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钥密码技术发展
浅谈PKI、IBC、无证书以及隐式证书三种公钥密码机制



公钥密码机制的提出
对称密码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保密通信问题，但是在广泛应用上存在三个局限

陌生人间的保密通信问题 抗抵赖性问题

𝐶(n,2)=n(n-1)/2

n=100,C(n,2)=4950

n=500,C(n,2)=124750

密钥管理的困难性问题

对称密码机制要求密钥共
享各方相互信任，无法解
决陌生人间的密钥传递

对称密码从机制上难以提
供数字签名功能，无法实
现抗抵赖需求



1976年，迪菲-赫尔曼
“密码学的新方向”

1977年，Ron Rivest、Adi Shamir和Leonard Adleman
提出RSA算法

公钥密码机制中，私钥由拥有者保管，不涉及分发问题；公钥，基于公开渠道分发，解决了密钥管理、分发和数
字签名问题。



公钥密码机制需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各用户如何安全地公开自己的公钥而不引起混乱或安全性风险，

简单地讲就是如何将用户的身份和用户的钥匙对应起来

如
何
对
应
？



• 基于数字证书，实现用户身份和密钥之间的安全对应，PKI

• 1984年，基于标识的密码技术，用户的标识即公钥，IBC

• 1991年，隐式证书（或无证书）机制

时间
1984 200070年代末 2001 2008 2018

PKC

IBC标识密码

无证书公钥体制

19911988

X509 PKI



我国PKI技术与1998年开始发展，经过20多年发展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标准规范比较完备。我国有49家电

子认证机构。数字证书广泛应用于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领域。

PKI，通过对数字证书的产生、使用、撤销、更新、归档的生命周期管理实现非对称密钥的生命周期管

理。PKI支持双密钥机制，即签名密钥对和加密密钥对。

PKI，综合使用数字摘要技术、数字签名等密码技术以及一套完整的证书管理机制来提供安全服务。基于有公

信力的认证中心CA鉴定用户身份，然后为用户签发数字证书。数字证书安全地将用户身份和用户密钥绑定在一

起。用户在业务系统中先交换证书，然后使用公私钥完成用户的身份认证、访问控制、信息安全传递等操作。



GM/T0003-2012 《SM2椭圆曲线公钥密码算法》

GM/T 0009-2012 《SM2密码算法使用规范》

GM/T0010-2012 《SM2密码算法加密签名消息语法规范》

GM/T0014-2012 《数字证书认证系统密码协议规范》

GM/T0015-2012 《基于SM2密码算法的数字证书格式规范》

GM/T0034-2014 《基于SM2算法的证书认证系统及其相关安全规范》

GM/T0037-2014 《证书认证系统检测规范》

GM/T0038-2014 《证书认证密钥管理系统检测规范》

GM/T0043-2015 《数字证书互操作检测规范》

GB/T32918-2016 《信息安全技术 SM2椭圆曲线公钥密码算法》

GB/T35275-2017 《信息安全技术 SM2密码算法加密签名消息语法规范》

GB/T35276-2017 《信息安全技术 SM2密码算法使用规范》

GB/T20518-2018 《信息安全技术 公钥基础设施 数字证书格式规范》

GB/T19713-2005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公钥基础设施在线证书协议》

GB/T25056-2018 《信息安全技术 证书认证系统密码及其相关安全技术规范》

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

国际标准



⚫ SM2的数字签名算法已经纳入ISO/IEC标准
ISO/IEC 14888-3：2018 IT Security techniques——Digital signatures with appendix-Part3：Discrete
logarithm based mechanisms
⚫ ITU-T X.509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 The Directory: Public-key and
attribute certificate frameworks



电子发票是发票的电子化表示。采用统一的版式、

规则、防伪技术，并附有税务机关、纳税人的电子

签章。企业可在线领购、在线开具、查验、接收入

账等。电子发票系统实现发票的网络化、电子化、

无纸化管理，简化了税收工作的环节，降低和节约

印制、管理成本，可以为国家节约人力、物力、财

力，降低征纳双方成本。

基于电子认证的电子招投标实现了在线操

作、无纸运行、信息公开、节约交易成本

、全程透明可监管等特点，基于电子认证

机构的CA认证可实现招投标过程中数据的

完整性、机密性和抗抵赖性。采用电子认

证可满足《电子签名法》的相关要求。



PKI密钥管理有以下特点：

⚫ 密钥生成时，公钥信息与用户属性无关联；

⚫ 无论签名密钥对还是加密密钥对，公私钥同时生成；

⚫ 签名私钥仅用户持有，加密私钥必须备份。

PKI应用场景具有以下特点：

⚫ 访问模式固定，多种终端对中心服务器访问；

⚫ 通信链路较好，光纤、宽带、4G、5G等网络接入；

⚫ 终端算力较强，PC终端、智能移动终端等；

⚫ 业务服务器可以通过LDAP、OCSP、CRL等在线或离线验证证书

的有效性。

CA机构

业务系统

证书验证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车联网等对公钥密码机制的应用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

⚫ 物联网：Zigbee、NB-IoT等协议要求更短的公钥数据、数字签名数据；

⚫ 大数据：动态化、策略化、细粒度的密钥管理；

⚫ 车联网：数以百亿计的用户、终端，随机点对点的访问，要求去中心的离线认证；

管理简单 应用去中心 跨域认证计算效率高 通讯带宽低



为了降低公钥系统中密钥管理和使用的复杂性

，Shamir在1984年提出IBC概念。在标识密码

系统中，用户的标识就可以用做用户的公钥（

更加准确地说是用户的公钥可以从用户的标识

和标识密码算法规定的一个方法计算得出）。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不需要申请和交换证书，

而是直接使用标识进行密码运算。



IBC使用实体的唯一性标识作为公钥（设

备标识、手机号码、邮件地址等），用户

私钥由KGC主密钥和用户标识计算得来，

不需要第三方保证其公钥来源真实性。

IBC的出现的确有了明显的应用优势：

⚫ 标识即公钥，不需要证书绑定

⚫ 标识选用灵活，支持动态化、策略化、

细粒度的密钥管理

⚫ 可离线认证，不需要中心支持

⚫ 易建设管理，不需要复杂系统





⚫ GM/T0044-2016 《SM9标识密码算法》

⚫ GM/T0057-2018 《基于IBC技术的身份鉴别规范》

⚫ GM/T0080-2020 《SM9密码算法使用规范》

⚫ GM/T0081-2020 《SM9密码算法加密签名消息语法规范》

⚫ GM/T0085-2020 《基于SM9标识密码算法的技术体系框架》

⚫ GM/T0086-2020 《基于SM9标识密码算法的密钥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 GB/T 38635-2020《信息安全技术 SM9标识密码算法》

⚫ GB/T 38636-2020《信息安全技术 传输层密码协议》

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

国际标准



SM9的数字签名算法已经纳入ISO/IEC标准：
ISO/IEC 14888-3：2018 IT Security techniques——Digital signatures with appendix-Part3：Discrete logarithm based mechanisms
SM9的加密算法已经纳入ISO/IEC标准

ISO/IEC 18033-5：2015 Information technology——Security techniques—— Encryption algorithms-Part 5：Identity-based ciphers AMENDMENT
1:SM9 mechanism
SM9的密钥交换标准已经纳入ISO/IEC标准：

ISO/IEC11770-3：2015/DAM 2:2020Information technology——Security techniques——Key management——Part 3：Mechanisms using asymmetric
techniques – Amendment2：SM9 key agreement protocol
ITU-T X.1365

Security methodology for the use of identity-based cryptography in support of Internet of Things（IoT） services over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s



雄关漫道真如铁



电子邮件是非常典型的“点对点”通信应用场景，支

持多种访问模式，比如OutLook/Foxmail、Web浏览器

、APP等方式，即C/S模式与B/S模式并存。组织内随

机点对点通信，每个用户需要维护n个数字证书；组

织外加密邮件难以实现。

物联网中，每个设备都有自己唯一的ID。采用SM9标识

密码体系，以终端ID为标识公钥，特别适合Zigbee、

NB-IoT、LoRa等窄带协议，为海量设备提供密码服务，

解决物联网安全中的身份认证、访问控制、通信保护、

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等问题。



关于SM9算法的安全性和效率：

目前，没有发现明显影响双线性对密码系统应用的安全性风险。SM9算法能够

避免弱椭圆曲线的选取问题，并抵抗常见的针对椭圆曲线的攻击方式，安全性

远远高于同类算法。

SM9采用256比特素域上的椭圆曲线时，离散对数的复杂性约为2128次基本运

算，理论上时同类算法的272倍，破解难度大大增加，安全性大幅提高！

SM9的安全性也与嵌入次数有关，即嵌入次数越多安全性越高，双线性对的计

算越困难。目前SM9采用了嵌入次数适中且达到安全性标准的椭圆曲线。



⚫ 1991 Girault提出自认证公钥（Self-Certified Key）

⚫ 1998 Arazi基于Schnorr变形的自认证公钥

⚫ 2003 Al-Riyami-Paterson 提出无证书的公钥概念

⚫ 2013 Certicom Research. SEC 4，提出ECQV无证书算法

⚫ 2018 ISPEC 2018 Tokyo,程朝辉博士发表无证书及隐式证书公钥密码机制



基于SM2的无证书及隐式证书公钥机制仅修改了用户密钥生成方法，其他符合标准SM2数字签名

协议。

用
户A

K
G

C

IDA, 部分公钥UA

完整私钥sA=g (xA , dA )
完整公钥OA=cp (IDA, PA, Param)

部分私钥xA
主密钥S
参数Param

部分私钥dA

公钥还原数据PA



X509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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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公钥

CA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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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开销降低

- Zigbee SEP: 48字节

- V2X/GB37376: ~140字节

- 节约40-50%的数据

• 计算开销降低

- 无需校验证书签名

- 验签可节约33%计算

隐式证书



深圳奥联牵头

兴唐、华为、大唐、国汽智联、移动等18

家单位

3月完成征求意见

21年底报批

支持无证书和隐式证书两种工作模式

典型应用：车联网、工业互联网



数字签名技术保护V2X通信数据来源的可靠性、数据的完整性：

⚫带宽资源稀缺10Mhz和20Mhz

⚫节约(344-216)/216=59%的公钥数据传递开销



而今迈步从头越

专注密码技术应用研究

发展民族信息安全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