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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可信密码模块软件栈的兼容性设计方案，采用软件工程中的策略模式，在软件栈ＴＳＳ基础上

内置兼容解释器，对应用和ＴＣＭ的交互进行数据流解析以及数据结构和授权协议的转换，为上层应用提供

统一的服务接口。该方案使得基于ＴＰＭ开发的可信应用不需修改或只需少量修改就可以应用于ＴＣＭ。测

试表明，可信密码模块软件栈完成了应用层调用可信功能的透明转换，实现了应用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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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３９３

　　为了从体系结构上增强计算机的安全性，国

际可信计算组织ＴＣＧ推出了基于可信平台模块

（ｔｒｕｓｔｅｄ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ｍｏｄｕｌｅ，ＴＰＭ）的一系列工业

规范［１３］，旨在构建以ＴＰＭ 为核心的可信计算平

台。由于 ＴＰＭ 采用的密码方案在算法多样性、

协议安全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４，５］，所以

中国分别推出了与ＴＰＭ和ＴＳＳ功能对应的可信

密码模块（ｔｒｕｓｔｅｄ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ｏｄｕｌｅ，ＴＣＭ）

和ＴＣＭ服务模块（ＴＣ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ｏｄｕｌｅ，ＴＳＭ）

规范。文献［６］给出了针对应用兼容问题的改进

方案，但只是从局部命令入手，没有给出整体的兼

容架构，也没有实现面向应用的接口统一。

ＴＣＭ 应用 ＳＭ２ 公钥算法替代 ＴＰＭ 的

ＲＳＡ，带来了安全性、运算速度等方面的优势，也

改变了ＴＣＭ 底层的相关命令
［７］，而底层命令的

改变意味着应用层接口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从而

引起兼容方面的问题。文献［５］研究了ＴＣＭ 授

权协议，与ＴＰＭ的授权协议存在很大不同，相应

的接口协议也需要进行修改，存在兼容性问题。

从密码算法、密码协议、证书管理角度看，ＴＣＭ

与ＴＰＭ存在很多不兼容的地方，但从应用角度

看，只要应用接口统一，将芯片的可信功能提供给

应用，就达到了兼容的目标。本文采用策略模式

设计了一种新的可信密码模块软件栈。

１　可信密码模块软件栈

ＴＣＧ利用ＴＳＳ为上层应用提供访问 ＴＰＭ

的统一访问入口，对上层应用隐藏构建命令流的

底层，管理ＴＰＭ 的资源，提供对ＴＰＭ 的同步访

问［３］。ＩＢＭ发布了 ＴＳＳ的实现代码 ＴｒｏｕＳｅｒＳ，

文献［８］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改进 ＴＳＳ以实现应用兼

容，设计一种兼容的可信密码模块软件栈，内置兼

容解释器，为ＴＣＭ解释应用提交请求，并返回执

行结果，通过对命令的映射、数据的解析以及对协

议的转换，为应用屏蔽可信计算平台底层芯片的

差异。

１．１　模块组成

借鉴ＴＳＳ体系结构
［５］，本文设计的可信密码

模块软件栈如图１所示，自顶向下为服务提供模

块、核心服务模块、设备驱动库及设备驱动４个主

体模块，其中分别位于服务提供模块和核心服务

模块的两个兼容解释器是实现应用兼容的关键。

直接面向应用的是ＴＣＭ 软件栈顶层的服务

提供接口，与ＴＳＳ的ＴＳＰＩ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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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可信密码模块软件栈

Ｆｉｇ．１　ＴＣＭ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ｔａｃｋ

ＴＣＭ软件栈为每个应用程序提供一个服务

提供模块，该模块包含上下文管理模块、通用资源

对象和服务提供层兼容解释器。上下文管理模块

为应用创建会话。通用资源对象提供ＴＣＭ 中与

密码操作无关的资源映射，可通用于 ＴＳＳ和

ＴＣＭ 软件栈。服务提供层兼容解释器包括

ＴＣＭ资源对象和传输保护模块。ＴＣＭ 资源对

象为ＴＣＭ中特有的资源，将应用提供的涉及密

码属性的参数解释成与ＴＣＭ密码方案匹配的资

源对象，传输保护模块将交互过程解释为 ＴＣＭ

可识别的授权协议，提供必要的密码功能服务。

与平台上可同时存在多个服务提供模块相

比，ＴＣＭ软件栈只包含一个核心服务模块。该

模块包含上下文管理模块、通用命令解析模块及

核心服务层兼容解释器。上下文管理模块管理多

个服务提供模块对ＴＣＭ的同步访问。通用命令

解析模块为ＴＣＭ中不涉及密码方案的功能提供

支撑服务，可通用于ＴＳＳ和ＴＣＭ 软件栈。核心

服务层兼容解释器包括ＴＣＭ命令转换模块和字

符流转换模块，前者将对ＴＰＭ 命令的请求解释

成对ＴＣＭ中功能相应命令的请求，转换所需参

数，后者根据与ＴＣＭ 交互的授权协议解析传输

中的字符流。

设备驱动库和设备驱动与硬件相关，设备驱

动库为核心服务模块提供标准化接口，以访问不

同的ＴＣＭ芯片，设备驱动面向ＴＣＭ进行读写操

作，是可信计算平台上直接访问 ＴＣＭ 的惟一

入口。

１．２　基于策略模式的设计思想

以ＴＳＳ为基础，采用策略模式设计思想
［１０］

将算法封装，使系统更灵活，并易于扩展。

在策略模式的框架下设计ＴＣＭ 软件栈，如

图２所示，将ＴＳＳ中每条支撑访问ＴＰＭ 的命令

抽象成一个策略，保持策略与其环境的接口不变，

策略中封装与ＴＣＭ 的密码服务相匹配的算法。

以设置授权数据 Ｔｓｐｉ＿Ｐｏｌｉｃｙ＿ＳｅｔＳｅｃｒｅｔ命令为

例，其核心步骤是为对象的授权数据计算杂凑值

ｏｂｊ＿ｐｏｌｉｃｙ＿ｓｅｔ＿ｓｅｃｒｅｔ。在 ＴＳＳ中，该策略封装

ＳＨＡ１算法，而在ＴＣＭ 软件栈中，则将该策略对

象中封装的算法替换成ＳＭ３。

图２　策略模式的一个实例

Ｆｉｇ．２　Ａｎ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ａｔｔｅｒｎ

１．３　可信密码模块软件栈的实现

如图３所示，核心服务模块以守护进程的形

式实现，启动后，处于监听等待状态，当接收到服

务提供模块处理过的数据后，通过系统调用新建

一个线程，在该线程空间中，进一步解析接收到的

命令参数等信息，再通过硬件设备驱动与芯片交

互，最后将芯片的执行结果通过软件栈顶层接口

返回给应用，结束线程。

根据ＴＣＭ密码方案，ＴＣＭ软件栈中的ＰＣＲ

和哈希值对象的长度定义为２５６位，密钥则分别

定义ＳＭ２密钥和ＳＭＳ４密钥，ＳＭ２密钥结构中

包含公钥、加密的私钥、Ｆｐ域的系统参数等，而

ＳＭＳ４密钥则包含加密的私钥以及创建时需要的

初始向量等参数。执行授权协议的过程中，使用

ＳＭＳ４算法加密敏感数据，使用ＳＭ３算法对参数

进行哈希，使用ＳＭ２算法验证ＴＣＭ 的签名。数

据传输过程中，将针对ＴＰＭ 的命令解释成ＴＣＭ

中功能相对应的命令，结合参数的个数和长度，根

据协议的具体步骤构建和解析字符流。

２　兼容性分析与测试

２．１　兼容性分析

在底层芯片不兼容的前提下，应用兼容的实

现主要取决于芯片上层支撑软件提供的服务可以

兼容，即服务接口一致以及密码属性可映射。

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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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ＴＣＭ软件栈的实现

Ｆｉｇ．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ＣＭ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ｔａｃｋ

借鉴文献［９，１０］的接口兼容模型和信号匹配

模型，本文给出了支撑服务兼容的形式化模型，定

义支撑软件提供的支撑服务为犛 ＝ （犗，犜，犃），

其中，犗表示接口的操作；犜表示接口参数的数据

类型；犃表示服务所包含的密码属性。

定义１　支撑服务兼容：

犆（犛犡，犛犢）犆ｏｐ（犗犡，犗犢）∧犆ｔｙｐｅ（犜犡，犜犢）∧

犆ａｔｔｒ（犃犡，犃犢）

犆表示括号中的两个参数具有某种兼容关系；

犆（犛犡，犛犢）表示采用密码方案犡 和犢 的支撑服务

兼容，当且仅当它们的接口操作兼容、接口参数数

据类型兼容并且密码属性兼容。

鉴于软件栈的特点，本文简化了操作兼容，

犗犡 与犗犢 相等时，犆ｏｐ（犗犡，犗犢）为真，即两个操作

具有相同的标识符时，则认为它们兼容。

考虑接口参数类型犜（狋１，狋２，… ，狋狀），其中狋犻

分别表示每个参数的数据类型，犜 的兼容性取决

于每个参数的兼容性。

定义２　参数数据类型的兼容。对于犜犡（狋１，

狋２，… ，狋狀）和犜犢（狋′１，狋′２，…，狋′犿），有：

犆ｔｙｐｅ（犜犡，犜犢）１≤犻≤狀，犆（狋犻，狋′犻）∧狀＝犿

与操作兼容相似，将接口参数数据类型兼容简化

为接口参数数量相同，且每个对应参数类型相同。

由接口信息得到的密码方面的属性集合包括

密钥大小、密钥用途及加密方案等。

定义３　密码属性的兼容：

犆ａｔｔｒ（犃犡，犃犢）犳：犃犡 →犃犢

犳是一个映射，使相同类型或相同用途的算法的

密码属性形成对应关系。当ｄｏｍ（犳）＝犃犡 时，犳

是完全映射，犡提供的功能不会在犢 中缺失；当犳

是双映射时，犡中的每个属性都能在犢 中得到对

应的属性，且只有一个，反之亦然。

２．２　兼容性测试

参考开源项目ＴＰＭＥｍｕｌａｔｏｒ，仿真了ＴＰＭ

和ＴＣＭ模块，按上述设计思想，以ＩＢＭ 开源软

件ＴｒｏｕＳｅｒＳ为基础，实现了ＴＣＭ 软件栈。然后

让相同的可信应用调用ＴＰＭ和ＴＣＭ仿真模块，

比较调用结果。如图４所示，应用程序分别通过

ＴｒｏｕＳｅｒＳ和 ＴＣＭ 软件栈访问 ＴＰＭ＿Ｅｍｕｌａｔｏｒ

和ＴＣＭ＿Ｅｍｕｌａｔｏｒ请求，获取相同的功能服务。

实验结果表明，应用不需修改或者较少修改即可

获取ＴＰＭ或者ＴＣＭ中相对应的服务。

图４　应用兼容测试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表１给出了本文提出的 ＴＣＭ 软件栈与

ＴＳＳ、ＴＳＭ、文献［６］提出的软件栈方案的功能比

较，表中，√、×分别表示方案具备或不具备某个

功能特性。从表１可发现，本文提出的ＴＣＭ软件

栈可支撑应用对ＴＣＭ的访问，并可确保基于ＴＰＭ

开发的应用不需针对ＴＣＭ进行修改，增加了底层

芯片以及软件栈支撑服务的差异对应用的透明

性，在满足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对应用的兼容。

表１　本文提出的方案与其他方案的功能比较

Ｔａｂ．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ＳＳ ＴＳＭ
文献［７］

软件栈
ＴＣＭ软

件栈

支撑基于 ＴＣＭ 开发的

应用获取ＴＣＭ服务
× √ √ √

支撑基于 ＴＰＭ 开发的

应用获取ＴＣＭ服务
× × × √

针对其他算法的灵活扩

展性
× × × √

３　结　语

本文针对应用兼容问题设计了可信密码模块

软件栈，该软件栈在 ＴＳＳ基础上内置兼容解释

器，实现了基于 ＴＰＭ 开发的应用程序无需修改

或少量修改即可调用ＴＣＭ 的可信功能。并在开

源软件ＴｒｏｕＳｅｒＳ的基础上，借鉴策略模式的思

想设计实现了ＴＣＭ软件栈。通过Ｌｉｎｕｘ平台上

的仿真实验以及各相关方案之间的比较分析，验

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可信密码模块软件栈面向应用

的兼容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完善可信

密码模块软件栈的设计。

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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