计算机数据
认证，1985 年 5 月）推荐使用 DES。然而现在 AES 是更加合适的选择。DES 和 AES 被用来
产生消息的加密密文，并将密文的最后几位作为认证码。一般使用 16 位或 32 位，但是目前看
来位数还是不够长，不足以抵抗碰撞 。
这个认证过程很像加密过程，它们之间的一点不同是：认证算法不需要是可逆的，而解密
必须是可逆的。已经证实由于认证函数的数学特性，它相对于加密来说更不易被破解。
单向散列函数 单向散列函数是消息认证码的一种变形。与消息认证码一样，散列函数接
受可变长度的消息 M 作为输入，产生固定长度的消息摘要 H(M) 作为输出（见图 2-4）。一般来
说，消息的长度被填充到某个固定长度（如 1024 位）的整数倍，填充的消息包括原始消息以
位为单位的长度值。这个长度字段作为一个安全措施增加了攻击者利用散列值改变消息（产生
具有相同散列函数值的另一个消息）的难度。
与 MAC 不同的是，散列函数不能使用秘密密钥作为输入，为了对一个消息进行认证，
可信的消息摘要和消息一起被发送出去。图 2-5 给出了利用散列值对消息进行认证的三种
方式。消息摘要（散列码）可以利用对称加密（图 2-5a）。假定只有发送方和接收方共享加
密密钥，那么可信性就可以得到保证。消息摘要也可以利用公钥加密（图 2-5b）。这将在
2.3 节讨论。利用公钥密码加密有两个优点：其提供了数字签名和消息认证；不要求密钥分
发到通信各方。
回想我们在 2.1 节讨论的关于大量数据的实际安全问题，一些操作模式需要将诸如 DES 之类的分组密码运
用到长度大于一个分组的数据。对于在这里提到的 MAC 应用，DES 采用密码分组链接模式（CBC）。大体
上，DES 按顺序应用于每个 64 位的消息分组，加密算法的输入是当前的明文分组和以前的密文分组的异或
值。MAC 来源于最终的分组加密。见第 20 章关于 CBC 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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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密码散列函数；h=H(M)

图 2-5

利用单向散列函数进行消息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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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信量较小的情况下，这两种方法与加密整条消息相比更具优势。然而，人们越来越对
开发完全不含加密函数的方法感兴趣。[TSUD92] 中给出了几种不希望使用加密函数的理由：
● 加密软件速度慢。即使每条消息需要加密的数据量不大，但也总有消息流会输入到系
统中或由系统输出。
● 加密硬件成本不容忽视。尽管已有实现 DES（或 AES）的低成本芯片，但是如果网络
中所有节点都必须有该硬件，则总成本可能很大。
● 加密硬件是针对大数据量进行优化的。对于小的数据分组，花费在初始化和调用上的
时间所占的比例很大。
● 加密算法可能受到专利保护。
图 2-5c 描述了利用散列函数但不使用加密的消息认证技术。这项技术被称为密钥散列
MAC。假设有两个通信实体，如 A 和 B，使用共同的秘密密钥 K。这个秘密密钥在生成散列
值的过程中加入进来。图 2-5c 描述了这种方法，当 A 有消息要发送给 B 时，它首先计算以秘
密密钥与消息的连接为自变量的散列函数：MDM＝H(K||M||K ) 。然后将 [M||MDM] 发送给 B。
因为 B 拥有密钥 K，它可以重新计算出 H(K||M||K ) 并检验 MDM 的值。因为秘密密钥本身并不
被发送，所以攻击者不能篡改截获的信息。只要秘密密钥是安全的，那么攻击者就不可能生成
伪消息。1
需要注意的是，秘密密钥同时作为消息的前缀和后缀。如果秘密密钥仅作为前缀或仅作为
后缀，那么这种机制的安全性就大大降低了。这个话题将在第 21 章进行讨论。第 21 章还描述
了一种称为 HMAC 的机制，这种机制比图 2-5c 描述的方法要复杂一些，并已成为带密钥散列
MAC 的标准方法。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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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散列函数

单向散列函数或者安全散列函数不仅在消息认证中而且在数字签名中都是很重要的。在这
一小节，首先讨论对安全散列函数的要求，然后讨论具体算法。
对散列函数的要求 散列函数的目的就是要产生文件、消息或其他数据块的“指纹”。一
个散列函数 H 要能够用于消息认证，它必须具有下列性质：
1. H 可应用于任意大小的数据块。
2. H 产生固定长度的输出。
3. 对任意给定的 x，计算 H(x) 比较容易，用硬件和软件均可实现。
4. 对任意给定的散列码 h，找到满足 H(x)＝h 的 x 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具有这种性质的
散列函数被称为是单向（one-way）的或抗原象（preimage resistant） 的。2
5. 对任意给定的分组 x，找到满足 y≠x 且 H(y)＝H(x) 的 y 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具有这
种性质的散列函数被称为是第二抗原象（second preimage resistant）的，有时也被称为是弱抗碰
撞（weak collision resistant）的。
6. 找到任何满足 H(x)＝H(y) 的偶对 (x, y) 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具有这种性质的散列
函 数 被 称 为 是 抗 碰 撞（collision resistant） 的。 有 时 也 被 称 为 是 强 抗 碰 撞（strong collision
resistant）的。
前三个性质是散列函数实际应用于消息认证中所必须满足的。
第四个性质是单向性，即由消息很容易计算出散列码，但是由散列码却不能计算出相应的
消息。对于使用一个秘密值的认证方法（见图 2-5c）这个性质非常重要，虽然该秘密值本身并不
|| 表示连接。
对于 f (x)＝y，称 x 为 y 的原象，除非 f 是一对一的，否则对于给定的 y 将有多个原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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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但若散列函数不是单向的，则攻击者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个秘密值：若攻击者能够观
察或者截获传送的消息，则他可以得到消息 M 和散列码 MDM＝H(K || M || K)。然后求出散列函
数的逆，从而得出 K || M || K＝H －1(MDM)。由于攻击者已知 M 和 K || M || K，所以可恢复出 K。
第五条性质可以保证不能找到与给定消息具有相同散列值的另一个消息，因此它可以在对
散列码加密的方法中防止伪造（见图 2-5a 和 b）。如果这条性质不成立，那么攻击者可以先观
察或截获一条消息及其加密的散列码，然后由消息产生一个未加密的散列码，最后产生另一个
具有相同散列码的消息。
一个散列函数若满足上面所列出的前五条性质则称其为弱散列函数。如果第六条性质也
满足，则称其为强散列函数。强散列函数能阻止一个实体伪造另一个实体已经签名的信息。例
如，假设 Bob 写一个 IOU 消息，发送给 Alice，Alice 对该消息进行了签名。如果 Bob 发现两
个消息具有相同的散列值，其中一个要求 Alice 付少量的钱，另一个要求她付大量的钱。Alice
签名了第一条信息，那么 Bob 就认为第二条消息也是可信的。
除了提供认证功能以外，消息摘要还能提供数据完整性。它执行与帧检验序列相同的功能：
如果消息中的某些位在传输过程中偶然发生了改变，那么接收到的消息摘要将会是错误的。
散列函数的安全性 和对称加密一样，对安全散列函数的攻击也有两类：密码分析和蛮力
攻击。和对称加密算法一样，散列函数的密码分析也涉及利用该算法中逻辑上的弱点。
散列函数抗蛮力攻击的能力仅仅依赖于算法所产生的散列码的长度。对于长度为 n 的散列
码，所需的代价与下表中的相应量成正比。
抗原象

2n

第二抗原象

2n

抗碰撞

2n/2

如果要求抗碰撞能力（通常期望安全散列码具有该性质），那么值 2n/2 决定了该散列码的抗
蛮力攻击的强度。Oorschot 和 Wiener[VANO94] 耗资 1000 万美元，为攻击 MD5 设计了一台碰
撞搜索器，它能在 24 天内找到一个碰撞。MD5 使用的是 128 位的散列码，因此一般认为 128
位散列码是不够的。如果将散列码看作以 32 位为单位的序列，那么以后将要使用 160 位散列
码。对 160 位的散列码，用相同的搜索器则需要 4000 年才能找到一个碰撞。利用今天的技术
可能需要的时间更短，因此 160 位已经是不可信的了。
安全散列函数算法 在最近几年里，安全散列算法（Secure Hash Algorithm，SHA）已成
为使用最广泛的散列算法。SHA 由 NIST 设计并于 1993 年作为联邦信息处理标准（FIPS 180）
发布。当 SHA 的缺点被发现后，修订版于 1995 年发布（FIPS 180-1），通常称之为 SHA-1。
SHA-1 产生 160 位的散列值。2002 年，NIST 提出了该标准的修订版（FIPS 180-2），它定义
了三种新的 SHA 版本，散列值的长度分别为 256 位、384 位和 512 位，分别称为 SHA-256、
SHA-384 和 SHA-512。这些新的版本统称为 SHA-2，它们与 SHA-1 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并
使用了相同类型的模运算和逻辑二元运算。特别是 512 位的 SHA-2 版本，似乎具有牢不可破
的安全性。然而，鉴于 SHA-2 与 SHA-1 两者结构的相似性，NIST 决定标准化一种与 SHA-2
和 SHA-1 截然不同的新的散列函数。这种被称为 SHA-3 的新散列函数发布于 2012 年，而且
现在已经作为 SHA-2 的替代品而被广泛运用。

2.2.4

散列函数的其他应用

前面讨论了散列函数在消息认证和创建数字签名中的应用（本章稍后将对后者进行更为详
细的讨论）。下面给出安全散列函数应用的另外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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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口令：第 3 章介绍了一种机制，即操作系统中存储的是口令的散列值而不是口令本身。
因此，能访问口令文件的黑客不能获得有效的口令。简单地说，当用户输入口令时，
口令的散列值要与存储在系统中的散列值进行匹配。这个应用要求抗原象性，或许还
要求第二抗原象性。
入侵检测：在一个系统中为每个文件存储并保护好散列值 H(F)（例如存储在一个受保
护的 CD-R 上）。你可以通过重新计算 H(F) 来确定文件是否被修改了。入侵者可能会
改变 F，但不能改变 H(F)。这个应用要求弱第二抗原象性。

公钥加密
公钥加密与对称加密同等重要，它应用于消息认证和密钥分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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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钥加密的结构

1976 年，Difﬁe 和 Hellman[DIFF76] 首次提出了公钥加密的思想，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几千
年来密码领域第一次真正革命性的进步。公钥算法基于数学函数，而不像对称加密算法那样是
基于位模式的简单操作。更重要的是，公钥密码是非对称的（asymmetric），它使用两个单独的
密钥。而对称加密只使用一个密钥。使用两个密钥对于机密性、密钥分发和认证都产生了意义
深远的影响。
在继续进行讨论之前，我们首先简单解释一下有关公钥密码的几种常见误解。一种误解
是，从密码分析的角度看，公钥密码比对称密码更安全。而事实上，任何加密方法的安全性都
依赖于密钥的长度和破译密码所需要的计算量。从抗密码分析的角度看，原则上不能说对称密
码优于公钥密码，也不能说公钥密码优于对称密码。第二种误解是公钥密码是一种通用的方
法，所以对称密码已经过时了。其实正好相反，由于当前的公钥密码所需的计算量过大，因而
取缔对称密码似乎不太可能。最后，有一种误解是，对称密码中与密钥分发中心的握手是一件
异常麻烦的事情，与之相比，利用公钥密码实现密钥分发则非常简单。事实上，使用公钥密码
也需要某种形式的协议，该协议通常包含一个中心代理，并且其所包含的处理过程既不比对称
密码需要的步骤少，也不更有效。
公钥密码体制有 6 个组成部分（见图 2-6a）：
● 明文（plaintext）
：算法的输入，是可读信息或数据。
● 加密算法（encryption algorithm）
：加密算法对明文进行各种变换。
● 公钥和私钥（public and private key）
：这是选出的一对密钥，这对密钥中一个用于加密，
另一个用于解密。加密算法执行的变换依赖于公钥和私钥 。1
● 密文（ciphertext）：算法的输出，其依赖于明文和密钥。对于给定的消息，不同的密钥
产生的密文不同。
● 解密算法（decryption algorithm）
：该算法接收密文和相应的密钥，并产生原始明文。
正如其字面上的意思，公钥对其他使用者来说是公共的。然而私钥只有它的拥有者知道。
一般的公钥加密算法依赖于一个加密密钥和一个与之不同但又相关的解密密钥。
其主要步骤如下：
1. 每个用户产生一对密钥，用来加密和解密消息。
应用于对称加密的密钥一般称为秘密密钥（secret key）。应用于公钥加密的两个密钥称为公钥（public key）
和私钥（private key）。私钥依然需要保持其秘密性，但是为了避免与对称加密混淆，称其为私钥而非秘密
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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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个用户将其中一个密钥放在公共寄存器或其他可访问的文件中，该密钥称为公钥，另
一个密钥则是私有的。如图 2-6a 所示，每个用户可以拥有若干其他用户的公钥。
3. 若 Bob 要发送消息给 Alice，则 Bob 用 Alice 的公钥加密。
4. Alice 收到消息后，用其私钥对消息解密。由于只有 Alice 知道其自身的私钥，所以其他
的接收者均不能解密出消息。
利用这种方法，通信各方均可访问公钥，而私钥是各通信方在本地产生的，所以不必进
行分发。只要系统控制了其私钥，那么它的通信就是安全的。在任何时刻，系统可以改变其私
钥，并公布相应的公钥以代替原来的公钥。
图 2-6b 描述了另一种公钥加密的操作模式。在这种机制中，用户通过自己的私钥加密数
据。只有知道相关的公钥的人才能对该数据进行解密。

图 2-6

公钥密码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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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图 2-6a 所描述的方案，它是为了提供机密性：只有期望的接收者才能对密文进行
解密，因为只有期望的接收者拥有所要求的私钥。事实上机密性依赖于许多方面的因素，包括
算法的安全性、私钥的保密性以及任何包含加密函数的协议的安全性。
图 2-6b 所描述的方案是为了提供认证和数据完整性。如果一个用户能成功地利用 Bob 的
公钥将 Bob 的密文还原为明文，这表明只有 Bob 对明文进行了加密，以此提供了认证。更进
一步地讲，只有 Bob 能对明文进行修改，因为只有他能利用自己的私钥对明文进行加密。需
要再次指出的是，其实际提供的认证或数据完整性依赖于多种因素。这些问题主要在第 21 章
进行介绍，但是本书其他地方也会有所涉及。

2.3.2

公钥密码体制的应用

在继续进行讨论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澄清公钥密码体制中容易引起混淆的一个问题。公钥
密码体制的特点是使用具有两个密钥的密码算法，其中一个密钥是私有的，另一个是公有的。
根据不同的应用，发送方可使用其私钥或者接收方的公钥或同时使用两者来实现密码功能。一
般来讲，可以把公钥密码体制的应用划分为三类：数字签名、对称密钥分发和秘密密钥加密。
这些应用将在 2.4 节进行讨论，有些算法可用于上述三种应用，而有些算法则只适用其中
一种或两种应用。表 2-3 列出了本节讨论的算法及其所支持的应用。
表 2-3
算

数字签名

对称密钥分发

秘密密钥加密

RSA

是

是

是

Difﬁe-Hellman

否

是

否

DSS

是

否

否

椭圆曲线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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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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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钥密码的要求

图 2-6 所示的密码体制建立在基于两个相关密钥的密码算法之上。Difﬁe 和 Hellman 假设
这一密码体制是存在的，但没有证明这种算法的存在性。不过他们给出了这些算法应满足的条
件 [DIFF76b]：
1. B 产生一对密钥（公钥 PUb，私钥 PRb）在计算上是容易的。
2. 已知公钥和要加密的消息 M，发送方 A 产生相应的密文在计算上是容易实现的：
C＝E(PUb，M)
3. 接收方 B 使用其私钥对接收的密文解密以恢复明文在计算上是容易实现的：
M＝D(PRb，C)＝D[PRb，E(PUb，M)]
4. 已知公钥 PUb 时，攻击者要确定私钥 PRb 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
5. 已知公钥 PUb 和密文 C，攻击者要恢复明文 M 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
还可以增加一个条件—尽管它很有用，但并不是所有的公钥密码应用都必须满足该条件。
6. 加密和解密函数的顺序可以交换：
M＝D[PUb，E(PRb，M)]＝D[PRb，E(PUb，M)]

2.3.4

非对称加密算法

在本小节中，我们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使用最广泛的非对称加密算法。第 21 章将给出其
技术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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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 MIT 的 Ron Rivest、Adi Shamir 和 Len Adleman 在 1977 年提出了第一个公钥体制
RSA，并于 1978 年首次发表该算法 [RIVE78]。RSA 被认为是使用最广泛并被实现的公钥加密
方法。RSA 体制是一种分组密码，其明文和密文均是 0 ～ n―1 之间的整数。
1977 年，RSA 的三位发明者发动《科学美国人》杂志的读者对他们发表在 Martin Gardner
的《数学游戏》专栏中的密文进行解密。解得明文则可获得 100 美元的奖金。他们预言需要
4×1016 年才能解得明文。但是，一个研究小组利用连接到 Internet 上的 1600 多台计算机，只
用了 8 个月时间，于 1994 年 4 月解决了这个问题 [LEUT94]。这里所用的公钥的大小（n 的长
度）是 129 位十进制数，即约 428 位二进制数。这个结果并没有让 RSA 的使用变得无效，它
仅仅意味着应该采用长度更大的密钥。实际上，对于所有应用来说，1024 位的密钥长度（大约
300 位十进制数）足够了。
Difﬁe-Hellman 密钥协议 Difﬁe 和 Hellman 在一篇具有独创意义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公
钥算法，给出了公钥密码学的定义 [DIFF76]，该算法被称为 Difﬁe-Hellman 密钥交换或密钥协
议。许多商业产品都使用了这种密钥交换技术。
该算法的目的是使两个用户能安全地交换密钥，以便在后续的通信中用该密钥对消息加
密。该算法本身只限于进行密钥交换。
数字签名标准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发布的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 PUB
186，被称为数字签名标准（Digital Signature Standard，DSS）。DSS 使用 SHA-1 算法给出了一
种新的数字签名方法，即数字签名算法（DSA）。DSA 最初提出于 1991 年，1993 年根据公众
对其安全性的反馈意见对它进行了一些修改。在 1998 年、2000 年、2009 年又更新发布了不同
版本，最近的版本是 2013 年发布的 FIPS PUB 186-4。DSS 使用的是只提供数字签名功能的算
法。与 RSA 不同，它不能用于加密和密钥分发。
椭圆曲线密码学 大多数使用公钥密码学和数字签名的产品和标准都使用 RSA 算法。为
了保证 RSA 的使用安全性，最近这些年来密钥的位数一直在增加，这对使用 RSA 的应用是很
重的负担，对于进行大量安全交易的电子商务更是如此。最近，一种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椭圆
曲线密码学（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ECC）对 RSA 提出了挑战。在标准化的过程中，
如关于公钥密码学的 IEEE（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P1363 标准中，人们也已考虑了 ECC。
与 RSA 相比，ECC 的主要诱人之处在于，它可以使用比 RSA 短得多的密钥得到相同的安
全性，因此其可以减轻处理负荷。另一方面，虽然关于 ECC 的理论已很成熟，但直到最近才
出现这方面的产品。对于 ECC 的密码分析也刚刚起步，因此 ECC 的可信度还没有 RSA 高。

2.4

数字签名和密钥管理

正如在 2.3 节中介绍的，公钥密码算法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应用。从广义上讲，这些应用可
以分为两类：数字签名，与密钥管理和分发相关的一些技术。
针对密钥管理与分发，至少有三个不同方面使用公钥加密：
● 安全地分发公共密钥；
● 使用公钥加密分发密钥；
● 使用公钥加密为消息加密创建临时密钥。
本节对数字签名和各种类型的密钥管理与分发进行简单的介绍。

2.4.1

数字签名

公钥加密是一种可以用作身份认证的技术，比如数字签名。FIPS PUB 186（数字签名标准，
2013 年 7 月）定义了一种具有下述特点的数字签名：数据的加密转换的结果（如果得到适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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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能够提供一个机制来保证原始认证、数据完整性以及签名的不可抵赖性。
因此，数字签名是依赖于数据的位组合格式，由代理根据文件、消息或其他形式的数据块
生成。另一个代理人将获取数据块及其对应的签名以证实：（1）数据块被签名者签名；（2）数
据块在被签名后没有改变。除此之外，签名者不能否认签名。
FIPS 186-4 指定了以下三种数字签名算法：
数字签名算法（Digital Signature Algorithm，DSA）：NIST 最初批准的算法，基于计算离散
对数的复杂性。
RSA 数字签名算法：基于 RSA 公钥加密算法。
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ECDSA）：基于椭圆曲线密码。
图 2-7 是一个制作、使用数字签名过程的通用模型。所有 FIPS 186-4 中的数字签名方案
都拥有这个结构。假设 Bob 要将一条消息发送给 Alice。尽管消息并不重要，也无须保密，
但他想让 Alice 知道消息确实是他发的。出于这个目的，Bob 利用一个安全的散列函数，如
SHA-512，产生消息的散列值，然后将这个散列值用他的私钥加密，从而就创建了数字签名
（Digital Signature）。Bob 将附带着签名的消息发送出去。当 Alice 收到带有签名的消息后，她
要做的是：（1）计算该消息的散列值；（2）利用 Bob 的公钥对签名进行解密；（3）将计算出
的散列值和解密出的散列值做比较。如果这两个散列值相等，Alice 就能确认所收到的消息是
由 Bob 签名过的。因为其他人没有 Bob 的私钥，所以他们便不能创建能用 Bob 的公钥解密的
密文。另外，没有 Bob 的私钥想对消息做修改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消息在来源方面和数据
完整性方面都得到了认证。

图 2-7

数字签名过程中基本要素的简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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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签名并不提供机密性。也就是说，发送消息不会被篡改但可能被窃听。这一点在对部
分消息进行签名的情况下是明显的，因为其他的消息均以明文形式进行传输。即使在完全加密
的情况下，也不能保证机密性，因为任何观察者均可以利用发送者的公钥对消息进行解密。

2.4.2

公钥证书

从字面上理解，公钥加密的意思就是公钥是公开的。所以，如果有某种广泛接受的公钥算
法，如 RSA，任何参与者均可以将其公钥发送给其他参与者或者把这个公钥广播到整个团体。
尽管这种方法使用起来很方便，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任何人都可以伪造该公共通告。
也就是说，某个用户可以假冒用户 Bob 向其他参与者发送公钥或广播公钥，直到一段时间后
用户 Bob 发觉伪造并告知其他参与者，伪造者在此之前可以读取欲发送给 Bob 的加密消息，
并且可以使用伪造的密钥进行认证。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公钥证书。实际上，公钥证书由公钥加上公钥所有者的用户 ID 以
及可信第三方签名的整个数据块组成。证书也包括一些关于第三方的信息以及证书有效期限的
标识。通常，第三方就是用户团体所信任的认证中心（Certiﬁcate Authority，CA），如政府机构
或金融机构。用户可以通过安全渠道将自己的公钥提交给该中心并获得签名证书。用户之后可
以发布该证书，任何需要该用户公钥的人都可以获取这个证书，并通过附带的可信签名来验证
其有效性。图 2-8 描述了这个过程。

图 2-8

公钥证书的使用

这些关键的步骤总结如下。
1. 用户软件（客户端）创建一对密钥：一个公钥和一个私钥。
2. 客户端准备一个包含用户 ID 和公钥的未签名的证书。
3. 用户通过某种安全手段将未签名的证书提交给 CA。这种手段可能是面对面的会谈，也
可能是使用已注册的电子邮件，或提交一个电子邮件认证的 Web 表单。
4. CA 以如下方式产生一个签名：
a. CA 利用某个散列函数计算出未签名证书的散列码。该散列函数，例如将在 2.2 节和
21.1 节中讨论的 SHA 函数族，将一个可变长度的数据分组或消息映射到一个固定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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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列码。
b. CA 使用自己的私钥和数字签名算法来生成数字签名。
5. CA 将签名附属在未签名的证书后，以此创建一个签名证书。
6. CA 将签名证书交还给客户端。
7. 客户端可以将该签名证书提交给其他用户。
8. 该签名证书的任何接收者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验证该证书的有效性：
a. 接收者计算证书的散列码（不包括签名）。
b. 接收者使用 CA 的公钥和签名认证算法来证实数字签名。这个算法返回值显示签名是
否有效。
X.509 标准已经被广泛接受，用来格式化公钥证书。X.509 证书应用在许多网络安全领域，
包括 IP 安全（IPSec）、传输层安全（TLS）、安全 Shell（SSH）和安全 / 多用途 Internet 邮件扩展
（S/MIME）。本书的第五部分将讨论上述大部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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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公钥加密实现对称密钥交换

利用对称加密，两个通信实体进行安全通信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它们共享一个秘密密钥。假
设 Bob 想创建一个消息通信应用，使他能与任何接入 Internet 的用户或接入与他共享的其他网
络的用户安全地交换电子邮件。假设 Bob 想利用对称加密来实现。利用对称加密，Bob 和他
的通信者（比如 Alice）必须提出一种共享一个唯一的私钥且使其不能被他人获得的方法。他
们如何来完成这个工作呢？如果 Alice 就在 Bob 的隔壁，那么 Bob 可以生成一个密钥，把
它写在纸上或者存储在软盘上，然后把它交给 Alice ；但是，如果 Alice 位于大陆或世界的
另一侧，Bob 该怎么做呢？他可以利用对称加密来加密该密钥，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发送
给 Alice，但这意味着 Bob 和 Alice 必须共享一个秘密密钥来加密这个新的秘密密钥。而且，
Bob 和其他所有使用新的邮件包的人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每对通信者必须共享一个唯一的
秘密密钥。
一种方法是使用 Difﬁe-Hellman 密钥交换。该方法事实上已经被广泛使用了。但是它有
一个缺陷，就是它的形式过于简单，Difﬁe-Hellman 没有提供两个通信者之间的认证。有许
多 Difﬁe-Hellman 的变种克服了这个问题。而且，基于其他公钥算法的协议也能达到相同的
目的。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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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封

公钥加密中另一个用来保护对称密钥的应用是数字信封，数字信封可以用来保护消息而不
必事先让发送方和接收方具有相同的密钥。这项技术被称为数字信封，它相当于装着未签名信
件的密封信封。图 2-9 描述了这种技术。假设 Bob 想要发一个机密的消息给 Alice，但是他们
并没有共享一个对称的密钥，那么 Bob 将做以下事情：
1. 准备要发送的消息。
2. 产生一个随机的对称密钥，该密钥只会用到一次。
3. 利用一次性密钥对消息进行对称加密。
4. 利用 Alice 的公钥对一次性密钥进行公钥加密。
5. 将加密的一次性密钥和加密的消息连在一起发送给 Alice。
只有 Alice 可以对一次性密钥进行解密，从而还原出原始的消息。如果 Bob 通过 Alice 的
公钥证书获得了 Alice 的公钥，那么 Bob 就能确信它是一个有效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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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封

随机数和伪随机数

随机数在许多网络安全应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节中，我们对它进行概括的介绍。附
录 D 中给出了详细的说明。

2.5.1

随机数的使用

大量基于密码学的网络安全算法使用了随机数，例如：
● RSA 公钥加密算法（在第 21 章中介绍）和其他公钥算法中密钥的产生。
● 对称流密码中流密钥的生成。
● 用作临时会话密钥或者产生数字信封的对称密钥的生成。
● 在许多密钥分发环境如 Kerberos 域（在第 23 章中讲述）中，随机数作为握手信号以防
止重放攻击。
● 会话密钥的生成，无论其是由密钥分发中心完成还是由一个本体（principal）完成。
这些应用对随机数序列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且不一定兼容的要求：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
随机性 传统上，对产生所谓的随机数序列的关注一直在于数列的随机性是否具有良好的
统计性质。下面是两个用来验证序列随机性的准则：
● 均匀分布（uniform distribution）：序列中随机数的分布应是均匀的，即每个数的出现频
率应当大致相等。
● 独立性（independence）
：序列中任何数不能由其他数推导出来。
尽管有许多测试方法可以用来确定一个序列是否服从某个分布（如均匀分布），但还没有
某种测试方法可以“证明”独立性，确切地说，某些测试方法仅可以用于判断一个序列不具有
独立性。通常的策略是多进行一些测试，直至认为它的独立性足够强。
在我们的讨论中，在设计与密码学相关的算法时经常使用看起来统计随机的数列。例如，
RSA 公钥加密方案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产生素数的能力。一般来说，判断一个给定的大数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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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素数是很难的。采用蛮力测试的方法需要把 N 除以 N 以内的数，如果 N 是 10150 这种数
量级的（这种大数在公钥密码中并非罕见），那么用蛮力来测试它是否为素数则超出了人和计
算机的实际计算能力。然而，有许多有效的算法可使用随机选择的整数序列作为相对简单的计
算的输入来测试一个大数是否为素数。只要序列足够长（但是远比 10150 要少），就几乎可判
定这个大数是否为素数。这类方法称为不确定性方法，它在算法设计中经常被用到。从本质上
说，若某问题的精确求解很难或很耗时，则可以采用简单的、所谓不确定的方法来取得具有某
种可信度的解。
不可预测性 在相互认证或会话密钥生成之类的应用中，对数列的统计随机性的要求并不
是很高，但是要求产生的随机数序列是不可预测的。所谓的“真”随机数序列，是各个数之间
的统计独立性而使序列不可预测。不过，真正的随机数序列很少用到，一般的随机数序列是由
算法产生的，只要敌手不能从前面的随机数推导出后面的随机数就可以了。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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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与伪随机

密码应用大多使用算法来生成随机数。这些算法是确定的，所以产生的序列并非是统计随
机的。不过要是算法好的话，产生的序列可以经受住随机性检测。这样的数一般被称为伪随机
数（pseudorandom number）。
你也许对这种算法持怀疑态度，但是，只要我们不追求哲学上的完美性，这种方法的确有
效。也就是说，在大多情况下，伪随机数在实际应用中会表现得像真随机数一样。尽管“像真
随机数一样”这种说法是非常主观的，然而伪随机数已被普遍接受。类似思想在统计应用中也
有所体现，例如统计员通过一个人口样本的分布可以大致估计出人口的总体分布。
一个真随机数发生器（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TRNG）是利用不确定的源来生成
随机数。大部分是通过测量不可预测的自然过程（如电离辐射效应的脉冲检测器、气体放电
管和漏电电容器）来实现的。Intel 公司开发了一个商用芯片，其通过增大无驱动电阻器的电
压来对热噪声进行采样 [JUN99]。LavaRnd 是一个利用廉价的照相机、开源代码和廉价的硬件
产生真随机数的开源项目。该系统采用不透光的饱和电荷耦合器件（CCD）作为混沌源来产生
种子。软件将结果处理成多种格式的真随机数。第一个商用的且具有一定产量的 TRNG 是于
2012 年 5 月上市的 Intel 数字随机数发生器（Digital Random Number Generator，DRNG），它载
于新的多核芯片上。

2.6

实际应用：存储数据的加密

计算机系统的一条基本安全要求是保护存储的数据。对存储数据进行保护的安全机制包括
访问控制、入侵检测和入侵保护策略，这些在本书中均会介绍。本书还介绍了许多可以令这些
安全机制变得脆弱的技术手段。但是除了技术方面的因素，一些人为因素也可以使这些方法变
得脆弱。这里根据文献 [ROTH05] 列举出一些例子。1
● 2004 年 12 月，美国银行的职员将包含注册到一个签账卡的 120 万政府工作人员的名
字、地址、银行账号和社会保险号等信息的数据备份到磁带，并送往数据备份中心。
所有数据都没有加密。然而，这些磁带并没有被送到，事实上它们永远不会被找到了。
遗憾的是，这种备份和运送数据的方法太过平常了。再举一个例子，2005 年 4 月，
Ameritrade 指责其运货商丢失了包含 200 000 名客户的未加密信息的备份磁带。
● 2005 年 4 月，San Jose 医疗机构宣称有人通过物理途径偷走了它们的一台计算机并可
美国五大在线证券交易公司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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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 185 000 条未加密的病人记录。
● 便携电脑丢失的例子不计其数：在机场丢失，在停放着的汽车中被盗，在用户离开办公
桌时被拿走。如果存储在这些便携电脑硬盘上的数据未加密，则所有的数据都将被窃贼
获得。
尽管现在商业上已经对通过网络、Internet 或无线设备传输的信息提供了包括加密在内的
各种保护手段，可一旦数据存储在本地（称为静态数据（data at rest）），就很少有域认证和操作
系统访问控制之外的保护了。静态数据通常备份在辅助存储器如光学介质、磁带或移动硬盘
中，可以无限期地保存。而且，即使数据从硬盘中删除了，直到有关的磁盘扇区被再次使用之
前，这些数据都可以被恢复回来。因此，对静态数据加密并结合有效的加密密钥管理体制的方
案变得颇具吸引力，实际上应该强制执行。
有许多方法可以用来进行加密。一种应用于便携电脑的简单方法是利用一个商用的加密
包，如良好隐私（Pretty Good Privacy，PGP）。PGP 可以使用户通过口令来产生密钥，然后利
用这个密钥加密从硬盘中选择的文件。PGP 包并不存储这个口令。要恢复一个文件，需要先由
用户输入口令，PGP 生成密钥，然后对文件解密。只要用户保护好他的口令，并且不使用容易
猜测的口令，静态文件就能受到完全的保护。[COLL06] 中列举了一些最近使用的方法：
● 后端器件（back-end appliance）：这是一个位于服务器和存储系统之间的硬件设备，它
对所有从服务器传输到存储系统的数据进行加密，并对在相反方向上传输的数据进行
解密。这些设备以接近线速（wire speed）的速度加密数据，并且具有很小的延迟。相
比之下，服务器和存储系统上的加密软件则减慢了备份。系统管理员可以配置该器件
以接受来自特定用户的请求，为他们提供未加密的数据。
● 基于库的磁带加密（library-based tape encryption）：通过嵌入到磁带驱动器和磁带库硬
件的协处理器电路板提供加密。这个协处理器利用配置到电路板上的不可读的密钥加
密数据。然后将磁带发送到具有相同磁带驱动器硬件的场所。密钥可以通过安全电子
邮件或者很小的闪存盘安全传输。如果其他地点的磁带驱动器硬件中的协处理器不可
用，目标机构可以利用软件解密包中的密钥来恢复数据。
● 便携电脑和 PC 后台数据加密（background laptop and PC data encryption）：大量生产软
件产品的厂商所提供的加密功能对应用和用户是透明的。一些产品可以对所有的或指
定的文件和文件夹进行加密。另外一些产品（如 Windows 的驱动器加密和 Mac 系统的
文件保险箱）则需创建一个虚拟盘，该虚拟盘可以通过本地用户的硬盘或网络存储设
备来维护，虚拟盘中的所有数据都进行了加密。不同的密钥管理方案可用来限制对数
据载体的访问。

2.7

关键术语、复习题和习题

关键术语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AES，高级加密标准）

cryptanalysis（密码分析）

asymmetric encryption（非对称加密）

Data Encryption Standard（DES，数据加密标准）

authentication（认证）

data integrity（数据完整性）

brute-force attack（蛮力攻击）

decryption（解密）

ciphertext（密文）

Difﬁe-Hellman key exchange（Difﬁe-Hellman 密钥

collision resistant（抗碰撞）
conﬁdentiality（机密性）

交换）
digital signature（数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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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Signature Standard（DSS，数字签名标准）

public key（公钥）

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椭圆曲线密码学）

public-key certiﬁcate（公钥证书）

encryption（加密）

public-key encryption（公钥加密）

hash function（散列函数）

random mumber（随机数）

keystream（密钥流）

RSA（RSA 算法）

message authentication（消息认证）

second preimage resistant（第二抗原象）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MAC，消息认证码）

secret key（秘密密钥）

modes of operation（操作模式）

Secure Hash Algorithm（SHA，安全散列算法）

one-way hash function（单向散列函数）

secure hash function（安全散列函数）

plaintext（明文）

strong collision resistant（强抗碰撞）

preimage resistant（抗原象）

symmetric encryption（对称加密）

private key（私钥）

triple DES（三重 DES）

pseudorandom mumber（伪随机数）

weak collision resistant（弱抗碰撞）

复习题
2.1

对称密码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2.2

用对称密码进行通信的两个人需要多少个密钥？

2.3

安全使用对称加密的两个基本要求是什么？

2.4

列出三种消息认证的实现方法。

2.5

什么是消息认证码？

2.6

简要描述图 2-3 中展示的三种方案。

2.7

对于消息认证有用的散列函数必须具有什么性质？

2.8

公钥密码体制的主要要素是什么？

2.9

列出并简要定义一下公钥密码体制的三种应用。

2.10

私钥和秘密密钥的区别是什么？

2.11

什么是数字签名？

2.12

什么是公钥证书？

2.13

怎样利用公钥加密实现秘密密钥的分发？

习题
2.1

假定某人建议用如下方法来确认你们两个人是否拥有同一密钥。你创建了一个与密钥长度相
等的随机比特串，将它和密钥进行异或，并通过通道发送结果。你的伙伴将得到的分组与密
钥（应该和你的密钥相同）进行异或并发回它。你进行核对，如果你接收到的是你的原始随机
串，你就证实了你的伙伴拥有同一密钥，而你们两个人都还没有传递过密钥。这个方案有缺
陷吗？

2.2

这个问题是现实世界中一个对称密码的例子，它来自以前美国的特种部队手册（公开的部分）。这个
文件的文件名为 Special Forces.pdf，可以在 box.com/CompSec4e 网站上获得。
a. 利用两个密钥（内存字）cryptographic 和 network security，加密下面的文字：
Be at the third pillar from the left outside the lyceum theatre tonight at seven. If you are distrustful bring
two friends.
对于怎样处理内存字中冗余字母和过多字符以及怎样处理空白和标点符号进行合理的假设。说明
你的假设是什么。
注：本条消息来源于福尔摩斯小说《 The Sign of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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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密文进行解密，并给出解密结果。
c. 讨论在什么时候适合采用这项技术，以及它的优点是什么。
2.3

59

考虑一个非常简单的对称分组加密算法，利用一个 128 位的密钥对 64 位明文分组进行加密。加密
过程定义如下：
C＝(P

K0)

K1

这里 C＝密文；K＝秘密密钥；K0＝K 的最左边的 64 位；K1＝K 的最右边的 64 位， ＝按位异或操
作； ＝模 264 加法运算。
a. 写出解密方程，也就是将 P 表示为 C、K1 和 K2 的函数。
b. 假设攻击者已经获得了两套明文和对应的密文并希望确定密钥 K，有两个方程
K0)

C＝(P

K1；C′＝(P′ K0)

K1

首先推导出只含一个未知量（如 K0）的方程。是否可以进一步求出 K0 ？
2.4

或许最简单的“标准”对称分组加密算法是 Tiny 加密算法（TEA）。TEA 使用一个 128 位的密钥对
64 位的明文分组进行运算。明文被分成两个 32 位的分组（L0，R0），密钥被分成 4 个 32 位的分组
（K0，K1，K2，K3）。加密涉及两轮的重复应用，定义第 i 轮和第 i＋1 轮运算如下：
Li＝Ri―1
Ri＝Li―1

F(Ri―1, K0, K1, δi)

Li ＋ 1＝Ri
Ri＋1＝Li

F(Ri, K2, K3, δi＋1)

这里 F 定义如下：
F(M, Ki, Kk, δi)＝((M 4)

Kj)

((M 5)

Kk)

(M＋δi)

其中，对 x 逻辑左移 y 位表示为 x y；对 x 逻辑右移 y 位表示为 x y；δi 是一个预定义的常量序列。
a. 评价使用常量序列的重要性和优点。
b. 利用框图或流程图描述 TEA 的运算过程。
c. 假设只进行了两轮，密文由 64 位分组 (L2, R2) 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写出解密算法的方程。
d. 采用类似 (b) 部分所用的方法再次完成 (c) 部分。
2.5

这里我们比较一下由数字签名（DS）和消息认证码（MAC）提供的安全服务。假定 Oscar 可以看到
Alice 发给 Bob 的所有信息，也可以看到 Bob 发给 Alice 的所有消息。对于数字签名，Oscar 除了公
钥之外不知道其他任何密钥。解释：DS 和 MAC 是否能防御下面各种攻击以及如何防御。auth(x)
的值分别用 DS 和 MAC 算法计算。
a.（消息完整性）Alice 将消息 x＝“将 1000 美元转账给 Mark ”以明文的形式发送给 Bob，并连同
auth(x) 一起发给 Bob。Oscar 中途截获了该消息并用“ Oscar ”替换“ Mark ”。那么 Bob 可以检
测出来吗？
b.（重放）Alice 将消息 x＝“将 1000 美元转账给 Oscar ”以明文的形式发送给 Bob，并连同 auth(x)
一起发给 Bob。Oscar 观察到了该消息和签名，并将其发送给 Bob 100 次。那么 Bob 可以检测出
来吗？
c.（欺骗第三方的发送方认证）Oscar 声称他将消息 x 连同有效的 auth(x) 发送给了 Bob。而 Alice 却
说是她发的。那么 Bob 可以区分出是谁发的吗？
d.（Bob 欺骗认证）Bob 声称他从 Alice 那里收到了 x 消息和有效的签名 auth(x)（如“将 1000 美元
从 Alice 那里转账到 Bob ”），但是 Alice 说她没发过这样的消息。那么 Alice 能解释清楚这个问
题吗？

2.6

假设 H(m) 是一个抗碰撞散列函数，该散列函数将任意长度的消息映射成 n 位的散列值。那么对于

2.7

本题介绍一种在思想上类似于 SHA 的散列函数，它对字母而不是二进制数据进行运算，其被称为

所有的消息 x、x′，且 x≠x′ ，H(x)≠H(x′) 是正确的吗？说出你的理由。

60

44

第一部分 计算机安全技术与原理

玩具四字母散列（toy tetragraph hash，tth） 。给定一个由字母序列组成的消息，tth 产生由四个字
母组成的散列值。首先，tth 把消息分成 16 个字母长的分组，并且忽略空格、标点符号和大写。如
果消息长度不能被 16 整除，则用空值（null）填充。维护由四个数字组成的累加值（running total），
其初值为（0, 0, 0, 0）；将其输入一个函数（称为压缩函数），用来处理第一个分组。压缩函数由两轮
构成。第一轮：取出一个分组，按行排列成 4×4 的方阵形式，然后将它转换成数字（A＝0，B＝1，
等等）。例如，对于分组 ABCDEFGHIJKLMNOP，我们有：1
A

B

C

D

0

1

2

3

E

F

G

H

4

5

6

7

I

J

K

L

8

9

10

11

M

N

O

P

12

13

14

15

然后将每一列模 26 相加，再把所得的结果模 26 加至累加值。对于本例，累加值是（24, 2, 6,
10）。第二轮：使用第一轮运算得到的矩阵，第一行循环左移 1 个位置，第二行循环左移 2 个位置，
第三行循环左移 3 个位置，第四行的顺序完全颠倒。在我们的例子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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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们对每一列模 26 相加，再将结果加至累加值，新的累加值是（5, 7, 9, 11）。现在的累加
值作为下一个分组的压缩函数的第一轮输入。最后一个分组处理完毕后，再把最终的累加值转换为
字母。例如，如果消息是 ZBCDEFGHIJKLMNOP，那么散列值为 FHJL。
a. 画图说明完整的 tth 逻辑和压缩函数逻辑。
b. 对于 48 个字母的消息“ I leave twenty million dollars to my friendly cousin Bill ”，计算出它的散
列值。
c. 说明 tth 的弱点，找出产生与刚才相同的散列值的 48 个字母组成的分组。提示：利用大量的Ａ。
2.8

在任何诸如 RSA 的公钥体制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关于公钥体制存在性的证明，其目的是说明公
钥密码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考 虑 函 数 f 1 (x 1 )＝z 1 ，f 2 (x 2 , y 2 )＝z 2 ，f 3 (x 3 , y 3 )＝z 3 ， 其 中 的 值 都 是
整数，且 1≤x i , y i , z i ≤N。函数 f 1 可以用长为 N 的矢量 M1 表示，其中 M1 的第 k 个分量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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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k) ；类似地，f2 和 f3 可分别用 N×N 矩阵 M2 和 M3 表示。这样表示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查 N 值
很大的表来实现加密 / 解密过程。这样的表太大，实践中不可行，但理论上是可以构造的。该方
案的工作过程如下：首先，构造 M1 为 1 到 N 之间的所有整数的一个随机排列，即每个整数在
M1 中恰好出现一次。构造 M2，使其每行都是前 N 个整数的一个随机排列；最后按下述条件
生成 M3：
f3 ( f2 ( f1(k), p), k)＝p，对所有 k，p 且 1≤k，p≤N
也就是说：
1. M1 的输入为 k，输出为 x。
2. M2 的输入为 x 和 p，输出为 z。
3. M3 的输入为 z 和 k，输出为 p。
构造好三张表之后，将其对外公开。

感谢美国密电码协会和 William K. Mason 提供了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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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显然，可以构造出满足以上条件的 M3。作为一个例子，请对于下面的简单情况将 M3 填写完整：

约定：M1 的第 i 个分量对应 k＝i ；M2 的第 i 行对应 x＝i，M2 的第 j 列对应 p＝j ；M3 的第 i 行
对应 z＝i，M3 的第 j 列对应 k＝j。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这个问题，M1 的第 i 行对应 M3 的第 i 列，
第 i 行的分量值选出 M2 的一行。M3 的选定列的分量来自 M2 的选定行的分量。M2 的选定行中
的第一个分量指出值“1”在 M3 的选定列中的位置。M2 的选定行中的第二个分量指出值“2”
在 M3 的选定列中的位置，依此类推。
b. 说明如何使用上述各表在两个用户间实现加密和解密。
c. 证明这是一种安全的方案。
2.9

构造一张与图 2-9 类似的图，其中包括对数字信封中的消息进行认证的数字签名。

62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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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认证
学习目标
学习完本章之后，你应该能够：
● 讨论用户身份认证的四种一般方法；
● 解释基于散列口令的用户认证的机制；
● 理解 Bloom 过滤器在口令管理中的作用；
● 概述基于令牌的用户认证；
● 讨论远程用户认证所涉及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 概述用户认证中的密钥安全问题。
在大多数计算机安全环境中，用户认证在安全防范体系中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也是防范
入侵的主要防线。用户认证还是大多数访问控制策略以及追究用户责任的基础。用户认证包括
两个功能：第一，用户通过呈现一个凭证（例如用户 ID）来识别自身以登录系统；第二，系统
通过交换认证信息来核实用户身份。
例如，用户 Alice Toklas 拥有用户 ID ABTOKLAS。该信息应该存储在 Alice 想要使用的
任何服务器或计算机系统中，并对系统管理员及其他用户是已知的。认证信息中，一般与用
户 ID 联系在一起的数据项是口令，口令是机密信息（仅对 Alice 和系统可知） 。如果没有
人能够得到或猜到 Alice 的口令，那么系统管理员就可以利用 Alice 的用户 ID 与口令的组
合，建立 Alice 的访问权限并审计她的活动。由于 Alice 的用户 ID 不保密，系统中的所有用
户都可以向 Alice 发送电子邮件，但是 Alice 的口令却是保密的，这就保证别人不能伪装
成 Alice。1
从本质上讲，身份识别就是用户向系统声称其身份的方法；用户认证则是建立该声称的有
效性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用户认证不同于消息认证。第 2 章已定义，消息认证是通信各方
验证所接收的消息没有被更改且消息源真实的过程。本章仅关注用户认证。
本章首先对不同的用户认证方法进行综述，然后详细地分析每种认证方法。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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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用户认证方法

NIST SP 800-63-3（数字认证指南，2016 年 10 月）给出了数字用户认证的定义：信息系
统对用户电子式地提交的身份建立信任的过程。系统可以通过认证个体的身份而决定该个体
是否已被授权从而可使用系统所提供的某种功能，例如处理数据库事务或访问系统资源。大
多数情况下，认证、事务或其他授权功能通常在类似 Internet 的开放网络中运行。同样，认
证和后续的授权亦可在本地运行，例如在局域网中。表 3-1 来自 NIST SP 800-171（在非联邦
信息系统和组织中保护可控的未分类信息，2016 年 12 月），提供了一个识别和认证服务安全
要求的有效列表。

通常，口令以散列的形式存储在服务器端，而且其散列码很可能不是保密的。本章随后会讨论这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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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认证安全要求
基本安全要求

1 识别信息系统用户，以用户的名义执行的进程，或设备
2 认证（authenticate）
（或核实（verify））这些用户、进程或设备的身份，作为允许访问组织信息系统的先决条件
派生的安全需求
3 使用多因素身份验证进行本地和网络的特权账户访问，以及非特权账户的网络访问
4 对特权和非特权账户的网络访问采用防重放认证机制
5 防止在定义的时间段内重用标识符
6 在确定的时间段内不活动后禁用标识符
7 在创建新口令时强制最小口令复杂度并更改字符
8 禁止在规定的代（generation）数内重用口令
9 允许临时口令用于系统登录，但需立即更改为永久口令
10 仅仅存储和传输密码保护的口令
11 认证信息的模糊化反馈

3.1.1

数字用户认证模型

SP 800-63-3 定义了一个涉及若干实体和流程的用户认证模型。我们参照图 3-1 来讨论这
个模型。

图 3-1 NIST SP 800-63-3 电子认证结构模型

认证模型首先要求使用者必须在该系统中注册。下面是一个典型的注册流程。申请人
向注册中心（Registration Authority，RA）提交申请，成为一个证书服务提供商（Credential
Service Provider，CSP）的用户（subscriber）。在这个模型中，RA 是一个可信实体，它建立
申请人身份并为之向 CSP 提供担保。之后，CSP 与用户进行认证信息交换，依据整个认证
系统的具体细节，CSP 可将某种电子证书发布给用户。该证书是一种数据结构，它将身份和
某些附加属性绑定在用户令牌上进行授权。而且，在认证事务中，证书的提交时间是可验证
的。令牌被用于唯一地识别用户，它可以是一个加密密钥或者一个被加密过的口令。令牌可
以由 CSP 发布，可以由用户直接生成，也可以由第三方提供。令牌和证书将会在后续的认证
事件中使用。
一旦一个使用者注册成为一个用户，那么在用户与某些系统之间的实际认证过程便得以
进行，系统功能包括认证和后续的授权。被认证的团体称为请求者（claimant），而进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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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的团体被称为验证者（veriﬁer）。如果请求者通过认证协议向验证者证明了它对令牌的掌
控，那么验证者即可验证该请求者是证书中相应的用户。验证者将一个关于用户身份的声明
传递给依赖方（Relying Party，RP）。声明包括用户的身份信息，例如用户名、注册时分配的
ID，或用户的其他验证属性。利用验证者提供的认证信息，RP 可以决定各种访问控制和授
权行为。
当然，一个实际应用的认证系统比这个简单模型要复杂得多，但是这个模型描述了一个安
全认证系统要求的各个关键角色和功能。

3.1.2

66

认证方法

用于用户身份认证的方法一般有四种，它们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起来使用：
● 个人所知道的信息：例子包括口令、个人标识码（Personal Identiﬁcation Number，PIN）
以及对预先设置的问题的答案。
● 个人所持有的物品：例子包括电子钥匙卡、智能卡和物理钥匙。这种认证器件通常称
为令牌。
● 个人的生理特征（静态生物特征）
：例子包括指纹识别、虹膜识别及人脸识别等。
● 个人的行为特征（动态生物特征）：例子包括通过语音模式和笔迹特征进行的识别，以
及根据打字节奏进行的识别。
尽管所有的这些方法，在合适的情况下都可以给用户提供安全的认证服务。然而，每一种
认证方法都存在一些问题。敌手可以猜测或者盗窃用户的口令。类似地，敌手也能伪造或者盗
取令牌。用户也可能会丢失令牌或者忘记口令。此外，系统对口令和令牌信息的管理和对其保
密的代价也不能被忽视。至于使用生物特征进行认证，这种方法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包括误报
和漏报处理、用户的认可程度、使用成本和易用性等。多因素认证（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指的是在之前的列表中使用一个以上的认证方式（见图 3-2）。认证系统的强度很大程度上由系
统所包含的因素数量决定。使用双因素的实现被认为强于使用单因素的实现；包含三因素的系
统强于仅包含双因素的系统，等等。

图 3-2

3.1.3

多因素认证

用户认证的风险评估

全面的安全风险评估将在本书的第 14 章讨论。本节中，我们介绍一个与用户认证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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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例子。这里有三个独立的概念：置信等级、潜在影响和风险范围，而我们想要将它们联系
起来。
置信等级 置信等级描述了组织对以下事件的信任程度：用户已经提交了一个关于其身份
的证书。更特殊的情况下，置信可以被定义为：（1）对创建个体身份的审查过程的信任程度，
其中该个体是证书的接收者；（2）对证书使用者即证书接收者的信任程度。SP 800-63-3 确认
了四个置信等级：
● 等级 1 ：几乎或完全不信任待证实身份的合法性。举例来说，该等级适用于客户在一
个公司网站的讨论版里注册并参与讨论的情形。在该置信等级下，典型的认证技术是
事务中用户提供的 ID 和口令。
● 等级 2 ：部分信任待证实身份的合法性。等级 2 证书适用于公开的大范围商务活动，
其中参与活动的组织需要一个初始的身份声明（在任何行为之前的独立验证细节）。在
该置信等级下，需要使用到某种安全认证协议，以及某种之前总结过或接下来将要讨
论的认证方法。
● 等级 3：高度信任待证实身份的合法性。该等级适用于授予客户端或雇员访问高级（但
不是最高级）机密服务器的权限。例如，专利律师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供电子版专利
证书信息。不当的泄密会导致竞争对手获利。在该置信等级下，认证技术需要涉及多
种因素，即至少需要使用到两种相互独立的认证技术。
● 等级 4 ：极其高度地信任待证实身份的合法性。该等级适用于授予客户端或雇员访问
极高级机密服务器的权限，这种服务器一旦被不当入侵即会遭受极大的损失。例如，
执法官员试图访问一个包含犯罪记录的法制数据库。未经允许的访问可能引发隐私
问题和 / 或妨碍调查。一般情况下，在等级 4 下需要使用到如个人登记一样的多因素
认证。
潜在影响 潜在影响是一个与置信等级紧密相关的概念。FIPS 199（联邦信息和信息系
统安全分类标准，2004 年 2 月）定义了在安全性遭到破坏（在上下文中一般指用户认证失败）
的情况下，个体或者组织受到潜在影响的三个等级：
● 低：认证错误对组织运作、组织资产及个人造成的预期不良影响有限。特殊情况下，
可以认为此类错误是：（1）致使处理任务的能力降低，且在此期间组织能行使其基本
功能，但是效率降低；（2）致使组织设施受到轻微的损毁；（3）致使组织和个体受到
较小的经济损失；（4）致使个体受到轻微的损害。
● 中：认证错误造成的预期不良影响比较严重。更特殊的情况下，此类错误可能是：
（1）致使处理任务的能力显著降低，且在此期间组织能行使其基本功能，但是效率显
著降低；（2）致使组织设施受到显著的损毁；（3）致使组织和个体受到显著的经济损
失；（4）致使个体受到显著的损害，但不会致命。
● 高：认证错误造成的预期不良影响非常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此类错误可能是：
（1）致使处理任务的能力严重降低或完全丧失，且在此期间组织无法行使其基本功能；
（2）致使组织设施受到大规模损毁；（3）致使组织和个体受到大规模经济损失；
（4）致使个体受到非常严重或灾难性的损害，甚至致命。
风险范围 在潜在影响到与之相对应的置信等级间存在的一种映射关系，且该映射取决于
应用背景。对于组织可能遭受的种种风险，表 3-2 给出了一个可能的映射。该表提出了一种评
估风险的手段。对于一个给定的信息系统或服务器设施，如果有认证错误发生，其所有者需要
评定其所受影响的等级，且应参考相关的影响类别或风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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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认证错误造成的潜在影响的类型

69

各置信等级下的最大潜在影响
置信等级相应的影响程度
1

2

3

4

对地位或声誉造成困扰、危机或损毁

低

中

中

高

经济损失或组织负债

低

中

中

高

对组织方针或利益有损害

无

低

中

高

未经授权发布敏感信息

无

低

中

高

个人安全

无

无

低

中/高

民事或刑事违法

无

低

中

高

例如，某处出现一个认证错误而导致数据库被非法访问，考虑这种情况造成的潜在经济损
失。鉴于数据库的固有特性，受到的影响可能为：
● 低：在最坏情况下，任何团队遭受的不可恢复的经济损失以及组织承担的责任都是微
不足道或是无关紧要的。
● 中：在最坏情况下，任何团队遭受的不可恢复的经济损失或者组织承担的责任比较严重。
● 高：在最坏情况下，任何团队遭受的不可恢复的经济损失或者组织承担的责任极其严
重甚至是灾难性的。
表 3-2 表明，如果潜在影响等级为低，那么置信等级 1 即可满足要求。如果潜在影响等级
为中，那么置信等级应该达到 2 或者 3。而如果潜在影响等级为高，那么置信等级应该达到 4。
类似的分析可以运用于表中其他类型的影响。在分析之后，分析人士得以选取一个置信等级，
该置信等级能够达到或高于表中各影响类型的置信需求。这样，对于一个系统而言，如果任何
影响类型均具有高等级的潜在影响，或者在个人安全方面具有中高等级的潜在影响，那么应该
使用置信等级 4。

3.2

基于口令的认证

对于抵御入侵者，口令系统是应用最广泛的防范手段。所有的多用户操作系统、网络服务
器、基于 Web 服务的电子商务网站以及其他类似的系统，不仅要求用户提供用户名或标识符
（ID），还要求提供口令。系统将该口令与以前保存的该用户 ID 的口令进行比较。口令的作用
就是对登录到系统上的用户 ID 进行认证。反过来，用户 ID 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保证安全性：
● 用户 ID 决定了用户是否被授权访问系统。在某些系统中，不允许匿名登录，只有在系
统中已具有 ID 的用户才能对系统进行访问。
● 用户 ID 决定了该用户所拥有的访问权限。一些用户可能会拥有“超级用户”的权限，
可以读取被操作系统特别保护的文件，执行被操作系统特别保护的功能。某些系统中
定义了 guest 账户或者匿名账户，这些账户的用户比其他级别的用户拥有更少的权限。
● 用户 ID 还可应用在自主访问控制机制中。例如，一个用户如果可以列出其他用户的
ID，那么他就可以授权这些用户读取他所拥有的文件。

3.2.1

口令的脆弱性

在本小节中，我们概述对基于口令的认证的攻击的主要形式，并简要地介绍相应的对策。
通常，一个基于口令认证的系统中，都会维护着一个以用户 ID 作为索引的口令文件。在
随后的内容中，我们将会介绍一种并不对口令进行存储而是对口令的单向散列函数值进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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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应用技术。
下面是一些口令攻击策略以及针对这些攻击的对策：
● 离线字典攻击（ofﬂine dictionary attack）
：通常，保护系统中的口令文件要使用强访问控制
策略。但是经验表明，有坚定信心的黑客总是可以绕过访问控制机制获得口令文件的访
问权。攻击者获取到系统的口令文件并将其中的口令散列值与通常所用口令的散列值进
行比较。如果找到了相匹配的结果，那么攻击者就可以通过用户 ID 和口令的组合获得
访问权。对付此类攻击有如下几种措施：防止非授权访问口令文件；使用入侵检测技术
对危及安全的行为进行识别；尽快对口令文件中的不安全口令进行重新设置等。
● 特定账户攻击（speciﬁc account attack）：攻击者把目标锁定为特定用户，并不断地猜测
口令，直至发现正确的口令。对抗这种攻击的标准方法是使用账户锁定机制，当登录
失败的次数超过一定数量时就会将用户锁定。典型的实践方法就是设置不超过五次的
登录尝试次数。
● 常用口令攻击（popular password attack）：上述攻击的一个变体就是用一个常用口令对
大量的用户 ID 进行尝试。通常用户会倾向于选择一个容易记忆的口令，这就使得口令
很容易被猜出。对抗这种攻击的方法包括禁止用户选择常用的口令，对认证请求者的
IP 地址和用户提交模式的 cookie 进行扫描。
● 单用户口令猜测（password guessing against single user）：攻击者试图获得账户拥有者信
息和系统口令保护策略，并使用这些信息来猜测用户口令。对抗这种口令猜测的方法，
包括训练并加强口令保护策略以使口令难于猜测。这些策略涉及保密、口令的最小长
度、字符集、禁止使用常用用户 ID、更换口令的时间长度等内容。
● 工作站劫持（workstation hijacking）：攻击者确认工作站管理员已经登录，在管理员不注
意的情况下进行入侵，并占领工作站。对抗此类攻击的标准方法是，在工作站处于非活
动状态时采用自动注销的机制，同时也可以使用入侵检测方案对用户行为的变化进行检测。
● 利用用户疏漏（exploiting user mistake）
：如果是由系统分配口令，那么用户通常会把分
配的口令记录下来，因为它很难记忆。这种情况使得攻击者有机会读到记录下来的口
令。例如，用户可能会为了共享文件而把口令告诉自己的同事。此外，通过社会工程
学策略来欺骗用户或账户管理者使其泄露口令，使用这种方法攻击者常常能够成功获
得口令。很多计算机系统给系统管理员预设口令，除非这种预设口令被改变，否则这
些口令将会很容易被猜到。对应的解决方法包括用户培训、入侵检测、使用口令与其
他认证机制的组合认证等。
● 口令重复利用（exploiting multiple password use）：如果一个指定用户对不同的网络设备
使用相同或相近的口令，那么攻击就会变得效率很高，破坏性很强。对应的解决方法
是禁止为特定的网络设备设置相同或相近的口令。
● 电子监视（electronic monitoring）：如果用户需要通过网络来登录远程的系统，那么就
有被窃听的危险。简单的加密并不能解决此类问题，因为加密的口令本质上还是口令，
可能会被攻击者观测到并再次使用。
无论口令存在多少安全方面的脆弱性，它依然是最通用的用户认证技术，且这种现状在将
来也不易改变 [HERL12]。口令仍将继续流行下去的原因如以下几条：
1. 指纹扫描和智能卡读取等技术依赖于客户端硬件，需要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系统上均实现
相应的用户认证软件。对于客户端和服务器系统而言，在其中一端被广泛接受之前，另一端的
实现必然受到阻碍，因而会陷入一个“谁先行”的僵局。
2. 智能卡等物理令牌价格昂贵且不便携，尤其当需要使用多个令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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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本章中提及的无口令技术实现基于单一登录多服务的方案，会产生单一的安全风险。
4. 自动口令管理程序用于缓解用户记忆和输入口令的负担，而它对多客户平台间的漫游和
同步的支持不足，其用途尚待被充分开发。
因此，口令在用户认证方面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3.2.2

散列口令的使用

口令安全技术广泛使用了散列函数和“盐值”。这种策略实际上在所有 UNIX 变体及
其他操作系统上都在使用，如图 3-3a 所表示的过程。为了加载系统设置的一个新口令，用
户需要选择或被分配一个口令。这个口令与一个固定长度的“盐值”（salt value）组合起来
[MORR79]。在较早期的实现中，“盐值”和分配用户口令的时间相关。在较新一些的实现中，
则使用了伪随机数或者随机数。口令和“盐值”将作为散列算法的输入数据，最终将生成一个
定长的散列码。散列算法的设计就是为了通过减慢执行而阻止攻击的发生。散列编码后的口令
将和“盐值”的明文拷贝一起保存在相应用户的口令文件中。这种散列口令的方法被用来对抗
多种密码分析攻击方法 [WAGN00]，以保证系统安全。
当用户试图登录到一个 UNIX 系统时，用户将提供 ID 和口令，如图 3-3b 所示。操作系统
用 ID 检索口令文件，来获得“盐值”的明文数据以及经过加密的口令。“盐值”和用户提供的
口令将被作为输入数据进行加密运算。如果得出的结果和口令文件中存放的加密口令相匹配，
那么用户提供的口令就会被系统接受。

图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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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口令方案

使用“盐值”的三个目的是：
● 它可以防止复制的口令在口令文件中可见。即使是两个不同的用户选择了相同的口令，
这些口令也会被分配不同的“盐值”。因此，这两个用户所拥有的散列口令是不同的。
● 它显著地增加了离线口令字典攻击的难度。对于一个 b 位长度的“盐值”
，可能产生的
口令数量将会增长 2b 倍，这将大大增加通过字典攻击来猜测口令的难度。
● 它使得攻击者几乎不可能发现一个用户是否在两个或更多的系统中使用了相同的口令。
为了说明第二点，考虑离线字典攻击的攻击方式。攻击者获得一份口令文件的拷贝，假定
不使用“盐值”
，那么攻击者的目标仅仅是猜测口令。为了猜测口令，攻击者只需要提交大量
的可能的口令给散列函数，如果这些猜测口令中有一个是与文件中的散列口令匹配的，那么攻
击者就找到了口令文件中的一个口令。但是对于 UNIX 操作系统机制，攻击者除了必须要提供
一个猜测的口令进行散列运算外，还要考虑字典文件中每一个“盐值”，这就使得需要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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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的次数大大增加。
对于 UNIX 操作系统口令方案，仍然有两种威胁存在。首先，在某台机器上用户可以通过
guest 账户或其他方法获得系统的访问权，然后运行口令猜测程序，该程序称为口令破解器。
在消耗很少的资源的情况下，攻击者就能够检查成千上万个可能的口令。其次，如果攻击者能
够得到一份口令文件的拷贝，那么这个攻击者也可能会在另一台计算机上运行口令破解程序。
这使得攻击者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上百万次的口令猜测。
UNIX 实现 自 UNIX 的最初版本起，大多数实现都依赖于以下的口令策略：每个用户
选择一个长度至多为八个可打印字符的口令。该口令将被转化为一个 56 位的数值（使用 7 位
ASCII 码），作为加密例程的输入密钥。这个散列例程就是 crypt(3)，基于 DES 算法，且使用
12 位的“盐值”。这种经过修改的 DES 算法要求输入一个 64 位全 0 数据块，算法的输出作为
下一次加密的输入。整个加密过程共重复 25 次，最后得出的 64 位输出结果被转化成由 11 个
字符组成的字符序列。改进的 DES 算法会把它转化为一个单向的散列函数。crypt(3) 例程被设
计用来防止口令猜测攻击。DES 加密算法的软件实现比硬件实现要慢，经过 25 轮迭代所消耗
的时间是完成一次口令运算的 25 倍。
这种加密实现现在被认为是不适用的。例如，[PERR03] 报告了利用超级计算机进行字典
攻击的结果。攻击者可以在 80 分钟内完成五千万次口令猜测。此外，该结果还显示，如果有
人能用单处理器计算机在几个月之内完成相同的工作，将会被奖励一万美元。尽管存在明显的
弱点，但这种 UNIX 口令方案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以便兼容已有的财务管理软件或者在多厂商
的环境下使用。
还有其他更强大的散列 /“盐值”方案适用于 UNIX 操作系统。这里推荐一种基于 MD5 的
散列函数（类似于 SHA-1，但安全性较 SHA-1 要弱），它适用于很多 UNIX 系统，包括 Linux、
Solaris 和 FreeBSD 等。这种 MD5 加密方案使用一个 48 位的随机值，并对口令长度没有限制。
它可以产生一个 128 位的散列值，这种方法比 crypt(3) 要慢得多。为了实现减速，MD5 加密技
术使用具有 1000 次迭代的内部循环。
最安全的 UNIX 散列 /“盐值”方案可能是为另一种广泛使用的开源 UNIX—OpenBSD
开发的方案。[PROV99] 报告显示，这种方案使用了基于 Blowﬁsh 对称分组密码的散列函数。
该散列函数被称为 Bcrypt，其实现起来速度更慢。Bcrypt 运行设置的口令长度最多 55 个字符，
并要求使用一个 128 位的随机“盐值”来产生一个 192 位的散列值。Bcrypt 还包括一个代价变
量，代价变量的增加会导致执行 Bcrypt 散列运算花费的时间增加。在设置一个新口令时，也
要指派一个代价变量，所以系统管理员可以为特权用户分配一个较高的代价变量。

3.2.3

破解“用户选择”口令

传统方法 传统的口令猜测或者口令破解方法，就是开发一个庞大的口令字典并使用其
中的每个口令对口令文件进行尝试。这种方法通过对口令文件中每一个口令使用“盐值”来进
行散列运算，并和口令文件中存储的散列值进行比较。如果没有发现相匹配的口令，那么破解
程序将会尝试去改变口令字典中相似的口令。对口令字典做的变换包括倒置拼写，添加特殊字
符、字符串或数字等。
另外一种口令破解的手段是预计算潜在的散列值，以空间代价来换取时间代价。在这种
方法中，攻击者会产生出一个包括所有可能口令的较大的口令字典。对于口令字典中的每个
口令，攻击者都要根据可能的“盐值”进行散列运算。产生的结果是一个巨大的散列值表，
被称为彩虹表（rainbow table）。例如，[OECH03] 显示了使用 1.4GB 的数据能够在 13.8 秒内
破解 99.9% 的完全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Windows 口令的散列值。针对这种攻击方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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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置足够大的“盐值”以及设置较长的散列值来进行对抗。在不久的将来，FreeBSD 和
OpenBSD 系统都应该能够克服这种攻击带来的安全威胁。
为了应对足够大的“盐值”和散列长度，攻击者发现了这样的事实：某些用户设置了简单
而容易猜测的口令。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当用户被许可选择自己的口令时，会选择简短的口
令。[BONN12] 总结了过去几年对超过 4000 万被破译的口令的若干研究结果，并对几乎 7000
万个 Yahoo ！用户的匿名口令进行分析，发现用户喜欢用 6 到 8 个字符长度的口令且非常不喜
欢在口令中使用非字母数字字符。
[BONN12] 中对 7000 万口令的分析估计出，口令对在线漫步攻击提供少于 10 比特的安全
性，对最优离线字典攻击提供 20 比特的安全性。换句话说，如果攻击者对每个账户可以控制
10 次猜测（通常在速率限制机制的范围之内），那么他将破解大约 1% 的账户，就如同应对随
机 10 比特字符串一样。要想阻止一个最优的黑客采用无限制暴力破解一半的账户，口令似乎
大致等同于 20 比特随机字符串。而即便采用了大量的迭代哈希，使用离线搜索也能让一个敌
手破解大量账户。
口令的长度只是一个方面。当系统允许用户设置口令时，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一个容易被
猜测的口令，比如用户名字、街道名字、字典中的常用词汇等。这使得口令的破解更加简单直
接，破解者只需要尝试这些可能的字符串就可以完成破解。由于很多人都使用这种容易猜测到
的口令，使得这种策略在所有的实际系统上都可以成功。
[KLEI90] 的一份报告显示了这种猜测攻击的有效性。研究者从很多种数据源中收集了
UNIX 口令文件，其中包括近 14 000 个经过加密的口令。对于这份结果，研究者认为其很惊
人。在所有的口令中，接近四分之一的口令是可以被成功猜测出来的。下面列出了口令破解所
使用的策略：
1. 尝试用户的名字、姓名缩写、账户名以及其他的个人相关信息。对于每一个用户总共有
130 种不同的组合用于破解尝试。
2. 尝试使用不同字典中出现的词汇。研究者编辑了一本超过 60 000 个词汇的字典，包括
系统自带的在线字典以及其他一些词汇列表。
3. 根据对第 2 步中的词汇进行排列来尝试破解，包括把词汇的第一个字母大写或添加控制
符，把所有的字符都大写，反写单词，把字母“ o ”变成数字“0”，等等。这些排列将为口令
词汇列表新增加 100 万个词汇。
4. 对来自第 2 步且在第 3 步中未予考虑的词汇尝试各种大写置换。这样将为口令词汇列表
增加大约 200 万个词汇。
这样，大约要对近 300 万个词汇进行测试。使用最快速的处理器，通过所有可能的“盐
值”来加密所有的这些词汇，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要注意，虽然这样的枚举搜索可能只会
有 25% 的成功率，但是很可能只要猜中一个口令就会得到系统的足够大的权限。
蛮 力 破 解 和 字 典 技 术 结 合 使 用 的 攻 击 方 法 已 被 广 泛 认 可。 开 源 口 令 破 解 器 John the
Ripper[OPEN13]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它开发于 1996 年并沿用至今。
现代方法 可惜，口令的脆弱性在过去的 25 年里并未发人深省。鉴于复杂口令策略，相
比之前，用户在设置口令方面做得很好，同时组织在提醒用户方面也做得很好。尽管如此，
口令破解技术也在与时俱进。破解技术的革新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用于口令破解技术的处
理性能有了显著的提高。如今，随着计算速度的提升，在同样价格的 PC 上，图形处理器执行
口令破解程序的速度比十年前单核处理器快了近千倍。举例来说，利用 [GOOD12a] 中的算法，
一台搭载单个 AMD Radeon HD7970 GPU 的 PC 能够平均每秒尝试 8.2×109 种口令组合。仅仅
在十年前，想实现如此的运算速度只能使用昂贵的超级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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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近年来出现了更多被用于生成潜在口令的成熟算法。例如，[NARA05] 提出了一个
口令生成模型，它利用自然语言中字母出现的概率。研究者使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标准马尔可
夫模型显著地减少了口令空间的大小。
然而，通过分析实际应用中的口令样本，已经得出了最佳的结果。为了发展比蛮力破解和
字典攻击更高效的技术，研究者和黑客深入分析了口令的构成。而且，分析人士需要大量的当
前应用中的真实口令。第一个重大突破出现在 2009 年之后，某次大规模的 SQL 注入攻击致使
网游服务器 RockYou.com 的 3200 万个用户登录口令明文被泄露 [TIMM10]。自此之后，被泄
露的数以万计的口令文件得以被分析人士利用。
通过使用大量被泄露的口令作为训练数据，[WEIR09] 报告了基于概率的上下文无关文
法。在报告所提及的方法中，猜测的顺序由猜测的可能性决定，包括字符类结构在训练集中的
出现频率，以及数字和符号子串的出现频率。在口令破解中，该方法已被证实有效 [KELL12,
ZHAN10]。
[MAZU13] 给出了一个口令分析结果报告，该分析中涉及的口令为某研究性大学中 25 000 名
学生所使用，且这些口令均由复杂口令策略产生。分析人士使用了 [WEIR09] 中的口令破解方
法，他们使用的数据集包括一些泄露的口令文件（如 RockYou 文件）。图 3-4 总结了论文中主要
的分析结果。图表显示了被破译口令的百分比与猜测总数的函数关系。正如我们看到的，在仅
仅 1010 次猜测后，超过 10% 的口令被破译。而经过 1013 次猜测，几乎 40% 的口令被破译。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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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次数猜测后被猜中口令的百分比

口令文件访问控制

一种阻止口令攻击的方法就是拒绝对手访问口令文件。如果文件的散列口令部分只能被特
权用户访问，那么对手就不能够读取口令文件，除非他拥有特权用户的口令。通常，散列后的
口令保存在与用户 ID 分离的单独文件中，这个文件叫作影子口令文件（shadow password ﬁle）。
对于影子口令文件，需要特别注意保护，防止非授权访问。尽管对口令文件的保护工作已经做
了很多，但是仍然有以下不足：
● 很多系统，包括大多数的 UNIX 系统，都有被入侵的可能。黑客可以利用操作系统中
软件的漏洞绕过操作系统的访问控制来获取口令文件。此外，文件系统的漏洞以及数
据库管理系统的漏洞也可以使黑客能够对口令文件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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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偶然事件会导致口令文件可读，因此会危及所有账户的安全。
● 某些用户在其他安全保护域的其他机器上具有账户，并且使用相同的口令。因此，只
要其中一个系统的用户口令被读取，那么其他系统上的账户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 物理安全性的缺乏可能会给黑客提供可乘之机。有时人们会将口令文件备份到紧急修
复磁盘或存档磁盘，攻击者访问该备份就能读取口令文件。此外，用户可以从运行另
一个操作系统（如 Linux）的磁盘启动，来访问这个操作系统中的文件。
● 除了获取系统口令文件之外，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对网络通信包进行监听来收集用户 ID
和口令。
因此，口令保护策略必须要补充到访问控制方法中，以强制用户选择那些不容易被破解的口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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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令选择策略

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多数用户选择的口令不是太短就是太容易被猜到。在另外一种极端
的情况下，如果为用户设置由 8 个随机选择的字符组成的口令，那么该口令可以说是很难被破
解的。但是，这可能导致大多数用户根本记不住他们所设置的口令。幸运的是，即使我们限制
口令的样本的总体是那些容易记住的字符串，但是庞大的口令样本也会使口令的破解变得不可
行。我们制定口令选择策略的目标，是不仅要使口令变得不容易破解，而且要允许用户选择容
易记忆的口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正在使用下面四种基本方法：
● 用户教育（user education）
● 计算机生成口令（computer-generated password）
● 后验口令检查（reactive password checking）
● 先验口令检查（proactive password checking）
应该告知用户选择使用难以被破解的口令的重要性，同时应该给用户提供一些具体的选择
这类强口令的指导原则。这种用户教育策略在很多时候是无效的，特别是在用户数量众多或者
人员流动较大的情况下，很多用户可能会忽视系统给出的提示。另外一些用户也可能不知道如
何判断一个口令是难破解的。例如，很多用户会错误地认为把词汇反写或者把最后一个字母大
写就会得到一个不可破解的口令。
尽管如此，在设置口令时系统给用户以指导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遵
从以下建议：使用一个短语的每个单词的首字母作为口令。但是不要选择像“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Aaadktda）一类众所周知的短语。相反，应该选择此类短语，如“ My
dog’s ﬁrst name is Rex ”
（MdfniR）或者“ My sister Peg is 24 years old ”
（MsPi24yo）。研究表明，
用户更容易记住此类口令，而攻击者却不容易破解此类口令。
使用计算机生成口令同样存在问题。如果计算机生成的口令是非常随机的，则会导致用户
难于记忆。即使这些口令是可以拼读的，但用户记忆口令仍然会有困难，因而其更倾向于把口
令写下来。总的来说，计算机产生口令的策略是不容易被用户所接受的。FIPS 181 定义了一种
设计很好（best-designed）的口令自动生成器。这个标准不仅包括了设计方法的描述，而且给
出了这个算法的完整 C 语言源代码。这个算法通过形成可拼读的音节并把它们连接起来组成
单词。通过一个随机数发生器生成一个随机的字符流，并以此来构建音节和单词。
后验口令检查策略就是系统周期性地运行自己的口令破解程序来找到容易被猜测到的口令，
系统将会取消这种容易被破解的口令，并通知相应的用户。这种策略仍然存在缺点。首先，由于
口令破解者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使用他的全部 CPU 资源来进行口令破解。然而，后验口令
检查策略的资源使用却是受限制的。此外，一个容易被破解的口令在后验口令检查策略发现它
之前，将一直处于容易被破解的状态。因此，如果有用户设置了容易被破解的口令，那么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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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口令检查找到它之前可能就已经被攻击者破解了。应用这种策略一个较好的例子就是开源软
件 Jack the Ripper 口令检查器（openwall.com/john/pro/），它可以在很多不同的操作系统中工作。
目前，最被认可的一种提高口令安全的方法，是采用先验口令检查的策略。在这种策略
中，允许用户选择他自己的口令，但是在选择过程中系统将会对口令进行检查，决定是否允许
用户设置该口令。如果不允许设置，则拒绝其选择此口令。在系统的充分提示下，用户可以从
大量的口令空间中选择那些不容易被破解而且容易记忆的口令，这样就很可能避开通过口令字
典进行的口令破解的攻击。
这种先验口令检查的策略需要在用户接受程度和口令的设置强度上做出平衡。如果系统拒绝了
过多用户设置的口令，那么用户将会抱怨这种口令策略缺乏用户的选择空间。如果系统使用了较简
单的口令选择算法，使它变得容易被用户接受，那么口令强度将会受到影响，这也会为口令攻击
者改进其猜测技术提供帮助。在随后的内容中，我们将针对先验口令检查提供一些可行的方法。
规则实施 第一种方法是构造一个实施规则的简单系统。例如，NIST SP 800-63-2 建议使
用下列可供选择的规则：
● 口令必须至少有 16 个字符（basic16）
。
● 口令必须至少有 8 个字符，其中包括一个大写和小写字母，一个符号和一个数字；并
且不能包含一个字典中的单词（comprehensive8）。
尽管 NIST 认为 basic16 和 comprehensive8 是等价的，但 [KELL12] 发现，basic16 在抵御
大量猜解时更优。结合之前的结果，basic16 更易于用户使用 [KOMA11]，这表明 basic16 是更
好的策略选择。
尽管这种方法比简单地教育用户更优，但其不足以阻止口令破解。这个方案提醒破解者有
些不必尝试的口令仍有可能导致口令破解。
实施规则可以在先验口令检查过程中自动地进行。例如，开源软件 pam_passwdqc（openwall.
com/passwdqc/），它在进行口令设置时，执行各种规则，并可以由系统管理员进行配置。
口令检查器 另一个可行的方法是构造一个由不能作为口令选择的字符串组成的“不可
行”口令字典。当用户在选择一个口令时，系统将会检查这个口令以保证其不出现在这个“不
可行”口令字典中。但是这种方法有两个缺点：
● 空间消耗：字典必须足够大才能有效。
● 时间消耗：对如此庞大的字典进行搜索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此外，为了检查字典
词汇的可能变换，要么将这些词汇包含在字典中，使得口令字典变得更加庞大。要么
每一次搜索都会花费相当长的处理时间。
Bloom 过滤器 Spafford 提出了一个基于 Bloom 过滤器（Bloom ﬁlter）[BLOO70] 的方法
[SPAF92a，SPAF92b]，用于生成高效的后验口令检查器，而检查器是通过拒绝使用在一些系
统（如 Linux）上使用的口令列表中的口令而实现的。在开始介绍这个过滤器之前，我们将首先
解释它的运行原理。一个 k 阶的 Bloom 过滤器由 k 个相互独立的散列函数 H1(x), H2(x), …, Hk(x)
组成，每一个散列函数将口令映射为一个范围在 0～(N―1) 之间的散列值。即
Hi (Xj)＝y
1≤i≤k；1≤j≤D；0≤y≤N―1
其中
● Xj 表示口令字典中的第 j 个词汇；
● D 表示口令字典中的词汇数量。
依据以下操作步骤生成口令字典：
1. 定义一个 N 位的散列表，所有位的初始值都设置为 0。
2. 对于每一个口令，计算它的 k 个散列值，并且把散列表中对应的位置设置为 1。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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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于某个 (i, j)，Hi (Xj)＝67，那么散列表中的第 67 位上的数值将被设置为 1 ；如果该位已
经为 1，那么仍然保持该位为 1 不变。
当口令检测器收到一个新的口令时，检测器将计算该口令的 k 个散列值。如果散列表中所有
的对应位的值都是 1，那么这个口令将会被弃用。易猜测口令字典中出现的所有口令都将被拒绝使
用。但是，某些没有在易猜测口令字典中出现的口令也可能在散列表中产生匹配，这种情况被称
为“误判”。为了便于理解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使用两个散列函数的方案。假设口令 undertaker
和 hulkhogan 在口令字典中，口令 xG%#jj98 不在字典中。进一步假设有如下计算结果：
H1(undertaker)＝25
H1(hulkhogan)＝83
H1(xG%#jj98)＝665
H2(undertaker)＝998
H2(hulkhogan)＝665
H2(xG%#jj98)＝998
如果将口令 xG%#jj98 提交给系统，那么即使这个口令并没有在易猜测口令字典中出现，
也将会被弃用。如果存在很多类似的误判情况，那么用户在选择口令时就会很困难。因此，应
该设计一种使“误判”的情况最少的散列方案。“误判”的概率可以使用以下公式近似表示：
P≈(1―ekD/N)k＝(1―ek/R)k
或者，等价地表示为
R≈

―k
ln(1―P1/k)

其中
k 表示散列函数的数量；
● N 表示散列表的位数；
● D 表示口令字典的口令数量；
● R 表示 N/D，是散列表规模（位）和字典规模（词）的比值。
图 3-5 绘制了对于不同 k 值的 R 的函数 P。假设口令字典中有一百万个口令，并且我们希
望以 0.01 的误判率来拒绝用户选择的不包含在口令字典中的口令。从图中可以看到，如果选
择 6 个散列函数，需要的比值是 R＝9.6。因此，需要一个 9.6×106 位的散列表或者说需要
1.2MB 的散列表存储空间。相反，存储整个口令字典要求有 8MB 的存储空间。相比之下，采用
这种方法在存储空间上压缩了近 1/7。此外，该方法中口令的检查只需要计算 6 个散列函数，这
与字典的大小无关。然而，如果使用全部的口令字典会使搜索的工作量变得很大。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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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Bloom 过滤器的性能

Bloom 过滤器应用了概率统计技术，不在口令字典中的口令被拒绝的概率是很小的。因此，经常出现这些
情况，在采用概率技术进行算法设计时，求解时间较少或者求解过程比较简单，或者两种情况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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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令牌的认证

令牌就是用户持有的用于进行用户认证的一种物品。本节中，我们将介绍两种应用最广泛
的令牌，它们有和银行卡相似的大小和外形（见表 3-3）。
表 3-3
卡的类型

3.3.1

用作令牌的卡的类型
定义的特征

实

例

凹凸卡

卡的正面有凸印的字符

老式信用卡

磁条卡

卡的背面有磁条，正面有字符

银行卡

存储卡

卡的内部有电子存储单元

预付电话卡

智能卡
接触式
非接触式

卡内有电子存储单元和处理器
表面有电子触点
内部嵌有无线电通信装置

生物特征 ID 卡

存储卡

存储卡只能存取数据而不能处理数据。这类卡最常见的就是银行卡，在卡的背面有磁条。
这个磁条可以存储一些简单的安全码，磁卡可以通过一种价格并不昂贵的读卡器读取。此类存
储卡的内部含有一个电子存储器。
存储卡可以单独用于物理访问，例如旅馆房间的门禁系统。对于计算机用户认证，这种卡
通常需要用户输入某种形式的口令或者个人标识码（PIN）。存储卡的一种典型应用就是自动柜
员机（ATM）。由于必须同时拥有存储卡和 PIN，组合使用口令和 PIN 的存储卡提供的安全性
远高于单独使用口令的安全性。敌手必须实际持有该卡（或者能复制它），还必须获得有关 PIN
的知识。NIST SP 800-12（计算机安全入门：NIST 手册，1995 年 10 月）指出存储卡可能存在
的缺陷如下：
● 需要特殊的读卡器：读卡器需要软件和硬件来支持安全性，这提高了令牌认证方法的
成本。
● 令牌丢失：令牌的丢失会使得用户暂时不能进入系统。补办丢失的令牌，会增加管理
的成本。此外，如果令牌被偷窃或者被伪造，那么敌手只需要获取 PIN 就可以执行非
授权的访问。
● 用户不满意：虽然用户对于 ATM 存储卡的使用没有意见，但是把存储卡应用在计算机
系统中，肯定是不方便的。

3.3.2

智能卡

很多设备都可以被称为智能令牌，可以从四个方面对它们进行分类，而这些分类并不是互斥的：
● 物理特征：智能令牌包括一个嵌入的微处理器。其外表类似于银行卡，因此称其为智
能卡。其他的一些智能令牌的外表有的类似于计算器，有的类似于钥匙或其他便携式
物品。
● 用户接口：人机接口包括一个键盘区和显示设备，以完成人机交互。
● 电子接口：智能卡或其他令牌通常需要配一个电子接口，用于与读取或写入装置通信。
一张卡可能含有下述两种或其中一种接口：
■ 接触式（contact）：使用接触式智能卡时，智能卡必须被插入智能卡读取器中，通过
卡表面的导电接触板（通常是金属板）与读取器直接接触。指令、数据和状态信息
的传输发生在这些物理接触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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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式（contactless）：使用非接触式智能卡时，智能卡只需要接近读取器。智能
卡和读取器均载有天线装置，两者通过无线频率进行交互。另外，大多数非接触式
智能卡通过该电磁信号为其内置芯片提供电能。对于非电池供电卡，其接近距离一
般为 1.5 ～ 3 英寸（1 英寸＝0.0254 米），且这类卡通常被应用于建筑物门禁或者快
捷支付等方面。
认证协议：使用智能令牌的目的就是提供用户认证方法。我们可以按照认证协议把智
能令牌划分为三类：
■ 静态协议（static）：使用静态协议时，用户首先完成自己对令牌的认证，之后令牌完
成计算机对用户的认证。静态协议的后半部分类似于存储令牌的操作。
■ 动态口令生成器（dynamic password generator）
：在这种情况下，每隔一段时间（比如
每分钟）令牌就会产生一个口令，之后这个口令就会被计算机和令牌用于认证，可
以是用户手工进行，也可以通过令牌自动进行。计算机和令牌必须被初始化并保持
同步，从而使得计算机知道当前令牌使用的口令。
■ 挑战 － 应答协议（challenge-response）：在这种情况下，计算机系统产生一个挑战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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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比如一个随机的数字串。智能令牌将会产生一个基于这个挑战信号的应答信号。
例如，在公钥加密机制中，令牌可以使用私钥对挑战串进行加密。
在计算机的用户认证方面，最重要的智能令牌种类就是智能卡，它的外形和信用卡一样，
拥有电子接口，并且可以使用刚才所描述的任何类型的协议。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智能卡。
智能卡包含一个完整的微处理器，由处理器、内存、输入 / 输出端口组成。某些版本的智
能卡集成有进行密码运算的协处理电路，以加速对消息进行编码和解码或者产生数字签名来验
证传输数据有效性的工作。在某些卡中，对 I/O 端口的访问是可兼容读卡器通过暴露式电子接
触的方法来直接完成的；另外一些卡则使用嵌入的天线完成与读卡器的无线通信。
一个典型的智能卡包括三种存储器。只读存储器（ROM）存储的数据在整个智能卡的生
命周期内都不会发生变化，如存储卡的序列号以及持卡人的姓名。电子可擦写可编程存储器
（EEPROM）存储应用程序和数据，例如智能卡所执行的协议。这种存储器也存储可能会随时
改变的数据，例如在电话卡中，EEPROM 存储剩余的通
话时间。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则保存应用程序执行时
产生的临时数据。
图 3-6 显示了智能卡与读卡器或计算机系统的典型交
互模式。每次在智能卡插入到读卡器时，读卡器都会产生
一个复位（reset）信号以对参数进行初始化，例如时钟的
值。在完成复位功能后，智能卡将会有一个应答来响应复
位（ATR）消息。这个响应消息定义了智能卡能使用的参
数和协议及其所执行的功能。计算机终端可以通过协议类
型选择（PTS）命令来改变使用的协议和其他的参数。智
能卡根据 PTS 响应信号来确认使用的协议和参数。至此，
终端和智能卡就可以执行应用程序了。

3.3.3

电子身份证

在智能卡的诸多应用中，有一项应用正变得越来越
重要，即公民身份证智能卡化。在涉入政府机构或商业
服务时，国家电子身份证（electronic IDentify，eID）不仅

图 3-6

智能卡与读卡器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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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国家身份证，还可以行使其他多种证件的功能，例如驾驶证。另外，电子身份证在各
种应用中可以更有效地证明持有人的身份。事实上，一张电子身份证就是一张被国家政府验证
的可信和有效的智能卡。
最 新、 最 前 沿 的 电 子 身 份 证 大 规 模 应 用 是 德 国 电 子 身 份 证 — 新 身 份 证（neuer
Personalausweis）[POLL12]。该卡的表面印有人可以阅读的信息，其中包括：
● 个人信息：例如姓名、出生日期及住址；此类信息一般在护照或驾驶执照等证件上也
可找到。
● 文档编号：每一张智能卡均配有的由 9 位字母或数字构成的唯一识别符。
● 卡片接入号（Card Access Number，
CAN）：印刷于智能卡表面的 6 位随机的十进制数字。
这些数字被当作口令使用，下文中会解释它。
● 机器读卡区（Machine Readable Zone，MRZ）：智能卡背面的三行文字，人类和机器均
可阅读。这些文本同样也可作为口令使用。
电子身份证的功能 电子身份证具有以下三种独立的功能，每种功能都具有自己的受保护
数据集（参见表 3-4）：
● ePass 功能：该功能存储表示持有者身份的数字信息，专为政府部门保留使用。该功
能使得电子身份证类似于一个电子护照。其他政府职能服务也会用到 ePass 功能。该
功能必须在智能卡上实现。
● eID 功能：该功能在政府和商业的各种应用中通用。电子身份功能存储持有人的身份
记录，以便授权的服务在持有者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公民可根据意愿选择是否激活该
功能。
● eSign 功能：该功能是可选的，其作用是存储私钥和用于验证私钥的证书；它用于生
成持有人的数字签名。证书由一个私有可信中心发布。
表 3-4
功

能

ePass（强制）

eID（可选激活）

目

的

PACE 口令

授权的离线检测系统
读取数据

CAN 或 MRZ

在线应用读取数据或
访问授权功能

eID PIN

离线检测系统读取数
据并更新住址和社区 ID

CAN 或 MRZ

认证在线安装签名证书
eSign（可选证书）

电子身份证的功能和数据

公民利用 eSign 的 PIN
生成数字签名

eID PIN
CAN

数

据

面 部 特 征； 两 个 指
纹图像（可选）；MRZ
数据

用

途

用于专为政府部门
保留的离线生物特征
进行身份验证

姓 名、 艺 名 和 博 士
身 份 证 明， 年 龄 验
学 位， 出 生 地 及 出 生 证，社区 ID 验证，受
日期，住址和社区 ID， 限的身份证明（化名），
有效期
消除疑问
数字签名密钥，X.509
证书

数字签名生成

CAN＝卡片接入号
MRZ＝机器读卡区
PACE＝口令认证连接设施
PIN＝个人标识码

ePass 功能是离线功能。也就是说，该功能仅在持卡人出示智能卡的当地使用，而不是通
过网络使用，例如通过某地的护照检查。
eID 功能可被用于在线和离线服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离线检测系统，它是用于执法检
测的终端，此系统通常由警察局或入境管理部门使用。离线检测系统可以读取持卡人的身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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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智能卡中的生物特征信息，例如面部特征和指纹。生物特征信息可被用于验证当前使用智
能卡的人是否就是真正的持卡人。
用户认证是一个很好的 eID 在线应用的例子。图 3-7 描述了一个基于 Web 的场景。开始
时，eID 用户访问一个网站，并请求一项需认证的服务。网站返回一个重定向消息，该消息转
发至 eID 服务器。eID 服务器请求用户输入其电子身份证的 PIN。一旦用户输入了正确的 PIN，
电子身份证便可与终端读取器以密文形式进行数据交换。随后，服务器与电子身份证上的微处
理器进行认证协议交换。如果用户确实是认证用户，那么服务器将认证结果返回给用户系统，
并重定向至 Web 服务器应用。

图 3-7

利用 eID 的用户认证

在上述的场景中，用户系统中需要具备相应的软硬件。用户系统上的软件具有请求和接收
PIN 码以及消息重定向的功能。而且硬件需要电子身份证读取器，该读取器可以是非接触式或
接触式的外置读取器，也可以是非接触式的内置读取器。
口令认证连接设施（PACE） 口令认证连接设施（Password Authenticated Connection Establishment，PACE）能够确保非接触式的 RF 芯片和电子身份证信息在没有明确访问控制的情况下不
能被读取。对于在线应用而言，只有用户输入了仅持卡人知道的 6 位 PIN 后，他才有权使用
该卡。对于离线应用而言，智能卡背面印有的 MRZ 和正面的卡片接入号（CAN）均可被用于
认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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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特征认证

生物特征认证系统是通过个人唯一拥有的身体特征来实现认证的。这些特征既包括静态特
征如指纹、手形、面部特征、视网膜和虹膜等，也包括动态特征如声纹和签名等。本质上，生
物特征认证是基于模式识别的。与口令和令牌的方法相比，生物特征认证实现技术较为复杂，
成本也较高。然而在很多特殊情况下，生物特征认证方法被广泛使用。目前生物特征认证技术
已经趋于成熟，可以作为计算机系统进行用户认证的标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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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物特征认证应用的身体特征

很多不同类型的身体特征，在用户认证中已经在应用或者正在研究之中。常见的包括以下各项：
● 面部特征（facial characteristic）
：面部特征是人对人（human-to-human）识别中最常用的
方法，因此，很自然地被纳入到使用计算机进行认证的方法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基于
相对位置和关键面部器官（如眼睛、眉毛、鼻子、嘴唇和下颚）的形状来细化面部特
征。另外一种方法，是使用红外线照相机拍摄一张与人脸内部隐含的血管系统相关的
面部温谱图（thermogram）。
● 指纹（ﬁngerprint）：指纹作为身份识别的方法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并且出于执法的目
的，指纹识别的过程已经被系统化和自动化了。指纹，就是指尖表面的纹路褶皱的模
式。每个人的指纹在全人类中被认为是唯一的。在应用中，指纹识别和匹配系统会自
动地对指纹中的特征进行提取，并对指纹的全部模式进行数字化存储。
● 手形（hand geometry）
：手形系统标识手掌的特征，包括形状、手指的长度和宽度等。
● 视网膜模式（retinal pattern）：由视网膜表面下的静脉形成的特征具有唯一性，因此适
合于认证。视网膜生物特征认证系统，通过发射低强度的可见光或者红外射线扫描眼
睛得到视网膜模式的数字图像特征。
● 虹膜（iris）
：另一种唯一的身体特征是具有复杂结构的虹膜。
● 签名（signature）：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笔迹，这种特征在签名上表现得很明显。
签名通常是频繁书写的序列。尽管如此，同一个人的多次签名样本很可能是不同的。
这使得做出签名的计算机表示并将其用于与将来的样本进行匹配变得非常复杂。
● 语音（voice）
：虽然一个人的签名风格不仅反映了其唯一的物理属性，也反映了其形成的书
写习惯。但是一个人的语音特征与这个人的身体和解剖特征结合得更紧密。然而，由于同
一个说话者的语音样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这使得语音识别工作变得复杂起来。
图 3-8 大致地给出了这些生物特征测量方法的相对代价
和准确度。准确度的概念并不适合于利用智能卡和口令的用
户认证方案。例如，当用户输入口令时，该口令必须完全匹
配预期口令才能完成用户身份的确认。在使用生物特征认证
时，系统必须确定提供的生物特征和系统存储的特征接近到
什么程度才认为是匹配的。在详细阐述生物特征准确度之
前，我们必须了解生物特征认证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图 3-8

3.4.2

生物特征认证系统的运行

使用不同生物特征认证的
成本与准确度的对比

图 3-9 显示了一个生物特征认证系统的运行过程。每一个被包含在授权用户数据库中的认
证个人，首先必须在系统中注册（enrolled）。这类似于给用户分配口令。对于一个生物特征认
证系统，用户需要给系统提供一个用户名以及某种类型的口令或 PIN，同时认证系统的传感器
需要采集用户的生物特征（如右手食指指纹）。系统将输入的生物特征数字化并提取出特征集
合，并将这些代表唯一生物特征的数据或数据集合保存起来。这些数据集合被称为该用户的模
板（template）。现在用户已经完成了在系统中的注册，系统维护着用户名（ID），可能还有用户
的 PIN 或者口令，以及生物特征值。
根 据 不 同 的 应 用， 生 物 特 征 认 证 系 统 的 用 户 认 证 包 括 验 证（veriﬁcation） 或 识 别
（identiﬁcation）。验证类似于用户使用存储卡或智能卡并结合口令或 PIN 登录到系统。对于
生物特征验证，用户需要输入一个 PIN，并使用传感器采集生物特征信息。系统提取相应特
征，并将其与为该用户保存的模板进行比较。如果匹配，则完成对这个用户的身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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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识别系统，个人只需要使用生物传感器而不需要提供其他额外的信息。系统将当前提
供的模板与预先存储的模板进行比较。如果匹配，则用户被识别。否则，用户被拒绝。

图 3-9

一个通用的生物特征认证系统。注册过程将会在系统中为用户和用户的生
物特征创建一个关联。根据应用的不同，用户认证包括验证声称的用户是
否是真实的用户，或者识别系统未知的用户

3.4.3

89

90

生物特征认证的准确度

在生物特征认证方案中，每一个
个体的某种身体特征会被映射成数字
表示。对于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个数
字表示或模板存储在计算机中。当有
用户要被认证时，系统将会对存储的
用户模板和目前获取到的用户模板进
行对比。由于身体特征的复杂性，我
们不能期望这两个模板是完全匹配
的。相应地，系统通过一种算法来产
生输入的用户模板与预先存储的用
户模板之间的匹配分数（通常是一个
数），用于量化两者的相似程度。
图 3-10 说明了系统面对的困难
选择。如果在系统中对被指定的某一 图 3-10
个用户进行多次测试，匹配分数 s 将
会有变化，它的概率密度函数形如图
中所示的钟形曲线。例如，在指纹认

授权用户和冒名顶替者的生物特征曲线。在本描述中，
将提交的特征和参考特征之间的差异简化为一个数值。
如果输入值（s）大于预先指定的阈值（t）
，那么就认为
是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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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中，结果可能由于传感器噪声的影响而变化，手指肿胀或者干燥等也可能影响到结果，手指
的放置位置等因素也会对匹配结果有所影响。平均而言，其他人的匹配分数应该低得多，但也
会呈现出钟形的概率密度函数。困难在于真正的用户和冒名顶替者的匹配分数的范围与给定的
参考模板相比，很可能是重叠的。在图 3-9 中设置了一个阈值 t，当分数 s≥t 时，就认为匹配；
当得分 s＜t 时，就认为不匹配。阈值 t 右边的阴影部分表示可能发生误匹配的区域；左边的阴
影部分表示可能发生漏匹配的区域。每个阴影区域的面积分别表示误匹配和漏匹配的概率。通
过阈值 t 的左移和右移可以调整这两个概率。但要注意，误匹配率下降必然导致漏匹配率的上
升，反之亦然。
对于一个给定的生物特征认证方案，可以绘制误匹配率 － 漏匹配率曲线，我们称之为运
行特征曲线（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图 3-11 就是两个不同系统的运行特征曲线。左
侧偏下曲线的表现明显更好。曲线上的圆点对应测量中的一个特殊阈值。阈值向左上方变换
可增强系统的安全性，相应的代价是降低了便利性。其中，造成不便的原因是合法用户可能
被拒绝访问并需进一步认证。合理的权衡是选择的阈值应该对应于曲线上两个比率值相等的
点。一个要求高安全性的应用可能要求误匹配率非常低，应选择偏向于曲线左侧的点。对于
取证应用，系统则应降低漏匹配率，尽可能地不漏掉嫌疑人。
图 3-12 给出了对实际产品测试产生的特征曲线。虹膜特征认证系统在超过 200 万个交
叉比较中没有出现一次误匹配。对误匹配率整体考虑，可以看出面部特征认证方法的效果
最差。

图 3-11 理想化的生物特征测量运行特征曲线（对数 － 对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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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MANSO1] 报道的真实生物特征测量运行特征曲线。为了更清楚地表示出各个系统
的差异，图中采用了对数 － 对数刻度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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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用户认证方式就是本地认证，即用户试图访问本地的系统，如单机的办公 PC 或
者 ATM 机。复杂一些的情况则是通过 Internet、网络、通信线路的远程用户认证。远程用户认
证的方式增加了很多安全威胁，例如口令窃听或者对观察到的用户认证过程进行重放等。
为了应对对远程用户认证的攻击，系统逐渐依赖于某种形式的挑战 － 应答协议。本节我们
将针对本章讨论的各种认证方法解释一下这些协议的基本要素。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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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用户认证

口令协议

图 3-13a 提供了一个通过口令认证的挑战 － 应答协议的简单例子。实际使用的协议（如
第 23 章讨论的 Kerberos）更加复杂。在这个例子中，用户首先把他的身份发送给远程主机，
远程主机将产生一个随机数 r，通常称为 nonce 值，并将这个 nonce 值返回给用户。此外，远
程主机需要指定两个函数 h() 和 f () 在响应过程中使用。从远程主机到用户的数据传输称为挑
战（challenge）。用户的响应是函数 f (r′，h(P′))＝r 的值，其中 r′＝r 并且 P′ 是用户的口令。函
数 h() 是一个散列函数，所以响应中包含了通过 f () 函数组合起来的随机数和用户口令的散列
函数值。
远程主机存储了每一个注册用户的口令的散列值，对于用户 U 使用 h(P(U)) 来表示。当收
到应答时，远程主机计算出函数 f (r, h(P(U))) 的值并与收到的 f (r′, h(P′)) 值进行对比。如果数
值相等，那么该用户就被认证。
这种策略可以抵御几种形式的攻击。远程主机存储的并不是口令，而是口令的散列值。正
如在 3.2 节中讨论过的，对于入侵到主机的攻击者，这种口令存储方式是比较安全的。此外，
散列口令并不是直接进行传输的，而是传输一个以散列口令作为参数的函数。因此，对于一个
适当的散列函数 f ()，口令在传输过程中是不会被捕获到的。最后，使用随机数作为函数 f () 的
参数可以抵御重放攻击。

3.5.2

令牌协议

图 3-13b 给出了一个令牌协议认证的简单例子。和前面一样，用户首先发送他的用户身份
给远程主机。远程主机返回需在响应中使用的随机数和验证函数 h() 和 f () 的标识符。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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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令牌提供了一个验证码（passcode）W′。令牌存储一个静态验证码或者生成一个一次性的
随机验证码。对于一次性的随机验证码，令牌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和远程主机进行同步。无论哪
种情况，用户通过输入口令 P′ 来激活验证码，这个口令仅仅被用户和令牌共享，而与远程主
机无关。令牌使用函数 f (r′, h(W′)) 的值对远程主机进行响应。对于静态验证码，远程主机存储
了散列值 h(W(U)) ；对于动态验证码，远程主机需要生成一个一次性的验证码（与由令牌产生
的验证码同步），并且计算它的散列值。之后的认证过程同口令协议认证过程一样。

图 3-13 用于远程用户认证的基本挑战 － 应答协议
来源：基于 [OGOR03]

3.5.3

静态生物特征认证协议

图 3-13c 是一个使用静态生物特征的用户认证协议的例子。和前面一样，用户发送 ID 给
远程主机，远程主机通过随机数 r 和加密函数的标识符进行响应。在用户端，有一个控制生物
特征采集设备的客户端系统。该系统根据用户的生物特征 B′ 生成一个生物特征模板 BT′，并返
回密文 E(r′, D′, BT′)，其中 D′ 表示该特定的生物特征采集设备。远程主机通过对收到的密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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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进行解密来得到传输的三个参数，并与远程主机中存储的数据进行对比。对于匹配的情况，
一定有 r′＝r。同时，BT′ 与远程主机中存储的用户模板之间的匹配分数也一定会超过预先设置
的阈值。最后，主机还需要通过判断生物特征采集设备的 ID 是否存在于主机数据库中的注册
设备列表来对生物特征采集设备进行简单的认证。

3.5.4

动态生物特征认证协议

图 3-13d 是一个使用动态生物特征的用户认证协议的例子。其和静态生物特征认证最主
要的不同是远程主机提供了一个随机序列 x 以及一个随机数 r 作为挑战。这个挑战序列是由数
字、字符或者单词组成的序列。位于客户端的用户必须通过发音（讲话者验证）、打字（键盘动
态验证）或者手写（笔迹验证）来产生一个生物特征序列信号 BS′ (x′)。之后，客户端要对生物
信号和随机数加密。远程主机在接收到信息后进行解密操作，收到的随机数 r′ 必须和最初作
为挑战的随机数 r 完全匹配。此外，远程主机根据输入的生物特征信号 BS′ (x′)、已存储的该用
户的模板 BT(U) 及原始信号 x 生成一个比较值。如果该比较值超过了预设的阈值，那么用户就
可通过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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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认证中的安全问题

与任何一种安全服务一样，用户认证，特别是远程用户认证，都会遭受各种各样的攻击。
表 3-5（源自 [OGOR03]）总结了用户认证中主要的攻击方式，并依据认证手段的类型对其进行
了分解。该表的大部分内容是自解释的，我们只对表中的某些条目加以扩展。
表 3-5
攻

击

客户端攻击

主机攻击

窃听、盗窃和复制

重放

一些潜在攻击、易受攻击的认证手段与典型的防范措施

认证手段

实

例

典型防范措施

口令

口令猜解；穷举搜索

提高熵，限制尝试次数

令牌

穷举搜索

提高熵，限制尝试次数

生物特征

虚假匹配

提高熵，限制尝试次数

口令

窃取明文；字典 / 穷举搜索

采用散列函数；提高熵；保护口令
数据库

令牌

窃取验证码

采用散列函数；提高熵；保护口令
数据库；使用一次性验证码

生物特征

窃取模版

对采集设备进行认证；挑战 － 应答
协议

口令

肩窥（shoulder surﬁng）

提高用户的保密意识；管理员及时
更换易破解的口令；多因素认证

令牌

盗窃、伪造硬件

多因素认证；使用防止篡改的令牌

生物特征

复制（欺骗）生物特征

对采集设备复制检测和认证

口令

重放被窃取的口令响应信息

挑战 － 应答协议

令牌

重放被窃取的认证码响应信息

挑战 － 应答协议；一次性验证码

生物特征

重放被窃取的生物特征模版响
防止采集设备端的复制操作；通过
应信息
挑战 － 应答协议进行设备认证

特洛伊木马

口 令、 令 牌、
生物特征

拒绝服务

口 令、 令 牌、 通过多次失败的认证将用户锁
生物特征
定

安装窃听软件或信息截获设备

客户端认证或者采用安全可信的采
集设备
带令牌的多因素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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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攻击（client attack）是在不访问远程主机或不干扰通信信道的情况下，敌手试图伪
装成一个合法用户来完成用户认证的攻击行为。对于一个基于口令认证的系统，敌手可能会试
图对口令进行多种猜解，猜测可能的用户口令。一种极端情况是尝试所有可能的口令。阻止这
种攻击的一种方法是选择既长又不可预测的口令。事实上，这种口令的熵很大；也就是说，需
要很多位来表示。另外一种解决方法，是限制指定信源在一定时间内的尝试次数。
令牌可以通过一个熵很低的 PIN 或者口令产生一个熵很高的验证码，以防止穷举搜索。
即便是敌手能够猜到或者获取了口令，但是他仍然必须获得物理令牌才能成功。
主机攻击（host attack）是直接对存储在主机上的用户文件进行的攻击，主机上存储着用
户口令、令牌认证码或者生物特征模板。3.2 节已讨论了关于口令安全的注意事项。对于令牌，
可以使用一次性验证码，从而避免认证码在主机中存储。用户的生物特征很难保证其安全，因
为这些是用户的身体特征。对于静态生物特征认证，可以加入对生物特征采集设备的认证。对
于动态生物特征的认证，可以采用挑战 － 应答协议加强安全性。
在口令认证的语境下，窃听（eavesdropping）是指敌手试图通过观察用户，找到口令的手
写副本或者类似的用户与敌手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而得知口令。另外一种窃听口令的方式是按键
记录（键盘记录）。它通过安装在用户计算机上的恶意程序捕捉按键记录，通过事后分析来获
取口令。依赖于多因素认证（如口令加令牌或口令加生物特征）的系统可以抵御此类攻击。对
于令牌，类似的威胁是令牌被盗窃（theft）或者对令牌进行物理复制。同样，使用多因素认证，
相对于纯令牌认证协议，可以防止在令牌被盗窃的情况下产生的安全威胁。对生物特征协议的
类似威胁是复制（copy）或模仿生物特征参数而生成想要的模板。动态生物特征不易于受到此
类攻击。对于静态生物特征，对数据采集设备进行认证是一个有效的对抗手段。
重放（replay）是敌手对以前截获到的用户响应消息进行重放的一种攻击。对于此类攻击
最常用的对抗措施是挑战 － 应答协议。
在特洛伊木马攻击（Trojan horse）中，应用或物理设备冒充成认证服务所使用的应用或物
理设备来捕获用户口令、验证码或生物特征信息。之后，敌手可以使用捕获到的信息冒充合法
用户。一个简单例子就是使用伪造的银行终端机来截获用户 ID 和口令的组合信息。
拒绝服务（denial-of-service）攻击是试图通过大规模的认证请求使认证服务失效。一种更
具可选性的攻击通过下面的方法拒绝对特定用户的服务：多次尝试登录导致尝试次数达到系统
设定的阈值而使得该用户由于尝试次数过多而被锁定。一种包含令牌的多因素认证协议可以防
止这种攻击，由于敌手必须首先得到一个令牌，因此会使得这种攻击无效。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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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虹膜生物特征认证系统

作为生物特征认证系统的一个例子，我们研究了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阿联酋，UAE）
开发的用于入境安全监测的虹膜生物特征认证系统 [DAUG04，TIRO05，NBSP08]。阿联酋十
分依赖外来劳动力，而且也逐渐成为国际化的旅游景点。因此，相对于其国土面积，阿联酋
的入境游客总量着实巨大。通常一天内，通过七个国际机场、三个陆地港口以及七个海岸港
口，会有共计超过 6500 名乘客进入阿联酋。因而高效地管理大量入境游客成为一个必须面对
的安全挑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许多被阿联酋驱逐的人经常会试图再次进入。传统的阻止再
次进入的方法涉及个人身份验证，包括检查姓名、出生日期以及其他基本信息。但是，这样做
是存在风险的。当事人在被驱逐后可以修改其个人信息，并利用一个与原护照截然不同的护照
入境。
为了对抗这种再入行为，阿联酋政府决定引入生物特征认证系统，且该系统具备以下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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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量的人群中识别出个人。
● 依赖于某项长期不变的生物特征。
● 该生物特征易于提取。
● 易于使用。
● 对于大量交通应用能够做到实时响应。
● 安全无伤害。
● 能够在超大的范围内进行区分并具备顶尖的性能。
● 价格上负担得起。
综上，选择使用虹膜认证最为简洁高效。全世界没有两个相同的虹膜，即使是双胞胎或同
一个人的左眼和右眼。
认证系统的实现涉及登记和身份检查。所有被驱逐的外来人士必须在某一个登录中心进行
虹膜扫描，并将扫描信息记入中央数据库。阿联酋全部 17 个入境口均设有虹膜扫描仪。一个
虹膜识别相机会在距眼球 5 至 24 英寸的地方（取决于相机）拍摄黑白图片。相机采用无害的
近红外照明技术，该技术几乎不可见且绝对安全，类似电视的远程遥控。为了提取出虹膜的一
部分，软件首先采集图片以确定虹膜的内外边界及眼睑的轮廓。接着，软件将虹膜的纹理转化
为数字编码，类似 DNA 序列编码。虹膜的独有特征会被捕捉到编码中，并可与数据库中已存
储的虹膜编码进行比较以判断是否匹配。通过分布式网络（见图 3-14），所有入境乘客的虹膜
编码可被实时地全方位地与中央数据库中的编码进行比较。
●

图 3-14

阿联酋虹膜认证系统的设备总体架构

值得注意的是，虹膜认证已远不止是一个验证身份的工作，其中更主要的工作还是艰巨
的计算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每名入境乘客的虹膜图像需要与整个数据库中的已知图像进行比
较。考虑到当前的客流量和数据库的大小，每天的虹膜比较次数超过 90 亿次。
与其他安全系统一样，总会有敌手寻找应对虹膜认证系统的方法。曾有被禁止入境的侨民利
用滴眼液扩张虹膜，以通过虹膜认证系统而再次进入阿联酋。阿联酋官方不得不采用了一些新的
安全措施以监测此类行为。新算法和逐步计算流程的实施有助于判断虹膜处于常态还是经过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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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学习：ATM 系统的安全问题

提供独立审计服务的 Redspin 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描述 ATM（自动柜员机）使用方面的
安全漏洞报告，对很多中小型的 ATM 发卡机构产生了影响。报告使用一些案例来说明单独使
用密码功能和服务并不能确保真正的安全，但它们必须作为系统的重要部分来实现。
我们先来定义本节使用的术语：
● 持卡人（cardholder）：拥有借记卡的个人。通常该持卡人同时有义务偿还该卡使用过程
中的全部费用。
● 发卡机构（issuer）
：发行借记卡给持卡人的机构。这个机构负责持卡人的账户并授权所
有交易。银行和信用机构就是典型的发卡机构。
● 处理商（processor）：为发卡机构提供核心数据处理（口令认证和账户信息更新）
、电子
资金转账（Electronic Fund Transfer，EFT）以及其他服务的组织机构。电子资金转账
服务允许发卡机构访问连接全世界的销售点（Point Of Sale，POS）设备和 ATM 的地
区和国内网络。例如，富达国家金融公司（Fidelity National Financial）和 Jack Henry &
Associates 都是这样的机构。
客户期望 ATM 提供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的服务。对于很多中小型的发卡机构，通过
处理商来提供数据处理和电子资金转账 /ATM 服务可以降低运营成本。每项服务一般要求使用
租用的专用线路或虚拟线路来连接发卡机构和处理商。
大约 2003 年以前的典型配置包括发卡机构、处理商以及 ATM 终端设备，如图 3-15a 所
示。ATM 终端设备通过租用的线路直接连接到处理商而不是拥有该 ATM 的发卡机构。使用专
用线路可以防止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恶意截获。为了增加安全性，从 ATM 终端设备到处理商
传送的消息的 PIN 部分使用 DES 加密。处理商连接到 EFT（电子资金转账）交换网络使得持卡
人可以从任何 ATM 终端设备访问自己的账户。采用图 3-15a 的配置，一笔交易的处理过程如下：
用户在 ATM 终端设备上插入他的卡，并输入 PIN，ATM 终端设备对 PIN 进行加密并将其传输到
处理商作为认证请求的一部分。之后，处理商更新客户的账户信息并发送一个回应消息。

图 3-15 ATM 体系结构。很多中小型的借记卡发卡机构与处理商签订合同由其提供核心数据
处理和电子资金转账（EFT）服务。银行的 ATM 机可以直接与处理商或银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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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各大银行开始使用新的运行 Windows 的系统来代替 ATM 终
端设备上的采用 IBM OS/2 操作系统的老系统。如此大规模地向 Windows 的移植是由很多原
因造成的，包括 IBM 公司到 2006 年停止对 OS/2 操作系统支持的决定、来自 MasterCard 国际
组织和 Visa 国际组织等信用卡组织引入更强的三重 DES 加密的市场压力以及美国调控机构要
求对失效用户引入新特征的压力。很多银行，例如那些被 Redspin 公司审计的银行，在引入
Windows 和三重 DES 的同时，还使用了很多其他的安全增强措施，特别是采用 TCP/IP 协议进
行网络传输。
由于发卡机构通常运行与 Internet 连接的局域网和采用 TCP/IP 协议的内联网（intranet），
这就使得将 ATM 与发卡机构网络连接，仅维护一条连接到处理商的专用线路的方案颇具吸
引力，这个配置如图 3-15b 所示。这种配置方法为发卡机构节省了每月昂贵的线路费用，并
使 ATM 易于由发卡机构管理。在这种配置中，由 ATM 发送至处理商的数据要穿越发卡机构
网络后才能发送给运营商。因此，客户信息处于发卡机构网络的这段时间内是易受到安全威
胁的。
升级到新的 ATM 终端操作系统和新的通信配置后，安全方面唯一的加强就是对 PIN 使用
了三重 DES 而不是 DES 加密。而 ATM 终端设备发送的其他数据都是明文传输的，包括卡号、
有效期、账户余额、提款金额。黑客可以从内部或通过 Internet 接入到银行网络，从而可以访
问每一笔 ATM 交易。
以上描述的这种情况会导致两个主要的漏洞：
● 机密性：卡号、有效期、账户余额这些信息可以用于网上购物，或者用于复制一张卡
来进行基于签名的交易。
● 完整性：在通信中没有提供安全措施以防止攻击者注入或修改传输中的数据。如果数
据在通信中被敌手截获到，那么攻击者就可以冒充处理商或者 ATM。攻击者一旦伪装
成运营商，那么攻击者就可以直接在 ATM 上进行转账，而真正的处理商却对这笔交易
一无所知。如果攻击者截获到用户的账户和加密的 PIN 信息，那么账户的安全在改变
ATM 加密密钥之前将一直受到威胁，使得敌手可以修改账户余额或进行转账。
Redspin 公司应对这些安全威胁为银行提供了很多建议。一种短期的解决方案包括把 ATM
的流量从整个网络的流量中分离出来，可以通过使用严格的防火墙过滤规则，或者物理地对整
个网络进行分割。另一个短期方案是在 ATM 流量通过的路由器之间进行网络级的加密。
长期的方案包括更换应用级软件，对在网络中传输的所有客户相关信息进行加密保护。为
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在 ATM 和处理商之间需要进行设备对设备的认证，并使用挑战 － 应答协
议来对抗重放攻击。

3.9

关键术语、复习题和习题

关键术语
biometric（生物特征）

hashed password（散列口令）

challenge-response protocol（挑战 － 应答协议）

identiﬁcation（识别）

claimant（请求者）

memory card（存储卡）

credential（证书，凭证）

password（口令）

Credential Service Provider（CSP，证书服务提供商）

rainbow table（彩虹表）

dynamic biometric（动态生物特征）

Registration Authority（RA，注册中心）

enroll（注册）

Relying Party（RP，依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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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盐值）

token（令牌）

shadow password ﬁle（影子口令文件）

user authentication（用户认证）

smart card（智能卡）

veriﬁcation（验证）

static biometric（静态生物特征）

veriﬁer（验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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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criber（用户，订户）

复习题
3.1

用户认证通常的四种方法是什么？

3.2

列举并简单描述口令保密的主要威胁。

3.3

保护用户口令文件的两个常用方法是什么？

3.4

列举并简单描述设置和选择口令的四种常用方法。

3.5

请说明简单存储卡和智能卡的区别。

3.6

列举并简单描述生物特征认证方法所使用的主要身体特征。

3.7

请解释在生物特征认证中使用的术语：注册、验证和识别。

3.8

定义“误匹配率”和“漏匹配率”，并解释阈值在两者的关系中的作用。

3.9

描述“挑战 － 应答协议”的原理。

习题
3.1

解释以下口令是否合适：
a. YK344
b. mfmitm (for my favorite movie is tender mercies)
c. Natalie1
d. Washington
e. Aristotle
f. tv9stove
g. 12345678
h. dribgib

3.2

早期试图强迫用户使用不可预测的口令，包括系统给用户分配的口令。口令的长度为 8 个字符，并
15

且是从包括了小写字母和数字的字符集中选择的。口令是由具有 2 个可能起始值的随机数产生的。
依照目前的技术水平，搜索所有 36 字符的字母表中的长度为 8 的字符串需要 112 年的时间。不幸
的是，这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口令面临的安全性问题。请解释其中的原因。
3.3

从 26 个字母中选择 4 个字符作为口令，假设敌手每秒钟只可以尝试一次口令破解。
a. 如果直到一次尝试结束时才给敌手一个反馈信息，那么发现正确口令的预计时间是多少？
b. 如果在每次输入不正确的字符时就会有错误的标志返回给敌手，那么发现正确口令的预计时间是
多少？

3.4

假设长度为 k 的源数据元素通过某种方式映射到一些具有相同格式的长度为 p 的目标元素上。如果
每一个数字都有 r 个值可取，那么源数据元素的数量是 r k，目标元素的数量较小，为 r p。一个数据
元素 xi，被映射到目标数据元素 yi。
a. 敌手一次就可以通过目标元素正确地选出源数据元素的概率是多大？
b. 如果另外一个不同的源数据元素 xk（xi≠xk）也可以映射到同一个目标数据元素 yj，xk 被敌手选中
的概率是多大？
c. 攻击者只尝试一次就能选中正确的目标数据元素的概率是多大？

3.5

一个语音口令生成器，可以随机生成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 6 个字符的口令，口令每一个组成部分的
形式为 CVC（辅音，元音，辅音）。其中 V＝{a, e, i, o, u} 是元音字母的集合，C＝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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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这种情况下口令的总数可能有多少个？
b. 攻击者猜中口令的概率是多少？
3.6

假设口令被限定在 95 个可打印的 ASCII 字符中选择，并且所有的口令都是 10 个字符长度。如果一
个口令破解者每秒钟可以加密 640 万个口令，那么在 UNIX 系统中，他需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测试
完成所有可能的口令？

3.7

由于 UNIX 口令系统存在着众所周知的脆弱性，SunOS 4.0 文档建议删除口令文件，并使用一种公
众可读文件 /etc/publickey 取而代之。对于用户 A 而言，该文件中与用户 A 对应的条目包括用户身
份 IDA、用户公钥 PUa 和对应的私钥 PRa。这个私钥 PRa 是经过 DES 加密的，而密钥是由用户登录
口令 Pa 派生的。当用户 A 登录到系统时，系统通过 E(Pa, PRa) 对进行解密来得到 PRa。
a. 系统如何验证以确保口令 Pa 的正确性？
b. 针对这种系统，敌手如何进行攻击？

3.8

我们知道，在 UNIX 系统的口令方案中引入盐值大大地增加了口令猜解的难度（难度是原来的 4096
倍）。但是，盐值以明文的形式和经过加密的口令一起存放在口令文件中，攻击者无须猜解就可以
得到盐值以及加密的口令。那么，为什么可以断言使用盐值能够提高口令的安全性？

3.9

如果你已经成功地回答了习题 3.8 中的问题，并且理解了盐值的意义。那么另一个问题是，有没有
可能通过显著增加盐值的长度（比如增加到 24 位或 48 位）来完全避免所有的口令攻击？

3.10

参考 3.2 节介绍的 Bloom 过滤器（Bloom ﬁlter），定义 k 为散列函数的个数，N 为散列表的位数，D
表示口令字典的词汇量。
a. 证明散列表中等于 0 的位数的期望值可以表示为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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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N

)

D

b. 证明输入的词汇不在口令字典中却被错误接受的概率为
P＝(1― )k
c. 证明（b）中的表达式可以近似为
P≈(1―e―kD/N)k
3.11

对于图 3-13 所表示的生物特征认证协议，在静态生物特征认证中生物特征采集设备也需要被认证，
而动态生物特征认证中却不需要对生物特征采集设备进行认证。请解释其中的原因。

3.12

安全快速可靠登录（Secure Quick Reliable Login，SQRL）是最近提出的新认证方案，在 Web 站点
https://www.grc.com/sqrl/sqrl.htm 上有相关描述。就 SQRL 如何运作写一篇总结，并阐明本章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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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用户认证类型在 SQRL 中的适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