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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三元对等的即时通信身

份认证和权限控制方法，具体流程如下：在用户

端生成安全信封并复制成由用户口令加密的第

一安全信封、未加密的第二安全信封，第一安全

信封和第二安全信封通过安全通道上传到安全

服务器，安全服务器对第二安全信封进行第三方

密钥加密，存储在安全服务器的第一安全信封和

第二安全信封内容相同、加密方式不同，通过解

密第三方密钥查看第二安全信封内容。其中第三

方密钥由多方密钥分量组成，并分别由多方负责

人员持有，在保证了用户信息的保密和安全的同

时，对用户信息得到监控，对不法或者不良等危

害信息进行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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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元对等的即时通信身份认证和权限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由用户端生

成的安全信封(1)，安全信封复制出由用户口令(2)加密的第一安全信封(3)、未加密的第二

安全信封(4)，第一安全信封(3)和第二安全信封(4)通过安全通道上传到安全服务器(17)，

安全服务器(17)对第二安全信封(4)进行第三方密钥加密，存储在安全服务器(17)的第一

安全信封(3)和第二安全信封(4)的内容相同、加密方式不同，通过解密第三方密钥查看第

二安全信封(4)内容；

第一安全信封(3)和第二安全信封(4)均包括用户生成的第一公私钥对(5)和个人信息

(6)，通过用户口令(2)获取存储在安全服务器(17)的第一安全信封(3)并解密得到第一公

私钥对(5)和个人信息(6)，密钥协商交换机制通过第一公私钥对(6)生成用于端对端加密

解密的会话密钥，从而实现端到端的加密聊天；

第三方密钥包括用于对第二安全信封(4)加密的第一公钥(7)、与第一公钥(7)相对应

且用于解密的第一私钥(8)，通过第一私钥(8)解密第二安全信封(4)，从而安全服务器(17)

公开第一公私钥对(5)和个人信息(6)；

第一公钥(7)存储在安全服务器(17)，第一私钥(8)由第二公私钥对加密并存储在安全

服务器(17)，第二公私钥对包括对第一私钥(8)加密的第二公钥(10)、对第一私钥(8)解密

的并存储在密盾硬件(9)的第二私钥(11)，密盾硬件(9)通过软件接通安全服务器(17)，从

而通过第二私钥(11)解密第一私钥(8)得到解密信息，第二私钥(11)对解密信息签名得到

私钥签名(18)，安全服务器(17)验证私钥签名(18)并通过第一私钥(8)解密第二安全信封

(4)，从而安全服务器(17)公开第一公私钥对(5)和个人信息(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元对等的即时通信身份认证和权限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第一私钥(8)包括分别由第二公钥(10)加密的第三私钥(81)、第四私钥(82)、第五私

钥(83)，第二公钥(10)包括分别对第三私钥(81)、第四私钥(82)、第五私钥(83)加密的第三

公钥(101)、第四公钥(102)、第五公钥(103)，第二私钥(11)包括对第三私钥(81)解密的第

六私钥(111)、对第四私钥(82)解密的第七私钥(112)、对第五私钥(83)解密的第八私钥

(113)，私钥签名(18)包括第一私钥签名(181)、第二私钥签名(182)、第三私钥签名(183)；

密盾硬件(9)通过软件接入系统分别解密第三私钥(81)、第四私钥(82)、第五私钥(83)并得

到解密信息，第三私钥(81)、第四私钥(82)、第五私钥(83)对解密信息分别进行签名得到第

一私钥签名(181)、第二私钥签名(182)、第三私钥签名(183)，安全服务器(17)分别对第一

私钥签名(181)、第二私钥签名(182)、第三私钥签名(183)进行有效性验证并通过第一私钥

(8)解密第二安全信封(4)，从而安全服务器(17)公开第一公私钥对(5)和个人信息(6)。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三元对等的即时通信身份认证和权限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密盾硬件(9)包括用于存储第六私钥(111)的第一密盾硬件(12)、用于存储第七私钥

(112)的第二密盾硬件(13)、用于存储第八私钥(113)的第三密盾硬件(14)，第一密盾硬件

(12)、第二密盾硬件(13)、第三密盾硬件(14)通过软件同时接入系统分别解密第三私钥

(81)、第四私钥(82)、第五私钥(83)并得到解密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三元对等的即时通信身份认证和权限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安全信封(1)通过TLS安全通道(16)上传到安全服务器(17)。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三元对等的即时通信身份认证和权限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第一安全信封(3)和第二安全信封(4)还均包括与第一公私钥(5)对关联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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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ID(15)。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三元对等的即时通信身份认证和权限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用户口令(2)包括通过加密算法生成的对称密钥。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6所述的一种三元对等的即时通信身份认证和权限控制方

法，其特征在于：第三方密钥包括通过加密算法随机生成的一个椭圆曲线公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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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元对等的即时通信身份认证和权限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即时通信端对端加密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三元对等的即时通信身份

认证和权限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即时通信中，为了解决通信和数据的安全，一般采用一种端到端加密体系，每个

用户生成一套椭圆曲线的公私钥对，用户双方添加好友后，通过一种交换机制将双方的公

私钥对生成会话密钥，后续的聊天消息都采用该会话密钥进行对称加密。但是这种通信方

式存在以下缺点：一、用户之间的消息无法得到第三方的监控，某些用户可能借此进行某些

与工作无关甚至触犯法律的事情，相关部门无法取证；二、从企业管理者角度来看，此加密

体系缺乏有效的监控和管理手段，管理者无法得知企业团队或者成员是否进行工作以外的

活动、甚至窃取或泄露企业重要信息。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可采用一种改进方案，将用户生成的公私钥对和个人信息都

上传到安全服务器上进行加密存储，这样作为安全服务器的所有者和实际运营者就有条件

获得每个用户的密钥，从而解密相关信息，从而得到监控作用，但是这个方案亦存在问题：

安全服务器的所有者或实际运营者可能窃取或泄露用户信息等，危害用户隐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对用户信息保密、且对用户信

息有效监管的一种三元对等的即时通信身份认证和权限控制方法。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三元对等的即时通信身份认证和权限控制方法：包括由用户端生成的安全信

封，安全信封复制出复制出由用户口令加密的第一安全信封、未加密的第二安全信封，第一

安全信封和第二安全信封通过安全通道上传到安全服务器，安全服务器对第二安全信封进

行第三方密钥加密，存储在安全服务器的第一安全信封和第二安全信封的内容相同、加密

方式不同，通过解密第三方密钥查看第二安全信封内容。以上技术方案中，用户在用户端生

成安全信封，安全信封存储为由用户口令加密的第一安全信封、未加密的第二安全信封，并

分别上传至安全服务器，安全服务器将第二安全信封进行第三方密钥加密，用户在用户端

通过口令可解密打开第一安全信封，从而读取安全信封里的信息，第三方可通过解密第三

方密钥来打开第二安全信封，从而读取第二安全信封里的内容，第二安全信封的内容和第

一安全信封的内容完全一致，从而实现了第三方监控用户信息的功能。

[0007] 作为优选，第一安全信封和第二安全信封均包括用户生成的第一公私钥对和个人

信息，通过用户口令获取存储在安全服务器的第一安全信封并解密得到第一公私钥对和个

人信息，密钥协商交换机制通过第一公私钥对生成用于端对端加密解密的会话密钥，从而

实现端到端的加密聊天。以上技术方案中，密钥协商指两个或多个实体协商，共同建立会话

密钥，任何一个参与者均对结果产生影响，不需要任何可信的第三方；会话密钥是保证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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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端对端之间安全通信会话而随机产生的加密和解密密钥，由通信用户之间进行协商得

到。第一公私钥对和个人信息分别存储在第一安全信封和第二安全信封内，在客户端通过

用户口令对第一安全信封解密得到第一公私钥对和个人信息，使用密钥协商交换机制通过

第一公私钥对生成用于端对端加密解密的会话密钥，从而实现了用户的端到端之间的加密

聊天。第三方通过解密第二安全信封来获取第一公私钥对和个人信息，从而实现监控的功

能。

[0008] 作为优选，第三方密钥包括用于对第二安全信封加密的公钥、与公钥相对应且用

于解密的私钥，通过私钥解密第二安全信封从而安全服务器公开第一公私钥对和个人信

息。以上技术方案中，公钥与私钥是通过现有的一种比较通用的算法得到的一个密钥对，这

种算法得到的密钥对能保证在世界范围内是唯一的，使用这个密钥对的时候，如果用其中

一个密钥加密一段数据，必须用另一个密钥解密。比如用公钥加密数据就必须用私钥解密，

如果用私钥加密也必须用公钥解密，否则解密将不会成功；以上技术实现了第三方对第三

信封进行解密的功能，从而第三方通过解密第三信封得到个人信息，并对用户进行监控。

[0009] 作为优选，第一公钥存储在安全服务器，第一私钥由第二公私钥对加密并存储在

安全服务器，第二公私钥对包括对第一私钥加密的第二公钥、对第一私钥解密的并存储在

密盾硬件的第二私钥，密盾硬件通过软件接通安全服务器，从而通过第二私钥解密第一私

钥得到解密信息，第二私钥对解密信息签名得到私钥签名，安全服务器验证私钥签名并通

过第一私钥解密第二安全信封，从而安全服务器公开第一公私钥对和个人信息。以上技术

方案中，第二私钥存储在密盾硬件中，保证了第二私钥的安全且方便第三方保存，从而第三

方通过密盾硬件解密第二安全信封。

[0010] 作为优选，第一私钥包括分别由第二公钥加密的第三私钥、第四私钥、第五私钥，

第二公钥包括分别对第三私钥、第四私钥、第五私钥加密的第三公钥、第四公钥、第五公钥，

第二私钥包括对第三私钥解密的第六私钥、对第四私钥解密的第七私钥、对第五私钥解密

的第八私钥，私钥签名包括第一私钥签名、第二私钥签名、第三私钥签名；密盾硬件通过软

件接入系统分别解密第三私钥、第四私钥、第五私钥并得到解密信息，第三私钥、第四私钥、

第五私钥对解密信息分别进行签名得到第一私钥签名、第二私钥签名、第三私钥签名，安全

服务器分别对第一私钥签名、第二私钥签名、第三私钥签名进行有效性验证并通过第一私

钥解密第二安全信封，从而安全服务器公开第一公私钥对和个人信息。以上技术方案中，安

全服务器验证私钥签名的有效性，进一步地保证了私钥的可靠性，提升了个人信息保密安

全程度。本技术中第二私钥分解为多把子私钥并需要所有子私钥配合才能解密第一私钥，

降低了其中一把子私钥泄露而导致用户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0011] 作为优选，密盾硬件包括用于存储第六私钥的第一密盾硬件、用于存储第七私钥

的第二密盾硬件、用于存储第八私钥的第三密盾硬件，第一密盾硬件、第二密盾硬件、第三

密盾硬件通过软件同时接入系统分别解密第三私钥、第四私钥、第五私钥并得到解密信息。

以上技术方案中，第一密盾硬件、第二密盾硬件、第三密盾硬件分别由三方持有，三方同时

配合才能解密第一私钥，从而通过第一私钥打开第二安全信封，从而预防了某一方甚至两

方窃取或泄露用户信息等的危害。本技术中第二私钥分解为多把并分别存储在多个相对应

的密盾硬件中，多方分别持有密盾硬件，实现相同功能的类似技术手段均在本专利的保护

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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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优选，第一私钥、第二私钥、第三私钥对第二安全信封进行解密分别得到第一

解密信息、第二解密信息、第三解密信息，第一解密信息、第二解密信息、第三解密信息分别

使用私钥签名，并分别反馈给安全服务器，存储在安全服务器中的公钥验证私钥签名的有

效性，从而安全服务器对解密信息进行有效性验证。以上技术方案中，公钥验证私钥的有效

性，进一步地保证了私钥的可靠性，提升了个人信息保密安全程度。

[0013] 作为优选，安全信封通过TLS安全通道上传到安全服务器。以上技术方案中，TLS是

传输性安全协议的简写，用于在两个应用程序间透过网络创建起安全的连线，防止在交换

数据时受到窃听及篡改，保障了安全信封上传到安全服务器的保密性。

[0014] 作为优选，第一安全信封和第二安全信封还均包括与第一公私钥对关联的密钥

ID。以上技术方案中，密钥ID用于第一信封对上传到安全服务器的体系识别。

[0015] 作为优选，用户口令包括通过加密算法生成的对称密钥。以上技术方案中，对称密

钥的加密、解密速度快，方便用户方便、及时的解读存储在安全服务器上的个人信息，加密

算法为现有通用的加密算法。

[0016] 作为优选，第三方密钥包括通过加密算法随机生成的一个椭圆曲线公私钥。以上

技术方案中，椭圆曲线公私钥保证了第三方密钥的安全性，从而提升了用户的个人信息的

保密程度。

[0017] 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使得用户之间的加密通信得以监控；

[0019] 2、用户之间的加密通信在监控的同时又不失安全和保密性；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三元对等的即时通信身份认证和权限控制方法的流程框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验证第二私钥签名有效性的流程框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安全信封上传到安全服务器的流程框图。

[0023] 图中：1、安全信封，2、用户口令，3、第一安全信封，4、第二安全信封，5、第一公私钥

对，6、个人信息，7、第一公钥，8、第一私钥，81、第三私钥，82、第四私钥，83、第五私钥，9、密

盾硬件，10、第二公钥，101、第三公钥，102、第四公钥，103、第五公钥，11、第二私钥，111、第

六私钥，112、第七私钥，113、第八私钥，12、第一密盾硬件，13、第二密盾硬件，14、第三密盾

硬件，15、密钥ID，16、TLS安全通道，17、安全服务器，18、私钥签名，181、第一私钥签名，182、

第二私钥签名，183、第三私钥签名。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5] 如图1‑3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三元对等的即时通信身份认证和权限控制方法包

括由用户端生成安全信封1，安全信封复制出复制成由用户口令2加密的第一安全信封3、未

加密的第二安全信封4，第一安全信封3和第二安全信封4通过安全通道上传到安全服务器

17，安全服务器17对第二安全信封4进行第三方密钥加密，存储在安全服务器17的第一安全

信封3和第二安全信封4的内容相同、加密方式不同，通过解密第三方密钥查看第二安全信

封4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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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本实施例中，第一安全信封3和第二安全信封4均包括用户生成的第一公私钥对5

和个人信息6，通过用户口令2获取存储在安全服务器17的第一安全信封3并解密得到第一

公私钥对5和个人信息6，密钥协商交换机制通过第一公私钥对6生成用于端对端加密解密

的会话密钥，从而实现端到端的加密聊天。

[0027] 本实施例中，第三方密钥包括用于对第二安全信封加密的公钥7、与公钥7相对应

且用于解密的私钥8，通过私钥8解密第二安全信封4，从而安全服务器17公开第一公私钥对

5和个人信息6。

[0028] 本实施例中，第一公钥7存储在安全服务器17，第一私钥8由第二公私钥对加密并

存储在安全服务器17，第二公私钥对包括对第一私钥8加密的第二公钥10、对第一私钥8解

密的并存储在密盾硬件9的第二私钥11，密盾硬件9通过软件接通安全服务器17，从而通过

第二私钥11解密第一私钥8得到解密信息，第二私钥11对解密信息签名得到私钥签名18，安

全服务器17验证私钥签名18并通过第一私钥8解密第二安全信封4，从而安全服务器17公开

第一公私钥对5和个人信息6。

[0029] 本实施例中，第一私钥8包括分别由第二公钥10加密的第三私钥81、第四私钥82、

第五私钥83，第二公钥10包括分别对第三私钥81、第四私钥82、第五私钥83加密的第三公钥

101、第四公钥102、第五公钥103，第二私钥11包括对第三私钥81解密的第六私钥111、对第

四私钥82解密的第七私钥112、对第五私钥83解密的第八私钥113，私钥签名18包括第一私

钥签名181、第二私钥签名182、第三私钥签名183；密盾硬件9通过软件接入系统分别解密第

三私钥81、第四私钥82、第五私钥83并得到解密信息，第三私钥81、第四私钥82、第五私钥83

对解密信息分别进行签名得到第一私钥签名181、第二私钥签名182、第三私钥签名183，安

全服务器17分别对第一私钥签名181、第二私钥签名182、第三私钥签名183进行有效性验证

并通过第一私钥8解密第二安全信封4，从而安全服务器17公开第一公私钥对5和个人信息

6。

[0030] 本实施例中，密盾硬件9包括用于存储第六私钥111的第一密盾硬件12、用于存储

第七私钥112的第二密盾硬件13、用于存储第八私钥113的第三密盾硬件14，第一密盾硬件

12、第二密盾硬件13、第三密盾硬件14通过软件同时接入系统分别解密第三私钥81、第四私

钥82、第五私钥83并得到解密信息。

[0031] 本实施例中，安全信封1通过TLS安全通道16上传到安全服务器17。

[0032] 本实施例中，第一安全信封3和第二安全信封4还均包括与第一公私钥5对关联的

密钥ID15。

[0033] 本实施例中，用户口令2包括通过加密算法生成的对称密钥。

[0034] 本实施例中，第三方密钥包括通过加密算法随机生成的一个椭圆曲线公私钥。

[0035] 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实

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

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

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

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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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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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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