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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现在大量遗留系统中存在的非信任组件会造成终端安全操作隐患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嵌

入式可信系统的可容忍非信任组件的计算平台，该平台在不改变现有终端硬件结构以及上层操作系统的前

提下，允许非信任组件的存在，并采用虚拟机等技术保证非信任组件不会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另外，基于

ＩＭＡ与ＳＢ两种度量模型为该平台设计了新的完整性度量模型，该度量模型借鉴ＩＭＡ对嵌入式系统进行度

量，而对于上层平台则使用由虚拟机支持的ＳＢ模型，以保证平台的可信启动、进程的可信加载、程序的可信

运行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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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９年，由ＩＢＭ、Ｉｎｔｅｌ、ＡＭＤ、ＨＰ和微软等

许多业界巨头发起组成的可信计算组织ＴＣＧ提

出了可信计算平台的通用结构，即在现有计算平

台上嵌入一个可信平台模块ＴＰＭ（ｔｒｕｓｔｅｄ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ｍｏｄｕｌｅ）作为“可信根”，并且通过可信度量

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从“可信根”开始的信任链，这

样一级度量一级、一级认证一级，从而将这种信任

关系从底层硬件平台扩展到操作系统，再扩展到

上层应用，最终建立起一个可信的应用环境［１］。

现有的可信计算平台有ＴＣＧ可信计算平台、ＮＧ

ＳＣＢ体系结构等，它们存在两方面的问题：① 现

有的ＴＣＧ标准是以可信计算平台的静态配置管

理为基础的，无法满足动态配置的要求；② 由于

ＰＣ机软、硬件结构简化，导致资源可任意使用，尤

其是执行代码可修改，恶意程序可以被植入，严重

的可能造成越权访问。现在的可信计算机还不普

遍，如何利用这些终端进行可信操作逐渐成为专

家关注的焦点。Ｓｅｓｈａｄｒｉ等在文献［２］中提出了

Ｐｉｏｎｅｅｒ这样一个基元，利用它在不可信遗留主机

上证实代码运行的安全性；Ｇａｒｒｉｓｓ等在文献［３］

中提出了一种在公用机器上进行可信可靠操作的

方法。本文的核心就是设计一种以嵌入式系统为

可信根的可容忍非信任组件的可信计算平台，该

平台在不改变现有终端硬件结构的上层操作系统

的前提下，允许非信任组件的存在，并通过一些安

全机制保证非信任组件的存在不会造成严重的安

全威胁。另外，本文还为所提出的平台设计了一

种ＩＭ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４］与ＳＢ

（ｓｅｃｕｒｅｂｕｓ）
［５］的混合完整性度量模型，为平台的

可信启动、进程的可信加载以及程序的可信运行

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安全保证。

１　基于嵌入式系统的可容忍非信任

组件的可信计算平台设计

１．１　平台结构设计

由于现在大多数的计算机终端都没有ＴＰＭ

的硬件支持，所以无法直接基于 ＴＰＭ 模块构建

可信应用环境。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本文采用嵌

入式可信系统提供可信支撑。

可信计算平台的构成包括嵌入式可信系统、

可信虚拟机和普通的计算平台，如图１所示。

１）普通计算平台是指现有的笔记本、ＰＣ机

等硬件平台和其上面运行的操作系统、应用软件。

２）嵌入式可信系统是基于嵌入式ＣＰＵ（如

ＡＲＭ）、我国自主密码模块、可信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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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可信计算平台的构成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和多路通信接口组成的可信系统，它是一个完整

的基于我国自主可信规范的可信系统，同时它作

为一个可信的根为上层计算平台提供可信服务。

３）虚拟机运行在裸硬件之上，虚拟出具有自

主安全策略的硬件设施向上层（普通的操作系统）

提供服务，虚拟机提供可靠的硬件资源控制，是可

信的和自主可控的。

由于嵌入式可信系统和可信虚拟机完全自主

研发，是可以信任的，可以确保信息的传输、分发

和存储满足制订的安全策略、规范和协议。即使

非信任组件产生影响信息安全的事件和行为，也

会在信息的传输、分发和存储环节被控制，不会对

信息安全结果造成实质的影响。

１．２　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可信系统是一个由安全芯片、通信模

块、Ｆｌａｓｈ芯片和Ｌｉｎｕｘ系统共同组成的片上系

统ＳＯＣ（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ｃｈｉｐ）。

嵌入式可信系统通过某个接口和移动终端交

换信息，并向移动终端提供上述的通信和安全服

务功能。该系统的功能组成如图２所示。

图２　系统的功能组成

Ｆｉｇ．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嵌入式可信系统提供标准的 ＴＰＭ 功能，并

开辟一个非易失可信存取区，用以存储 ＶＭ

Ｌｏａｄｅｒ、ＯＳＬｏａｄｅｒ和ＶｉｓｕａｌＢｏｘ虚拟机程序以

及ＳＢ程序，非易失可信存取区用户不能修改。

ＶＭＬｏａｄｅｒ放置在 ＵＳＢ存储区的主引导记录

ＭＢＲ区，而扩展代理ＥＭＭ１、ＥＭＭ２、ＥＭＭ３作

为程序代码分别存储在虚拟机系统和ＯＳＬｏａｄｅｒ

系统、ＳＢ中。

２　犐犕犃与犛犅混合模型的设计

针对所提到的可信计算平台，本文设计了一

种ＩＭＡ和ＳＢ相混合的完整性度量模型。对于

普通的移动终端来说，其可信根不是底层的ＴＰＭ

模块，而是一个基于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的可信嵌入

式系统，它采用类似于ＩＭＡ模型的方法来进行度

量。上层计算平台的度量模型采用ＳＢ模型，利

用虚拟机层为进程提供隔离功能，进而实现ＳＢ

的功能，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ＩＭＡ度量流程

Ｆｉｇ．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ＦｌｏｗｏｆＩＭＡ

２．１　嵌入式可信系统的度量

本文提出的度量机制的核心思想是：由于系

统加载内容（如用户级可执行文件内核模块和脚

本等）的多样性和无序性，在这些内容的第一加载

时间对其进行度量会付出昂贵的执行代价，所以

将度量时间放置在将内容加载进系统但未被执行

之前。

本文所提出的模型将ＩＭＡ添加到操作系统

的内核中，当系统启动并初始化ＩＭＡ时，将自己

注册为ＬＳＭ 安全模块。每当有内核模块、可执

行程序和脚本文件等加载到内存时，ＩＭＡ程序首

先判断该文件是否进行过完整性度量。如果没

有，则对其进行度量和标记，并将结果扩展到

ＰＣＲ中，同时记录到ＳＭＬ列表中。如果度量过，

则查看该文件的标志是否为ｄｉｒｔｙ或被修改。如

果被修改过，则重新进行完整性度量，同样记录结

果。在度量完成之后，被度量的内容才可以被调

用或运行。

在基于嵌入式系统的可信计算平台的启动

中，会建立一条信任链，同时也加载各种不同的文

件类型，而对不同文件类型，本文提出的模型采用

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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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度量方法。图４描述了可信移动终端的启

动流程。

图４　可信移动终端的启动流程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ｒｔｕｐＦｌｏｗｏｆ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ｅｄＭｏｂｉｌ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１）系统开机后，嵌入式可信系统加电、加载

嵌入式系统，在嵌入式可信系统中的ＴＰＭ 度量

ＭＢＲＶＭ Ｌｏａｄｅｒ成功后，将存储的可信 ＶＭ

Ｌｏａｄｅｒ覆盖释放到嵌入式可信系统的存储模块

的 ＭＢＲ。

２）嵌入式系统ＭＢＲ引导存储在可信存取区

的虚拟机 ＶｉｓｕａｌＢｏｘ加载启动，在这里，虚拟机

是Ｌｉｎｕｘ程序，ＭＢＲ将控制权交给Ｌｉｎｕｘ内核，

Ｌｉｎｕｘ内核则开始自己的启动过程。内核启动完

毕后，就要加载内核模块与启动脚本。

３）在内核加载成功后，内核模块作为内核的

扩展部分，可以在系统启动之后动态加载，当内核

模块驻留在内核内存中被重定位之前对其进行度

量；脚本解释器作为二进制可执行文件加载和度

量。

４）在Ｌｉｎｕｘ系统启动完毕后，需要加载虚拟

加密存储、虚拟内存、虚拟网卡、端口控制等虚拟

设备，这种可执行文件通过Ｌｏａｄｅｒ加载，在映射

进内存后，在ｆｉｌｅｍｍａｐ钩子函数中度量它，同时

启动虚拟机可信度量代理模块ＥＭＭ１。

５）ＶｉｓｕａｌＢｏｘ启动成功后，ＥＭＭ１度量模块

度量 ＯＳ 内核的完整性，度量成功后，将 ＯＳ

Ｌｏａｄｅｒ程度覆盖存储到本机硬盘的 ＭＢＲ。

６）硬盘 ＭＢＲ 引导内核加载成功后，ＯＳ

Ｌｏａｄｅｒ内的扩展度量模块ＥＭＭ２度量ＳＢ的完

整性，并加载 ＳＢ，ＳＢ 作为扩展的度量模块

ＥＭＭ３。

２．２　上层计算平台的度量

在上层计算平台上，虚拟机在一个硬件平台

上模拟多个独立的、和实际硬件相同的虚拟硬件

系统，在每个虚拟硬件系统上都可以运行不同的

操作系统，而每个操作系统中又会运行不同的进

程。本文提出的模型（见图５）可以有效地完成上

层计算平台的度量（包括进程的度量以及进程相

互度量），从而一步步解决上面提出的各种问题。

图５　上层计算平台度量模型

Ｆｉｇ．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在系统启动时，嵌入式系统度量虚拟机的完

整性，然后在ＳＢ启动前，虚拟机度量ＳＢ的完整

性，并将结果存储于本机上，这样就将可信链从平

台的可信根扩展到ＳＫ，再到操作系统层，最后到

ＳＢ层。

１）因为攻击者可以采用对进程进行非法输

入的方法来破坏完整性，所以在ＳｅｃｕｒｅＢｕｓ中采

用了对进程的输入和输出进行 Ｈａｓｈ运算的方法

来解决，进程代码在加载之前被ＳＢ进行 Ｈａｓｈ运

算，进程的输出数据被ＳＢ签名，并和进程代码及

输入数据的 Ｈａｓｈ值连接在一起。

２）本模型中的ＳＢ利用虚拟机的功能为进程

分配一些独立的内存空间，这样便保证了进程间

的强隔离及进程运行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３）如果同一操作系统上，两个被隔离的进程

需要通信，本模型中的ＳＢ提供参照值监视器，它

可以在被隔离的进程之间实现灵活的访问控制。

４）如果不同操作系统上的两个进程需要通

信，在本模型中，双方的ＳＢ之间通过远程认证，

建立可信通道，从而保证不同操作系统上进程之

间访问的安全与可靠。

综上所述，ＳＢ是支持基于进程的认证来实现

进程间的安全通信与协作。在单一的操作系统

上，ＳＢ相当于要与其他进程进行交互的隔离进程

的可信代理。在分布环境里，ＳＢ通过远程认证，

在操作系统间的ＳＢ建立可信通道。

３　与其他可信计算平台的对比

ＴＣＧ提出的可信计算平台为建立可信的终

端计算平台提供了一条有效的技术路径，但其在

平台、组件的完整性管理上（如完整性参照值发

布、管理和更新）存在着巨大的挑战，而且现有的

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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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判定依据也和实际状况有很大的偏差。

ＮＧＳＣＢ
［１］系统用户必须安装被签名的硬件

和软件，如ＮＢＳＣＢ芯片、ＯＳ、应用等。信任的依

据就是这些被签名的硬软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

外部提供者对用户的计算机系统不信任或平台本

身认为已存在的实体不可信，就会严重限制用户

对系统的使用。

与以上可信计算平台相比，可容忍非信任组

件的可信终端模型有如下优点：① 在平台可信且

安全结果具有可控性和可预测性的前提下，终端

允许有非信任组件的存在。② 引入了嵌入式可

信系统的层次。嵌入式可信系统自身是一个独

立、完整的片上系统ＳＯＣ，不受上层操作系统的

影响和控制。③ 嵌入式可信系统的引入可解决

目前的终端缺少ＴＰＭ 模块支持这一问题，使得

终端具有更好的实现性。④ 在可信终端模型中

引入了虚拟机的层次，实现任务之间的相互隔离

以及对硬件资源透明的安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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