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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ＴＣＧ委托机制中存在的使用已失效的委托信息仍能获得ＴＰＭ服务的安全问题，提出了一种基

于犿叉哈希树 ＭＨＴ的委托方案。ＭＨＴ存储在平台中，叶节点记录当前有效委托的哈希值，子节点连接后

计算哈希值构成父节点，如此递归产生根节点存储在ＴＰＭ 中。创建或撤销委托时，添加或删除 ＭＨＴ相应

的叶节点，同步更新 ＭＨＴ内部节点直到根节点；执行委托时，查询 ＭＨＴ，判断委托当前是否合法有效，避免

ＴＰＭ中的资源被非法利用。实验结果表明，新的委托方案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且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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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和管理对敏感信息的授权访问是信息安

全最重要的核心服务之一。授权是基于个人身份

授予其访问系统对象的权限的过程，在备份职责、

分散职权、协同工作等的需求下，基于授权产生了

委托的观点［１］，委托是指一个实体的所有者将其

具有的某些权限授予另一个用户，使后者能代表

前者执行一些功能［２］。委托具有单调性、多重性

等特性［３］，符合最小特权、职责隔离等安全设计原

则［４］。在国际可信计算组织ＴＣＧ推出的以可信

平台模块ＴＰＭ 为核心的系列规范
［５８］中详细定

义了ＴＰＭ的逻辑功能和体系框架。不少文献对

ＴＰＭ尤其是其中的授权协议进行了安全性研究，

其中，通过ＳＶＯ逻辑等各种方法和工具对平台

中使用最广泛的对象相关授权协议 ＯＳＡＰ进行

的分析表明，协议中存在密钥句柄替换、授权数据

内外不同步等安全问题［９１１］，其中，文献［９］还提

出了采用线性列表来维护授权数据的解决方法。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犿 叉哈希树 ＭＨＴ的委托

方案。

１　犜犆犌委托机制

利用“ｔａｋｅｇｒａｎｔ模型”
［１２］描述ＴＣＧ委托机

制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ＴＣＧ委托机制

Ｆｉｇ．１　ＴＣＧ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根据 ＴＰＭ 规范，ＴＰＭ 中的实体主要为

ＴＰＭ所有者以及各种类型的密钥，通常可被用于

执行多种功能。用户在 ＴＰＭ 中创建实体时，赋

予实体一个授权数据［６］，该授权数据由该用户或

者称实体的所有者掌握。

委托使用密钥和委托使用ＴＰＭ 所有者的原

理和关键步骤相似，本文均以委托使用密钥为例。

１．１　创建密钥委托

委托者提交委托的授权数据ａｕｔｈ１、ａｕｔｈ１ 具

有的权限即委托的功能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１ 等信息，

ＴＰＭ通过软件栈接收后，创建委托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ｙ

Ｂｌｏｂ：① 用内部密钥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ｙ加密ａｕｔｈ１ 为

ａｕｔｈ１′；② 创建密钥委托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ｙＢｌｏｂ，在其

中记录需要委托的功能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１、加密的授

权数据ａｕｔｈ１′、委托所使用密钥的相关信息等；

③ 在内部密钥ｔｐｍＰｒｏｏｆ的控制下，计算该委托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ｙＢｌｏｂ的消息验证码，并记录在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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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后将委托返回给委托者。

１．２　执行密钥委托

委托者将委托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ｙＢｌｏｂ以及为密钥

新创建的、赋予了一定权限的授权数据通过安全

渠道授予被委托者，被委托者将以上信息及请求

执行的命令等通过执行ＤＳＡＰ协议提交 ＴＰＭ，

ＴＰＭ接收后执行以下主要操作：① 在内部密钥

ｔｐｍＰｒｏｏｆ控制下计算委托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ｙＢｌｏｂ的消

息验证码，验证完整性；② 用内部密钥 ｄｅｌ

ｅｇａｔｅＫｅｙ解密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ｙＢｌｏｂ中的ａｕｔｈ′１，得到

委托的授权数据ａｕｔｈ１；③ 通过协议的多步交互

验证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ｙＢｌｏｂ中的ａｕｔｈ１ 是否与用户提

供的授权数据一致，若一致，则查找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ｙ

Ｂｌｏｂ中的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１ 域，检验用户所请求的功

能是否被密钥委托者委托，如果是，则执行，返回

操作结果。

１．３　存在的安全问题

被委托者提交的授权数据是否真实有效，该

授权数据是否具有执行所请求功能的权限，ＴＰＭ

均只能根据被委托者提交的委托进行验证和判

断。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在ＴＣＧ的委托机制下，

只要用户能提供一个委托，且用户拥有该委托对

应的授权数据，即可使用该委托获得ＴＰＭ 的服

务。由于在执行委托的过程中，ＴＰＭ不能分辨委

托是否过期，因此，即使委托者不再希望委托的授

权数据具有执行相关功能的权限，也不妨碍非法

者使用旧的委托和相对应的旧的授权数据执行其

对应的功能，这就为非法者使用密钥创造了条件。

２　委托机制的改进

针对§１．３中提到的非法者可以利用旧的委

托和旧的授权数据获得 ＴＰＭ 服务这一安全问

题，本文提出了基于 ＭＨＴ的委托存储和维护方

法，并改进创建、执行和删除委托的协议。

ＭＨＴ对委托的消息验证码进行集中式管理。

创建新委托或删除旧委托时，同步在 ＭＨＴ中新添

或删除对应的叶节点，更新认证路径上的内部节

点，由ＴＰＭ存储 ＭＨＴ的根节点，执行委托时，即

可通过查询ＭＨＴ验证委托当前的真实有效性。

２．１　犕犲狉犽犾犲犎犪狊犺犜狉犲犲

Ｍｅｒｋｌｅ在１９８０年提出了一种利用哈希树创

建证书的机制，之后，该方案广泛用于各种安全问

题的解决。本文借鉴对内存信息的完整性校验方

法［１３］，采用犿叉树记录和管理委托，如图２所示。

ＭＨＴ中节点的数据结构定义如下：

图２　委托的 ＭＨＴ存储结构

Ｆｉｇ．２　ＭｅｒｋｌｅＨａｓｈＴｒｅｅｆｏｒ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ｄｅｆｓｔｒｕｃｔＭＨＴＮｏｄｅ｛

ＵＩＮＴ３２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ＩＤ；

ＴＰＭ＿ＤＩＧＥＳＴ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Ｄｉｇｅｓｔ；

ｓｔｒｕｃｔＭＨＴＮｏｄｅｆａｔｈｅｒ，

　 ｆｉｒｓｔＳｕｂＴｒｅｅ，ｎｅｘｔＳｉｂｌｉｎｇ；

｝ＭＨＴＮｏｄｅ，ＭＨＴ；

叶节点的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ＩＤ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Ｄｉｇｅｓｔ分别

存储委托的惟一标识符和该委托的消息验证码，

各子节点标示符的最大值作为父节点的标示符，

子节点的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Ｄｉｇｅｓｔ值连接后，计算哈希值

构成父节点的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Ｄｉｇｅｓｔ，如此递归生成哈

希值的树形结构。验证一个叶节点需要的辅助哈

希值为该节点的认证路径［１２］。为提高 ＭＨＴ的

查找效率，叶节点按标识符的升序排列。ＭＨＴ

存储在平台中，ＴＰＭ存储 ＭＨＴ的根。

为配合 ＭＨＴ 的查找等操作，在委托ｄｅｌ

ｅｇａｔｅＫｅｙＢｌｏｂ结构中添加标识符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ＩＤ作

为该委托的惟一标识，也是其在 ＭＨＴ中的索引。

２．２　委托的创建

可信计算平台上引入 ＭＨＴ之后，创建委托

的主要流程如下：① 计算 ＭＨＴ的根值，与存储

在ＴＰＭ中的根值相比较，如果不一致，返回错误

信息；如果一致，则说明 ＭＨＴ当前完整可用，继

续下一步操作；② 使用 ＴＰＭ 内部密钥 ｄｅｌ

ｅｇａｔｅＫｅｙ加密委托的授权数据得到ａｕｔｈ′１，为新

委托分配惟一标识符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ＩＤ；③ 创建委托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ｙＢｌｏｂ，存储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ＩＤ、ａｕｔｈ′１及其具

有的权限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１ 等；④ 在 ＴＰＭ 内部密钥

ｔｐｍＰｒｏｏｆ控制下，计算委托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ｙＢｌｏｂ的

消息验证码，并存储其中；⑤ 根据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ＩＤ在

ＭＨＴ中插入一个叶节点，叶节点中存储上一步

计算得到的消息验证码，更新叶节点的认证路径

和ＴＰＭ 中的根值。若要继续创建委托，则从步

骤②开始即可。

２．３　委托的执行

在可信计算平台上执行委托时，添加基于

ＭＨＴ的操作，以验证当前是否真实有效，主要流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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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下：① 使用ＴＰＭ内部密钥ｔｐｍＰｒｏｏｆ计算所

接收的委托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ｙＢｌｏｂ的消息验证码，检

验该委托的完整性，验证失败，返回相应信息；验

证通过，则继续下一步操作；② 从委托 ｄｅｌ

ｅｇａｔｅＫｅｙＢｌｏｂ中提取其标识号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ＩＤ，并以

该标识号为索引在 ＭＨＴ中查找叶节点，若查找

失败，则返回错误信息；若查找成功，则比较该叶

节点中的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Ｄｉｇｅｓｔ值和上一步计算得到的

消息验证码，若不一致，返回相应信息；若一致，则

继续下一步操作；③ 根据叶节点的位置获取其认

证路径，计算根节点的哈希值，与ＴＰＭ 中存储的

ＭＨＴ根值相比较，若不一致，返回相应信息；若

一致，则说明该委托当前真实有效，继续下一步操

作；④ 使用 ＴＰＭ 内部密钥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ｙ解密委

托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ｙＢｌｏｂ中的ａｕｔｈ′１，得到委托的授权

数据ａｕｔｈ１；⑤ 通过多步交互验证委托中的ａｕｔｈ１

是否与用户所使用的授权数据一致，若不一致，返

回相应信息；若一致，则继续下一步操作；⑥ 在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ｙＢｌｏｂ中查找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１ 域，检验用

户所请求的功能是否被委托者委托，如果是，则执

行，并返回操作结果。

２．４　委托撤销

委托的撤销与执行时步骤相似，同样先执行

§２．３中的第①步至第⑤步，验证该委托当前的

有效性以及请求者对委托的所有权，然后销毁

ＭＨＴ中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ＩＤ对应的叶节点，修改该叶节

点的认证路径，将更新后的 ＭＨＴ的根值覆盖

ＴＰＭ中旧的根值，确保旧的委托信息不再存在于

ＭＨＴ中。

３　测试及安全性分析

３．１　功能测试

在Ｌｉｎｕｘ环境中建立了ＴＰＭ 仿真模块以及

软件栈原型，实验首先实现了ＴＣＧ委托机制，验

证了安全问题的存在，然后根据本文提出的委托

方案修改ＴＰＭ中委托相关的数据结构及命令流

程，引入二叉 ＭＨＴ存储委托的标识号和哈希值，

在软件栈中添加对 ＭＨＴ的相关操作，通过软件

栈创建委托，撤销已有的委托，被委托者通过执行

当前有效的委托以及已经被撤销的委托验证新委

托方案的可行性及安全性。

３．２　性能分析

与ＴＣＧ规范相比，引入 ＭＨＴ管理委托之

后，ＭＨＴ的完整性校验、查找以及维护给委托机

制带来了一定的时延。设有 犖 个委托存储在

ＴＰＭ外部，采用犿叉树存储委托的哈希值，树的

深度为ｌｏｇ犿犖，当犖 增加时，树的深度也将增加，

运行时间是犗（ｌｇ犖）。当ＭＨＴ是一棵平衡树时，

它的查找时间为犗（ｌｏｇ２犿）（ｌｇ犖），插入和删除数

据项的时间均为犗（ｌｏｇ２犿）（ｌｇ犖）＋犗（犿）
［１４］。可

见，在委托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合理选择犿，可以

有效控制委托机制中的额外时延。

３．３　安全性分析

本文改进的委托机制改变了ＴＰＭ 只能通过

用户提交的委托来判断用户是否被委托了某些权

限的方式，使 ＴＰＭ 可自主管理和验证用户提交

的委托的当前的真实有效性，提高了委托机制的

安全性，减少了可信计算平台的资源被非法利用

的机会。

新的委托方案在ＴＣＧ委托机制原有的Ｒｏｌｌ

ｉｎｇＮｏｎｃｅ、ＨＭＡＣ和 ＭＧＦ１等安全机制的基础

上，对 ＭＨＴ也实施保护，以保证其安全性：① 就

机密性而言，ＭＨＴ中存储的是委托的哈希值，哈

希函数的强单向性保证了哈希值不可逆推出委托

信息，因此，ＭＨＴ不需加密保护。② 就完整性

而言，所有叶节点向上哈希递归产生根值，根值存

储在ＴＰＭ 中，这样保证了 ＭＨＴ中的信息不被

轻易篡改和欺骗，如果 ＭＨＴ中的数据被非法篡

改，则该树的根哈希值会发生改变，ＴＰＭ 将会视

ＭＨＴ无效。③ 就可用性而言，对 ＭＨＴ的操作

包括添加、删除、修改、查询。本方案没有探讨用

户如何验证 ＴＰＭ 是否执行了这些操作，但这可

通过发布数据或者维护版本号等方式解决。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委托方案，该方案引入

一棵哈希树管理当前有效的委托，并基于该树改

进了创建、删除和执行委托的协议。笔者在实验

中建立了ＴＰＭ 仿真系统以及软件栈原型，实现

了符合ＴＣＧ规范的委托模型，也采用二叉树实

现了本文提出的新方案。实验结果表明，方案在

创建委托和执行委托的过程中具有可行性和更高

的安全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测试委托

数量增多时的犿叉树方案，完善 ＭＨＴ被破坏后

的备份恢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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