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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The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provide a method and device for configuring security indication informa
t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isk of attack and interception by a malicious program. The method i s：a terminal detects whether said ter -
minal has universal security indication information set for a TUI; i f such information i s not set, then detecting the state of operation
of said terminal; i f i t i s detected that the state of operation of said terminal i s a secure state, then displaying a first input interface on
a display screen by means of a first information display interface; receiving inputted universal security indication information by
means of said first input interface, and storing said universal security indication information in a 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TEE) of the terminal. In this way, the state of operation of the terminal i s detected before the universal security indication informa
tion i s set, thus i t i s possible to ensure that universal security indication information can be set only when the terminal i s in a secure
state of operation; it i s thus ensured that the universal security indication information that has been set i s not attacked or obtained by
a malicious program, and the security of user information i s guaran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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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细则 4.17 的声明： 本国际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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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 明实施例 中提供 一种 安全指示信 息 的配置方法及设备 ，以降低 被恶 意软件攻击和截获 的风 险 。该方法
为 ，终端检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没有设置 ，则检测所述终端 的运行状态 ；
当检测到所述终端 的运行状态为安全状态时 ，通过第一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通过所
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收输入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息 ，并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 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中。这样 ，在 设置通用 安全指示信 息之前 ，检测终端 的运 行状态 ，能够确 保 终端 的运 行状态 处于安全状态
时，才设置通用 安全指示信 息 ，这样 能够保证设置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不被恶意软件或程序攻击或获取 ，保
证用户信息安全 。



一种安全指示信息的配置方法及设备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移动智能终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安全指示信息的配置方法

及设备。

背景技术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移动终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基带处理器为

核心的传统功能型移动终端已很难满足人们 日益丰富的移动业务需求。具有

开放的高阶独立操作系统、能够安装第三方开发的移动应用、可通过移动网

络实现无线接入、具有强大的处理能力和更多存储空间的移动智能终端已成

为移动终端的发展趋势。移动智能终端已发展成为能够从移动互联网上下载

和安装各种第三方应用的开放软件平台，同时，移动智能终端处理重要服务

的需求 日益增加。例如，从多媒体服务到手机远程支付和银行账户管理等功

能，这些发展趋势使得移动智能终端成为恶意软件、木马等病毒的攻击目标。

由于当前移动智能终端上缺乏完整性保护机制，其软硬件容易受到攻击和篡

改，操作 系统和来源非法的软件存在的安全漏洞使移动智能终端存在的安全

威胁比 PC 终端存在的安全威胁更加严重。

可信执行环境 （英文全称：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简称：TEE )

是全球平台组织 （英文全称：Global Platform, 简称：GP ) 为了解决当前移动

智能终端存在的安全风险而提出的技术方案。TEE 是与普通执行环境或者称

为富执行环境 （英文全称：Rich Execution Environment, 简称：REE ) 共同存

于智能终端中的运行环境，TEE 是存在于智能终端主处理器上或连接到终端

的一个安全区域， TEE 包括可信的 CPU 核心和可信的存储 (RAM/ROM) ，因

此敏感数据在 TEE 中的存储、处理和保护都是在硬件上与富操作系统 （Rich

OS ) 隔离的，可以确保敏感数据隔离地、可信地被存储、处理和保护。向 TEE

中写入数据需要执行身份验证，即一个应用开发商要使用终端上的 TEE ，需



要通过终端管理方较为严格的审核，REE 中的程序与 TEE 中的可信应用通信

同样需要校验身份信息，这就避免 了恶意程序进入 TEE 导致对 TEE 内用户个

人信息资产造成的损害。

针对 当前用户界面 （英文全称：User Interface ，简称：U I ) 交互过程中存

在的安全风险，例如用户口令或个人识别码 （英文全称：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简称：PIN ) 被截获、显示消息的篡改等，为了安全的与用户进行交

互，安全的向用户呈现信息，TEE 提供的可信用户界面（英文全称：Trusted User

Interface, 简称：TUI ) 作为沟通用户与 TEE 的桥梁，为用户提供 了可信的输

入和可信的信息展示功能。

为了区分 TUI 与其他 U I ，智能终端需要使用安全指示信息 （Security

Indicator ) 来提示用户当前控制终端显示界面的是 TUI 。安全指示信息有两种

实现方式：一种为硬件控制的安全指示信息，例如发光二极管 （Light Emitting

Diode, LED ), 另一种为只有用户知道的在 TUI 界面上特定区域内展示的特

定的图文信息，例如图片或者包含正确答案的私人问题。第一个方法需要提

供专用外设 ，需要改动硬件；第二种方式是更加广泛的被使用的方法，该方

法亟待解决的是安全指示信息的初始化问题。

TEE 由于能为用户提供更加安全的应用操作环境，在终端领域存在广泛

的应用前景。而 TUI 作为 TEE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沟通终端用户与 TEE

的关键环节，因此如何安全的初始化安全指示信息，从而保证用户安全使用

TEE 对用户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安全的初始化安全指示信息，很可能造

成安全指示信息的泄露，恶意软件就可以利用截获的安全指示信息伪造 TUI ，

诱导用户输入个人敏感信息。这将导致用户敏感信息被恶意软程序获取，从

而引发严重的信息和财产安全问题。因此如何安全地初始化安全指示信息，

降低被恶意软件攻击和截获的风险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因此如何安

全地初始化安全指示信息，降低被恶意软件攻击和截获的风险是一个亟待解

决的技术问题。



发 明 内容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方法及设备 ，以降低被 恶意

软件攻击和截获的风险。

第一方面，提供一种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方法，包括 ：

终端检 测所述终端是 否针对可信用户界 面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当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终端检

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

当检 测到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安全状 态时，所述终端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收输入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并将所

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中。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当检 测到所述

终端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方法进一步 包括：

所述终端启动后检测到所述 TEE 中存储 的第一可信应用被安装时，通过

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二输入接

口；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接 收输入 的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

安全指示信 息；

所述终端将 所述第一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 至所述 TEE

中。

这里 ，在检 测到终端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在 TEE 中存储 的第一

可信应用被安装时，能够针对正在安装的可信应用设置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能够进一步保证利用该可信应用输入用户信 息时不被 恶意软件获取 ，通过设

置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提示用户使用的界面是安全的，提升用户体验 。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当检 测到所述



终端未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终端检测所述终端的运行

状 态，包括：

所述终端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统未启动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若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为首次启动 ，若是 ，则进一步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已经完成个人 化 ，若检 测到

所述终端 已经完成个人 化 ，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一安全状 态，所

述安全状 态包括所述第一安全状态。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当检 测到所述

终端未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终端检测所述终端的运行

状 态，包括：

所述终端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统未启动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若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则检测所述终端是

否为首次启动 ，若是 ，则进一步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已经完成个人 化 ，若检 测

到所述终端未完成个人 化 ，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二安全状 态，所

述安全状 态包括所述第二安全状态。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当检测到所述

终端未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终端检测所述终端的运行

状 态，包括：

所述终端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统未启动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若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则检测所述终端是

否为首次启动 ，若不是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风 险状 态，通过所述

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所述显示屏上呈现对终端进行 系统重置或继续启动的提

示信 息。

结合第一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五种可



能实现方式中，当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

所述终端检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包括 ：

所述终端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和富操作 系统都启动完毕 时，检 测所述

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被获取到 系统权 限，若是 ，则进一步检 测所述终端是 否 已经完成个人 化 ，若

检 测到所述终端 已经完成个人化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三安全状

态，所述安全状态包括所述第三安全状态。

结合第一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六种可

能实现方式中，当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

所述终端检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包括 ：

所述终端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和富操作 系统都启动完毕 时，检 测所述

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被获取到 系统权 限，若不是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风 险状 态，并通

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面在所述显示屏上呈现终端存在风 险的提示信 息。

结合第一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七种可

能实现方式中，所述终端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一安全状 态或第三安

全状 态时，所述终端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之

前 ，进一步包括：

所述终端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

验入 口；

所述终端对通过所述身份校验入 口接收的身份信 息进行校验 。

这里 ，在校验 身份信 息成功后 ，才能设 置安全指示信 息，进一步确保终

端的运行环境是安全可信 的，提 高信 息保 密性。

结合第一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八种可

能实现方式中，所述终端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二安全状 态时，所述



终端通过第一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 ，进一步包括 ：

所述终端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对终端进行个人化 的提

示信 息。

结合第一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九种可

能实现方式中，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 收输入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并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中之后 ，还

包括：

所述终端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权 限配置为所述 TEE 中的所有

可信应用 ，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的修 改权 限设 置为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

结合第一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十种可

能实现方式中，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

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之前 ，还 包括 ：

所述终端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

验入 口。

结合第一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十一种

可能实现方式中，终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所

述 TEE 中之后 ，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权 限和修 改权 限都配

置为所述第一可信应用和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结合第一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十二种

可能实现方式中，终端确定所述终端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

还 包括：

终端检测是否有针对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

终端检 测到针对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时，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

所述终端对在所述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 的身份信 息校验成功后 ，通过所述第一

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入 口；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更新入 口接 收输入 的新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

所述终端将所述输入 的新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 TEE 中，并

针对所述新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配置相应 的访 问权 限和修 改权 限；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

修 改成功的提示信 息和所述新 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

为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或任意一个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这样 ，通过用户的安全指示信 息更新请求来更新用户设 置的安全指示信

息，能够方便用户及 时更新安全指示信 息，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 ，还 能在安

全指示信 息被泄露 出去后 ，通过及时更改来确保用户的信 息安全 。

结合第一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十三种

可能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和所述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为 同一界

面或不同界面、且均为终端的 TUI 或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控制的命令行界面。

第二方面，提供一种针对可信应用的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方法，包括：

终端向可信执行环境 TEE 安装第一可信应用时，检测所述终端是否设置

有针对 TUI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当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终端检 测所述终

端的 TEE 中已安装的所有可信应用 中是否有至少一个可信应用设置有个性化

安全指示信 息；

若是 ，则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

一输入接 口，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为其 中一个所述至少一个可信应用的个

性化安全化指示信 息；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 收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

示信 息；

所述终端将 所述第一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 至所述 TEE

中。

这里 ，通过 TEE 中设 置的其他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来指示 当

前第一 TA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设置界 面是安全 的，从 而能够安全的针对



第一 TA 设 置 自身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证用户的信 息安全 。

结合第二方面，在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当检 测到所述

终端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方法进一步 包括：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

信 息和第二输入接 口；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接 收所述第一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

示信 息；

所述终端将 所述第一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 示信 息保存 至所述 TEE

中。

结合第二方面，在第二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终端通过

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和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 ，还 包括：

所述终端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

结合第二方面，在第二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终端通过

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所述第一输

入接 口之前 ，还 包括：

所述终端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

份校验入 口。

结合第二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四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终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

至所述 TEE 中之后 ，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权 限和修 改权 限都配

置为所述第一可信应用和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结合第二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五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终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

至终端的 TEE 中之后 ，还 包括：



终端检测是否有针对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

终端检 测到针对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时，通

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一可信应用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所述终端对在所述第一可信应

用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 的身份信 息校验成功后 ，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

展 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入 口；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更新入 口接 收输入 的新 的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

指示信 息；

所述终端将所述输入 的新 的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

终端的 TEE 中，并配置所述新的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

权 限和修 改权 限；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修 改成功的提示信 息和所述新 的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

化安全指示信 息。

结合第二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六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和所述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为 同一界

面或不同界面、且均为终端的 TUI 或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控制的命令行界面。

第三方面，提供一种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装置，包括 ：

第一检测单元 ，用于检测终端是否针对可信用户界面 TUI 设置有通用安

全指示信 息；

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 ，还用于在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

全指示信 息时，检 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

第一显示单元 ，用于在检 测到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安全状 态时，通过

第一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

第一接 收单元 ，用于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 收输入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并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中。

结合第三方面，在第三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显示



单元 ，还用于在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检测到所述终端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

指示信 息，在所述终端启动后检 测到所述 TEE 中存储 的第一可信应用被安装

时，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

二输入接 口；

所述第一接 收单元 ，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接 收输入 的所述第一

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

这里 ，在检 测到终端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在 TEE 中存储 的第一

可信应用被安装时，能够针对正在安装的可信应用设置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能够进一步保证利用该可信应用输入用户信 息时不被 恶意软件获取 ，通过设

置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提示用户使用的界面是安全的，提升用户体验 。

结合第三方面，在第三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检 测

单元在检 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时，具体用于：

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

统未启动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测

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检测所述终端是否为首次

启动 ，若是 ，则进一步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已经完成个人 化 ，若检 测到所述终

端 已经完成个人化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一安全状 态，所述安全

状 态包括所述第一安全状态。

结合第三方面，在第三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检 测

单元在检 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时，具体用于：

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

统未启动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测

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则检测所述终端是否为首

次启动 ，若是 ，则进一步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已经完成个人化 ，若检 测到所述

终端未完成个人化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二安全状 态，所述安全

状 态包括所述第二安全状态。



结合第三方面，在第三方面的第四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检 测

单元在检 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时，具体用于：

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

统未启动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测

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则检测所述终端是否为首

次启动 ，若不是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风 险状 态，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 所述显 示屏上呈现对终端进行 系统重置或继续启动 的提 示信

息。

结合第三方面，在第三方面的第五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检 测

单元在检 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时，具体用于：

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和富操作 系统都启动完毕 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

系统权 限，若是 ，则进一步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已经完成个人 化 ，若检 测到所

述终端 已经完成个人 化 ，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三安全状 态，所述

安全状态包括所述第三安全状态。

结合第三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六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在检 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时，具体用

于：

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和富操作 系统都启动完毕 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

系统权 限，若不是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风 险状 态，并通过所述第

一信 息展 示界面在所述显示屏上呈现终端存在风 险的提示信 息。

结合第三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七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在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一安全

状 态或第三安全状 态时，所述第一显示单元在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



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 ，还用于：

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

以及对通过所述身份校验入 口接收的身份信 息进行校验 。

这里 ，在校验 身份信 息成功后 ，才能设 置安全指示信 息，进一步确保终

端的运行环境是安全可信 的，提 高信 息保 密性。

结合第三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八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在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确定所述终端 的运行状 态为第二安全

状 态时，所述第一显示单元在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

入接 口之前 ，还用于：

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对终端进行个人化 的提示信 息。

结合第三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九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接 收单元在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 收输入 的通

用安全指示信 息， 并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 至终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中之后 ，还用于：

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权 限配置为所述 TEE 中的所有可信应

用 ，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的修 改权 限设置为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结合第三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十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二显示单元在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

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之前 ，还用于：

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

结合第三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十一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接 收单元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

示信 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之后 ，还用于：

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权 限和修 改权 限都配

置为所述第一可信应用和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结合第三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十二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在确定所述终端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

安全指示信 息时，还用于：

检测是否有针对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

所述第一显示单元 ，还用于在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检 测到针对第一安全指

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时，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

指示信 息和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对在所述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 的身

份信 息校验成功后 ，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

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入 口；

所述第一接 收单元 ，还用于通过所述更新入 口接 收输入 的新 的第一安全

指示信 息，将所述输入 的新 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 TEE 中，并针

对所述新 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配置相应 的访 问权 限和修改权 限；

所述第一显示单元 ，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

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修 改成功的提示信 息和所述新 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所述

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为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或任意一个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这样 ，通过用户的安全指示信 息更新请求来更新用户设 置的安全指示信

息，能够方便用户及 时更新安全指示信 息，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 ，还 能在安

全指示信 息被泄露 出去后 ，通过及时更改来确保用户的信 息安全 。

结合第三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三方面的第十三种

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和所述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为 同一

界 面或不 同界面、且均为终端的 TUI 或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控制的命令行界

面。

第四方面，提供一种针对可信应用的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装置 ，其特征

在于，包括：

第二检测单元 ，用于在向可信执行环境 TEE 安装第一可信应用时，检测

所述终端是否设置有针对 TUI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所述第二检 测单元 ，还用于在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检 测所述终端的 TEE 中已安装的所有可信应用 中是否有至少一个可信

应用设置有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第二显示单元 ，用于在所述第二检测单元检测所述终端的 TEE 中已安装

的所有可信应用 中至少一个可信应用设 置有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时，通过第

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一输入接 口，所述第

一安全指 示信 息为其 中一个所述至少一个可信应 用 的个性化 安全化指 示信

息；

第二接 收单元 ，用于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 收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

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

这里 ，通过 TEE 中设 置的其他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来指示 当

前第一 TA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设置界 面是安全 的，从 而能够安全的针对

第一 TA 设 置 自身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证用户的信 息安全 。

结合第四方面，在第四方面的第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在所述第二检

测单元在检 测到所述终端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第二显示单元还

用于：

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

二输入接 口；

所述第二接 收单元 ，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接 收所述第一可信应

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

至所述 TEE 中。

结合第四方面，在第四方面的第二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二显示

单元在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和所述

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 ，还用于：

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访 问权 限

的身份校验入 口。

结合第四方面，在第四方面的第三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二显示



单元在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

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 ，还用于：

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 。

结合第四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四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二接 收单元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

信 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之后 ，还用于：

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权 限和修 改权 限都配

置为所述第一可信应用和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结合第四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五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在所述第二接 收单元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

示信 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之后 ，所述第二检 测单元还用于：

检测是否有针对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

所述第二显示单元 ，还用于在所述第二检 测单元检 测到针对第一可信应

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时，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

呈现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一可信应用访 问权 限的身

份校验入 口，对在所述第一可信应用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 的身份信

息校验成功后 ，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

示信 息的更新入 口；

所述第二接 收单元 ，还用于通过所述更新入 口接 收输入 的新 的第一可信

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以及将所述输入 的新 的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

的 TEE 中；

所述第二显示单元 ，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

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修 改成功的提示信 息和所述新 的第

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结合第四方面或以上任何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在第四方面的第六种可



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和所述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为 同一界

面或不同界面、且均为终端的 TUI 或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控制的命令行界面。

第五方面，提供一种终端 ，包括

显示屏；

存储 器，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有程序指令 ；

至少一个处理器，用于执行所述程序指令 ；

所述程序指令 包括：

用于检 测所述终端是 否针对可信用户界 面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当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检测所述终

端的运行状态；

当检 测到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安全状 态时，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

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

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收输入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并将所述通用安

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中。

第六方面，提供一种终端 ，包括

显示屏；

存储 器，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有程序指令 ；

至少一个处理器，用于执行所述程序指令 ；

所述程序指令 包括：

向所述终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安装第一可信应用时，检测所述终端是

否设置有针对 TUI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当检测到所述终端未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检测所述终端的 TEE

中已安装的所有可信应用 中是否有至少一个可信应用设 置有个性化安全指示

信 息；

若是 ，则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

一输入接 口，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为其 中一个所述至少一个可信应用的个



性化安全化指示信 息；

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收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

本发 明有益效果如下：

本发 明实施例 中提供一种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方案 ，该方法为，终端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当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

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终端检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 当

检 测到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安全状 态时，所述终端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

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 收输入 的

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并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 至终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中，这样 ，终端在检测到终端未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之后 ，在设置

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之前 ，检 测终端的运行状 态，在确保终端的运行状 态处于

安全状 态时，才设 置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这样 能够保证设 置的通用安全指示

信 息不被 恶意软件或程序攻击或获取 ，保证用户的信 息安全 。

附 图说 明

图 1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终端的TEE 架构示意 图；

图2为本发 明一 实施例 中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方法流程 图；

图3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 中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流程 图；

图4为本发 明实施例二 中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流程 图；

图5为本发 明实施 例三 中一种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 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流

程 图；

图6为本发 明实施例四中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改流程 图；

图7为本发 明另一 实施例 中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方法流程 图；

图8为本发 明实施 例五 中另一种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

流程 图；

图9为本发 明一 实施例 中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装置结构示意 图；



图10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终端结构示意图；

图11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中安全指示信息的配置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12为本发明另一实施例中终端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

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

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为了安全的与用户进行交互，安全的向用户呈现信息并通过一个可信的

界面接收用户输入，TEE 中实现了 TUI 以及相关的接 口，图 1 给 出了终端的

TEE 架构示意图。TEE 包含可信应用（英文全称：Trusted Application, 简称 TA: )

管理器和 TUI 控制器，其中：

TA 管理器：作为可信操作 系统 （英文全称：Operating System ，简称：

OS ) 的一个系统应用或一个系统功能模块，用于管理安装至可信 OS 中的可

信应用，并保存 了可信应用的配置信息，为 TA 安装过程提供必要的 TUI 界面。

TUI 控制器：作为可信 OS 的一个系统该应用或一个系统功能模块，用于

管理 TUI 资源，如显示屏、触摸屏等可信外设，以及与这些外设相关的必要

软件模块。TUI 控制器中还保存有 TUI 资源访问规则，当 TA 向 TUI 控制器

发送请求时，检查 TUI 资源访问规则，确定 TA 是否可以访问以及可以访问

哪些 TUI 资源。

图 1 中的 TEE 与 REE ，是共同存在于终端中的两种程序运行环境，TEE

和 REE 可以称为终端环境，其各 自包括存储器、处理器等硬件资源和操作 系

统、框架 （Framework ) 等软件。REE 没有严格限定应用的来源，如果用户许

可，REE 可接受任何来源的软件安装。然而，TEE 则不同，TEE 内的存储为

安全存储，其会受到 TEE 发行者，如，终端厂商或运营商的管理，具有一定



的限制访 问条件；终端收到访问 TEE 存储的请求时，例如读写安全存储例如

向 TEE 中安装程序属于写安全存储操作，需验证是否符合安全访问规则，在

符合安全访问规则的前提下，才可访问相应的存储 内容。因为 TEE 的上述特

性，恶意程序无法访 问安装到 TEE 中的程序及其数据；安装到 TEE 环境中的

程序 ，互相之间也无法越界访 问不属于 自己的数据 ，因此实现 了较 高的安全

级别。

TEE 中运行的操作 系统称为可信操作 系统 (Trusted Operating System, 也称

可信 OS) 。TA 是指供开发者设计和实现，经过审核后仅能安装和运行于 TEE

的应用，而且能够为 REE 中的客户端应用 （英文全称：Client Application, 简

称：CA ) 或者 TEE 环境中的其他可信应用提供安全相关功能，如密码服务、

签名服务和摘要服务等。相应的，客户端应用是指运行在 REE 中，可以通过

TEE 客户端应用编程接 口或共享内存机制与 TEE 中的某个可信应用 TA 进行

通信并调用 TA 提供的服务的应用。

TUI 是完全由 TEE 环境控制的交互界面，TUI 的屏幕是完全由 TEE 控制

并且与 REE 环境乃至 TA 是隔离的。由 TEE 控制的显示软件资源和 TEE 控制

的显示屏 （Display ) , 触摸屏 （Touch Screen ) 等硬件共同构成了 TUI ，可 以

为用户提供一个可信的信息输入和信息显示界面。为了描述方便 ，将 TEE 中

实现 TUI 功能相关的软硬件管理模块称为 TUI 控制器。

对于图 1 中的 TEE 原理上必须确保只有一个 TA 可以获得 TUI 资源与用

户进行交互，其他的 TA 乃至 Rich OS 中的任何应用都无法访问 TUI 资源，从

而保证 了用户界面的可信性和安全性。

因此通过 TUI 界面能够实现终端与用户的安全交互，进一步的需要使用

安全指示信息来提示用户 当前控制终端显示界面的是 TUI ，如何初始化安全

指示信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初始化安全指示信息指的是安全指示信息

的首次配置，只有保证在首次配置的安全指示信息时，输入的安全指示信息

能够不被恶意软件攻击和截获才能进一步保证用户信息安全。

基于图 1 所示的终端 TEE 架构示意图，参阅图 2 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



供一种安全指示信息的配置方法，具体过程为：

步骤 200: 终端检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息。

需要说明的是，通用安全指示信息显示在用户界面中，用于指示当前显

示的界面为 TUI ，以提示用户当前界面是可信和安全的，能够安全的利用当

前界面输入用户的个人信息而不被恶意软件所窃取，因此能够保证信息的安

全性。

通用安全指示信息是可以被 Trusted OS 本身以及在 TEE 中安装的所有可

信应用使用的安全指示信息，在可信系统或某一可信应用调用 TUI 界面时呈

现在 TUI 上指示 TUI 的安全指示信息，此外，通用安全指示信息的修改需要

TEE 的访问权限而非可信应用的访问权限。

步骤 201 : 当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息时，

所述终端检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

在设置通用安全指示信息之前，执行终端的运行状态检测是为了确保终

端在设置安全指示信息时是安全的运行状态，能够防止设置的安全指示信息

被恶意软件窃取并利用窃取的安全指示信息伪造可信用户界面骗取用户的个

人信息。

终端在检测终端的运行状态时，分为以下两种检测场景：

第一种检测场景为：终端在终端的可信操作系统启动过程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富操作系统未启动时，检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置有通

用安全指示信息，若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息，

检测终端的运行状态，此时检测终端是否为首次启动，是否已经完成个人化。

个人化 （Personalization ) 配置是指智能卡、安全单元和 TEE 等安全硬件

的发行方或称之为管理方，将系统应用信息以及持卡人信息，如持卡人访问

安全硬件使用的密码、用户个人信息、以及安全硬件使用的密钥等下载到安

全硬件中，使之变得可用的过程。个人化可以在安全硬件 出厂前执行，也可

以通过空中激活 （英文全称：Over The Air, 简称：OTA ) 的方式下载至终端

来完成配置。本发明中，终端的个人化即终端 TEE 的个人化。



进一步的，若终端检 测到所述终端是首次启动 ，且 已经完成个人 化 ，此

时，终端的运行状态为第一安全状态，所述安全状态包括所述第一安全状态。

若终端检 测到所述终端是首次启动 ，且未完成个人 化 ， 此时，终端的运

行状态为第二安全状态，所述安全状态包括所述第二安全状态。

若终端检测到所述终端不是首次启动 ，不论终端是否完成个人 化 ，此时，

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风 险状 态，此时，通过所述预设 的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

示屏上呈现对终端进行 系统重置或继续启动的提示信 息。

第二种检 测场景为：终端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和富操作 系统都启动完

毕 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 测到所述

终端未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检测终端的运行状态，此时检 测

是否 已经完成个人化 。

这里 的系统权 限指的是终端的 Root 权 限，具有终端的所有权 限，如启动

或停止一个进程 ，删除或增加用户 ，增加或者禁用硬件等等 。某些恶意软件

运行特定的功能，需要 root 权 限才能执行 ，无论是用户释放 root 权 限，还是

恶意程序通过某种手段获得 root 权 限，其结果都是恶意软件获得 了系统权 限，

可 以 去执行恶意软件 中诸如侦听屏幕 、伪造界 面进行钓鱼等窃取用户信 息的

功能。

进一步的，若终端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安装来源非法的应用且未被获取到

系统权 限时，进一步检 测到所述终端 已经完成个人 化 ，此时，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三安全状态，所述安全状 态包括所述第三安全状态。

所述来源非法的应用 ，是指通过终端 自带的应用市场之外的途径安装的

应用。

若终端检 测到所述终端 已经安装来源非法的应用或者 已经被获取到 系统

权 限时，此时，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风 险状 态，此时，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

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终端存在风险的提示信 息。

因此 ，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安全状 态用于描述终端 中存在恶意程序 的可能



性 比较 小的终端运行状 态，存在恶意程序 的可能性越 小则终端的运行环境越

安全 。

第一安全状 态，对应于安全硬件 TEE 已经正确 的个人 化 ，并且是第一次

启动 ，此时存在恶意软件 的可能性几乎 为 0，是一个最高的安全等级 。

第二安全状 态，对应于安全硬件 TEE 第一次启动 ，但是 TEE 并未个人化 ，

之后 的 TEE 个人化过程可能对终端带来影响 ，或者 因为缺乏个人化过程 中配

置的密钥 ，终端与远端服务器的通信可能不够安全 ，但是总结起 来此时存在

恶意软件 的可能性也 比较 小，只是 因为不够安全可能会在后续操作 中引入 恶

意软件 ；故而是第二安全状 态，是一个 中间的安全等级。

第三安全状 态，又进一步降低 了要 求，只要没有 root, 并且没有从非法的

应用市场安装软件 ，就认 为终端是安全 的，其安全性低 于前 两个级别 ，是最

低 的安全等级。

步骤 202: 当检测到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安全状态时，所述终端通过第

一信 息展 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

其 中，所述安全状 态包括第一安全状态、第二安全状态和第三安全状态。

具体 的，当检 测到所述终端 的运行状 态为安全状 态时，所述终端通过第

一信 息展 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时，包括以下两种显示情形：

第一种显示情形为：终端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一安全状 态或第

三安全状 态时，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

校验入 口，所述终端对在所述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 的身份信 息校验成功后 ，所

述终端通过第一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

第二种显示情形为：所述终端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二安全状 态

时，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所述显示屏上呈现对终端进行个人化 的提示信

息，并通过第一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

需要说 明的是 ，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和所述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为 同一

个界面或不同界面、且均为终端的 TUI 或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控制的命令行

界 面。



步骤 203: 所述终端接收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输入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并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息保存至终端的 TEE 中。

具体的，终端接收用户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输入的通用安全指示信息，

并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息保存至终端的 TEE 中之后 ，还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所述终端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息的访问权限配置为所述 TEE 中的所有

可信应用，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息的修改权限设置为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进一步的，步骤 200 中，当检测到所述终端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

示信息时，终端继续启动流程，以及

在终端启动后检测到所述 TEE 中存储的第一 TA 被安装时，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 TEE 访问权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可选的，此时通

过所述第二信息展示界面上在显示屏上呈现 TEE 访 问权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时

还呈现 已设置的通用安全指示信息；所述终端对在所述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的

身份信息校验成功后 ，通过所述第一信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

安全指示信息和第二输入接 口；

所述终端接收用户通过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输入的所述第一 TA 的个性化

安全指示信息；

所述终端将所述第一 TA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并

配置所述第一 TA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访 问权限和修改权限。

进一步的，终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之后，还需要配置所述第一 TA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访问权限和修改

权限时，具体的，将所述第一 TA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的访问权限和修改权

限都配置为所述第一 TA 和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上述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是针对某个 TA 的安全指示信息、通常由用户 自

行设定，仅用于当可信应用使用 TUI 时，显示在 TUI 上用来指示用户当前使

用的界面是 TUI 。

此外，通用安全指示信息所有 TA 都可以读取 ，但只有 TEE 系统权限可

以修改；而针对 TA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该 TA 和 Trusted OS 都可以读取



和修改。

进一步的，所述终端将所述第一 TA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

TEE 中之后 ，还 包括：

终端检测是否有针对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

终端检 测到针对第一 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时，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

所述终端对在所述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 的身份信 息校验成功后 ，通过第一信 息

展 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 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入 口；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更新入 口接 收输入 的新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

所述终端将所述输入 的新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 TEE 中，并

针对所述新的第一 安全指示信 息配置相应 的访 问权 限和修 改权 限；

所述终端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修 改

成功的提 示信 息和所述新 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为通

用安全指示信 息或任意一个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下面基 于图 1 中的终端的硬件 架构 ，通过四个 实施例来详细说 明图 2 中

的方法。

实施例一

实施例一 的终端运行场景为：终端每次启动时，在终端 的可信操作 系统

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统未启动时，终端的通用安

全指示信 息配置流程 ，具体可参 阅图 3 所示。

步骤 3 1: 终端的可信 OS 检 查 TUI 控制器是否设置 了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如果是 ，则执行步骤 39; 否则，则执行步骤 32。

步骤 32: 终端的可信 OS 检查是否为 TEE 的第一次启动 ，具体地 ，可通

过检查一个硬件 电路是否熔断的方式确定是否为 TEE 的第一次启动 ，如果是 ，

则执行步骤 33; 否则 ，执行步骤 34。

步骤 33: 终端的可信 OS 检查 TEE 是否 已经完成个人化设置 ，如果是 ，

则执行步骤 35; 否则 ，执行步骤 36。



步骤 34: 终端此时提示用户终端存在潜在风险，并呈现对终端进行 系统

重置或继续启动的提示信 息。

步骤 35: 终端向用户展 示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设 置页面，该设 置页面至少

包含 "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输入框 " 和 "用户身份认证信 息输入框 " ，然后执行

步骤 37; 其 中用户身份认证信 息输入框可以包含用户名和密码输入框 ，此时

的 "用户身份认证信 息输入框 " 要求输入 TEE 个人化 时设置的 TEE 访 问权 限

的用户名和密码 。

步骤 36: 终端向用户展 示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设 置页面，该设 置页面只 包

含 "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输入框 " ，在显示此设置界面之前 ，还可以提示用户进

行个人化 时可保 留此时设 置的信 息或重设 ；或提示用户终端存在风 险，提示

用户进行 TEE 个人化设置。

需要说 明的是 ，步骤 35 和步骤 36 中的通用指示信 息设置页面可以是 由

可信 OS 请求 TUI 控制器显示的 TUI ，也可以是较 简单的由可信 OS 控制的其

他文本界 面；该界 面可以包含 TEE 厂商预设 的安全指示信 息，也可以不包含

任何安全指示信 息。

步骤 37: 终端的可信 OS 接收用户设 置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并将所述

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在 TEE 中。具体 的，可 以通过表格形式存储在 TUI 控

制器管理的可信存储 中，具体存储形式参 阅表 1 所示，具体地 ，TUI 控制器

为位 于可信存储 中的安全指示信 息权 限管理表设 置相应 的存储信 息，存储信

息通常 包括安全指示信 息、可读取该信 息的 TA 标识集合和可修改该指示信 息

的 TA 标识集合 。

可选 的，可将用户设 置的安全指示信 息，通过安全通道发送给 TEE 的管

理服务器，经管理服务器处理后 ，如 ，将输入 的文字转为图片，并添加 TEE

管理服务器的水印之后 ，作为 TEE 的个人化数据 ，通过更新 TEE 配置的方式，

下载到 TEE 中。具体 的，可 以 由终端建立一个连接到远端 TEE 管理服务器或

可信应用 TA 服务器的安全通道 ，此安全通道基 于 TEE 根安全域 的密钥或者

某个可信应用所关联 的安全域 的密钥创建 ，经 由该安全通道将用户输入 的通



用安全指示信息发送给 TEE 管理服务器或 TA 管理服务器；管理服务器对收

到的信息进行保存和处理，如转成图片并添加水印之后，再通过管理服务器

与 TEE 的根安全域或某应用所在安全域的安全通道，将处理后的信息下载到

TEE 的安全域中。安全域可理解为 TEE 安全存储中的独立的存储空间，用来

安装可信应用；每个可信应用都要关联到一个安全域。

步骤 38: 终端的可信 OS 设定此通用安全指示信息的访问权限为任何安

装在当前系统中的 TA 或可信 OS，修改权限设为可信 OS。

步骤 39: 终端的可信 OS 继续其他必要初始化工作，TEE 初始化完成后

加载 REE ，正 常启动终端。

实施例二

实施例二的终端运行场景为：终端可信操作系统和富操作系统启动完毕

时，例如终端第一次启动时，或终端完成双清双 WIPE 清空緩存后，或终端

恢复出厂设置后，此时，终端已经完成 TEE 和 REE 的启动流程，引导用户进

入终端的设置界进而转入终端的通用安全指示信息配置流程，具体可参阅图 4

所示。

步骤 4 1: 终端进行系统重置。

步骤 42: 终端运行 REE 中的系统程序，检查是否安装了来源非法的应用

或已经 Root, 如果未 Root 且未安装有来源非法的应用，则执行步骤 43; 否则

执行步骤 48。提示用户终端处于风险状态；

步骤 43: 终端进入开机设置界面，在终端开机设置页面中插入设置安全

指示信息的提示，REE 中的客户端应用模块调用 TUI 控制器引导终端从开机

设置界面跳转到设置通用安全指示信息的流程界面。其中，客户端模块可以

通过客户端 API 或者共享内存方式调用 TUI 控制器。

步骤 44: 终端的可信 OS检查 TEE 是否应经完成个人化 ，如果是，则执

行步骤 45; 否则，执行步骤 49。

步骤 45: 终端向用户展示通用安全指示信息设置页面，该设置页面至少

包含 "通用安全指示信息输入框" 和 "用户身份认证信息输入框" ，然后执行



步骤 46; 其中用户身份认证信息输入框可以包含用户名和密码输入框，此时

的 "用户身份认证信息输入框" 要求输入 TEE 个人化时设置的 TEE 访问权限

的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 46: 终端的 TUI 控制器接收用户输入的通用安全指示信息，将输入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息保存；可选的，将用户输入的通用安全指示信息发送至

TEE 的管理服务器，再下载至 TEE 中，具体可参阅实施例一，在此不再赘述。

步骤 47: 终端的可信 OS 设定此安全指示信息的访问权限为任意 TA 或

Trust OS; 设定其修改权限为可信 OS;

步骤 48: 终端提示用户设置安全指示信息存在风险，然后执行步骤 410 。

步骤 49: 终端提示用户执行 TEE 个人化流程，然后执行步骤 410 。

步骤 410: 终端完成其他必要的启动流程，启动终端。

实施例三

实施例三的终端运行场景为：终端启动过程中检测到设置有通用安全指

示信息，完成终端的启动流程后，用户在下载安装任一应用时，该应用包含

TA 部分，则下载安装完该应用的 CA 之后，CA 会请求下载相关的 TA ，安装

TA 时，为该应用设置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的设置流程，具体可参阅图 5 所示。

步骤 51: 终端的可信 OS 检测 TUI 控制器中是否已经设置通用安全指示

信息，如果是，则执行步骤 52; 否则，执行步骤 58，提示用户未初始化安全

指示信息，存在钓鱼风险，请用户决定继续安装还是退出安装；

步骤 52: 终端的 TA 管理器请求 TUI 资源用于显示 "设置 TA 安全指示

信息的界面" 的 TUI 资源。具体的，TA 管理器向 TUI 控制器发送包含其 TA

管理器的通用唯一识别码 (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 UUID), 记为 UUID1

的资源请求。

步骤 53: 终端的 TUI 控制器校验资源请求，确定请求合法时，将 TUI 显

示资源控制权限赋予 TA 管理器。具体地，TUI 控制器接收到 TA 管理器发送

的资源请求，该请求包含 TA 管理器的 UUID1 , 通用安全指示信息读取操作，

以及 TUI 资源的使用权请求；TUI 控制器收到此请求之后，查询安全指示信



息权限管理表即表 1，判定 TA 管理器可以读取通用安全指示信息并将之显示

与 TUI 界面上，则将 TUI 使用权限交给 TA 管理器。

步骤 54: 终端的 TA 管理器读取 TUI 控制器中的通用安全指示信息，并

将读取到的通用安全指示信息显示到 TUI 界面上；

步骤 55: 终端的 TA 管理器向 TUI 界面推送 "正在安装 XX 应用，请为此

应用设置安全指示信息" 的提示信息，此外，在 TUI 上显示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针对正在安装的可信应用即标识为 UUID2 的可信应用的个性化指示信息

输入框、"用户身份认证信息输入框" 并提供下一步和取消按钮，此时的 "用

户身份认证信息输入框" 要求输入 TEE 个人化时设置的 TEE 访问权限的用户

名和密码。

步骤 56: 终端的 TA 管理器向 TUI 控制器发送包含可信应用标识 UUID2

和输入的此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的保存请求，TUI 控制器接收并

保存 UUID2 和相关的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并设定此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

的访问权限和修改权限均为该 TA 和可信 OS。可选地，终端可以将针对应用

的安全指示信息发送给可信应用管理服务器，处理后再下载至 TEE 的安全域

中，具体参阅实施例 1，在此不再赘述。

步骤 57: 终端提示用户设置某应用的个性化安全信息成功，并将 TUI 权

限释放给 TUI 控制器。

实施例 四

实施例四 的终端运行场景为：终端启动过程中检测到设置有通用安全指

示信息，完成终端的启动流程后，用户点击针对通用安全指示信息的更新请

求按钮或通过安装的某应用点击针对该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的更新请

求按钮，触发安全指示信息的更新流程，具体参阅图 6 所示。

步骤 61: 用户点击 Rich OS 界面更新安全指示信息按钮，Rich OS界面通

过 TEE 客户端 API 向 TUI 控制器发送更新请求，或者用户点击 TUI 界面上

的更新安全指示信息按钮，TUI 界面通过 TEE 内部 API 向 TUI 控制器发送更

新请求。



步骤 62: 终端的 TUI 控制器触发显示 TUI 界面，此时 TUI 界面上呈现通

用安全指示信息、通用安全指示信息更新入口和 TA 的安全指示信息更新入

口 。

步骤 63: 终端的 TUI 控制器接收用户点击步骤 62 中的不同入口产生的

不同的更新请求，判断是请求更新通用安全指示信息还是更新针对某个 TA 的

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如果从更新请求中获取到的 UUID 为空，或者获取到

的是代表 Trusted OS 的特定的 UUID ，则该更新请求是更新通用安全指示信息

的请求，之后应在 TUI 界面上呈现 "用户身份认证信息输入框" 要求用户输

入通用安全指示的用户账号和密码，此时要求输入 TEE 个人化时设置的 TEE

访问权限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从更新请求中获取到的 UUID 是 TEE 中安装

的某个 TA 的 UUID ，则该更新请求是更新 TA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的请求，

应在 TUI 界面上呈现 "用户身份认证信息输入框" 要求用户输入 TA 安装时

用户设置的用户账号和密码。

步骤 64: 终端对用户输入的身份认证信息校验成功后，提供文本或图片

输入框。

步骤 65 : 终端接收用户设定的图文信息，将图文信息与对应的应用的

UUID 绑定并保存； 可选的，还可将图文信息发送至 TEE 的管理服务器，经

处理后下载至 TEE ，具体的，参考实施例一；

步骤 66: 终端使用 TUI 界面提示用户修改成功，并显示新设置的安全指

示信息。

需要说明的是，用户在步骤 6 1 中还可以通过某应用的 TUI 点击针对该应

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的更新请求，接着，在步骤 62 中，TUI 控制器触发

显示 TUI 界面，此时 TUI 界面上呈现通用安全指示信息、该 TA 的个性化安

全指示信息更新入口。然后执行步骤 63~步骤 65。

基于图 2 中的终端的通用安全指示信息的设置方法，参阅图 7 所示，本

发明实施例中还提供一种针对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的设置方法，

具体流程为：



步骤 700: 终端向 TEE 安装第一可信应用时，检测所述终端是否设置有

针对 TUI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步骤 701 : 当检测到所述终端未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终端检

测终端的 TEE 中已安装的所有可信应用 中是否至少有一个可信应用设置有个

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步骤 702: 当检测到 TEE 中已安装的所有可信应用 中至少有一个可信应

用设 置有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时，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

一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一输入接 口，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为其 中一个所述至

少一个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化指示信 息。

具体 的，步骤 702 中所述终端通过第一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

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和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 ，所述终端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

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可选

的，此 时终端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时还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对应可信应用的标

识或可信应用的描述信 息或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中的任 意种组合 ；所述终端对

在所述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 的身份信 息校验成功后 ，才执行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

展 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和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

步骤 703: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收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

化安全指示信 息。

步骤 704: 所述终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所

述 TEE 中。

进一步的步骤 700 中，检测到所述终端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此

时执行以下操作 ：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

信 息和第二输入接 口；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接 收所述第一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

示信 息；



所述终端将 所述第一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 示信 息保存 至所述 TEE

中。

进一步的，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

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 ，所述终端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

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所述终端对在所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 的身份信 息校验成功后 ，才执行通过所述第一

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

具体 的，所述终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所

述 TEE 中之后 ，还需要 配置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

权 限和修 改权 限，具体过程 为：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的访 问权 限和修改权 限都配置为所述第一可信应用和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

进一步的，所述终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

终端的 TEE 中之后 ，还 包括 ：

终端检测是否有针对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

终端检 测到针对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时，通

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一可信应用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所述终端对在所述第一可信应

用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 的身份信 息校验成功后 ，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

展 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入 口；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更新入 口接 收输入 的新 的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

指示信 息；

所述终端将所述输入 的新 的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

终端的 TEE 中，并配置所述新的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

权 限和修 改权 限；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修 改成功的提示信 息和所述新 的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

化安全指示信 息。



需要说 明的是 ，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和所述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为 同一

界 面或不 同界面、且均为终端的 TUI 或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控制的命令行界

面。

下面通过 实施例五来对 图 7 中的方法进行详细说 明，具体流程参 阅图 8

所示。

步骤 81 : 用户从终端的应用市场中选 中一个应用 ， 叚设 为第一应用 ，点

击下载 时，终端从应用市场服务器下载第一应用的客户端安装 包部分 ，并安

装到 REE 中，安装完毕后 ，由安装好 的 CA 向该应用的 TA 管理服务器发送

TA 安装请求。

步骤 82: 终端接收第一应用的 TA 安装 包，开始安装 TA 部分 ，运行针对

TA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设置流程 。

步骤 83: 终端安装第一应用的 TA 安装 包时，执行是否设置有通用安全

指示信 息的检 测 ，如果没有设 置 ，则执行运行状 态检 测 ，具体 的，终端检 测

TEE 中是否 已经安装过 TA 安装 包。

步骤 84: 当 TEE 中已经安装过 TA 时，终端的 TA 管理器向可信 OS 发送

" 已配置的安全指示信 息查询请求" ，可信 OS 查询上一个安装到可信 OS 中

的 TA 。

步骤 85: 终端的可信 OS 接收查询请求，确认某个 已安装的 TA 安装 包含

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则终端向用户展 示一个身份核 实页面，要 求用户提供

查询到的 TA 要求的身份验证信 息。

步骤 86: 终端对用户输入 的身份信 息验证通过后 ，将查询到的个性化安

全指示信 息交给 TEE 中的 TA 管理器，呈现在 TUI 界 面上 ，即 TA 管理器利

用 已经安装的 TA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来指示用户 当前界面是安全的。

步骤 87; 用户通过 已经安装的 TA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确认 当前界

面是一个可信界面，进而设置 当前正在安装的第一应用的 TA 的个性化安全指

示信 息。

步骤 88: 将针对正在安装的第一应用的 TA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



到 TEE 中，或保存至 TEE 管理服务器经过处理后再下载回 TEE ，并设置其访

问权 限和修改权 限。

基 于上述 实施例 ，参 阅图 9 所示，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安全指示信 息

的配置装置，包括 ：

第一检测单元 90，用于检 测终端是否针对可信用户界面 TUI 设置有通用

安全指示信 息；

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 90，还用于在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

安全指示信 息时，检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

第一显示单元 9 1，用于在检测到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安全状态时，通

过第一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

第一接收单元 92，用于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收输入 的通用安全指示

信 息， 并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中。

可选 的，所述第一显示单元 9 1，还用于在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 90 检测到所

述终端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在所述终端启动后检测到所述 TEE

中存储 的第一可信应用被安装时，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

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二输入接 口；

所述第一接 收单元 92，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接收输入 的所述第

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

信 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

可选 的，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 90 在检 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时，具体用于：

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

统未启动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测

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检测所述终端是否为首次

启动 ，若是 ，则进一步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已经完成个人 化 ，若检 测到所述终

端 已经完成个人化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一安全状 态，所述安全

状 态包括所述第一安全状态。

可选 的，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 90 在检 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时，具体用于：



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

统未启动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测

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则检测所述终端是否为首

次启动 ，若是 ，则进一步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已经完成个人 化 ，若检 测到所述

终端未完成个人 化 ，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二安全状 态，所述安全

状 态包括所述第二安全状态。

可选 的，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 90 在检 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时，具体用于：

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

统未启动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测

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则检测所述终端是否为首

次启动 ，若不是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风 险状 态，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 所述显 示屏上呈现对终端进行 系统重置或继续启动 的提 示信

息。

可选 的，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 90 在检 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时，具体用于：

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和富操作 系统都启动完毕 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

系统权 限，若是 ，则进一步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已经完成个人 化 ，若检 测到所

述终端 已经完成个人 化 ，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三安全状 态，所述

安全状态包括所述第三安全状态。

可选 的，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 90 在检 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时，具体用于：

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和富操作 系统都启动完毕 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

系统权 限，若不是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风 险状 态，并通过所述第

一信 息展 示界面在所述显示屏上呈现终端存在风 险的提示信 息。

可选 的，在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 90 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为第一安全状



态或第三安全状 态时，所述第一显示单元 9 1 在通过第一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

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 ，还用于：

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

以及对通过所述身份校验入 口接收的身份信 息进行校验 。

可选 的，在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 90 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为第二安全状

态时，所述第一显示单元 9 1 在通过第一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

入接 口之前 ，还用于：

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对终端进行个人化 的提示信 息。

可选 的，所述第一接 收单元 92 在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 收输入 的通用

安全指示信 息， 并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中之后 ，还用于：

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权 限配置为所述 TEE 中的所有可信应

用 ，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的修 改权 限设置为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可选 的，所述第一接 收单元 92 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之后 ，还用于：

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权 限和修 改权 限都配

置为所述第一可信应用和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可选 的，所述第二显示单元在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

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之前 ，还用于：

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

可选 的，所述第一检测单元 90 在确定所述终端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

指示信 息时，还用于：

检测是否有针对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

所述第一显示单元 9 1，还用于在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 90 检测到针对第一安

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时，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

安全指示信 息和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对在所述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



的身份信 息校验成功后 ，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

一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入 口；

所述第一接 收单元 92，还用于通过所述更新入 口接收输入 的新的第一安

全指示信 息，将所述输入 的新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 TEE 中，并

针对所述新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配置相应 的访 问权 限和修 改权 限；

所述第一显示单元 9 1，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

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修 改成功的提示信 息和所述新 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所

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为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或任意一个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

信 息。

可选 的，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和所述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为 同一界 面或

不 同界面、且均为终端的 TUI 或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控制的命令行界面。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终端 ，可以用于执行前述 实施例 中和附图 2-8

所述的方法。如 图 10 所示 ，图 10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终端的结构示意图，该

终端 包括显示屏 1001 、处理器 1002 、存储 器 1003 。显示屏 1001 、处理器 1002

以 及 存储 器 1003 相互连接 。本发 明实施例 中不限定上述部件之 间的具体连接

介质 。本发 明实施例在 图 10 中以存储 器 1003 、处理器 1002 以 及 显示屏 1001

之 间通过总线 1004 连接 ，总线在 图 10 中以粗线表示，其它部件之 间的连接

方式，仅是进行示意性说 明，并不引以为限。所述总线可以分为地址总线 、

数据总线 、控制总线等。为便于表示，图 10 中仅用一条粗线表示 ，但并不表

示仅有一根总线或一种类型的总线。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存储 器 1003 ，用于存储处理器 1002执行 的程序代码 ，可

以是 易失性存储 器 （英文：volatile memory ) , 例如 随机存取存储 器 （英文：

random-access memory, 缩写：RAM ) ; 存储器 1003也可以是非 易失性存储器

( 英文：non-volatile memory ) , 例如只读存储 器 ( 英文：read-only memory,

缩写：ROM )，快 闪存储器 （英文：flash memory )，硬盘 （英文：hard disk drive,

缩写：HDD ) 或 固态硬盘 （英文：solid-state drive, 缩写：SSD )、或者存储

器 1003是 能够用于携 带或存储具有指令或数据结构形式的期望的程序代码并



能够 由计算机存取 的任何其他介质 ，但 不限于此 。存储 器 1003 可以是上述存

储 器的组合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处理器 1002 ，可 以是一个 中央处理单元 （英文：central

processing unit, 简称 CPU )。

处理器 1002 用于调动所述存储器 1003 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或指令 ，以执

行前述 实施例 中和附图 2-8 所述的方法，并通过所述显示屏 1001 进行输 出显

示。

基 于上述 实施例 ，参 阅图 11 所示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针对可信应用

的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装置，包括 ：

第二检测单元 110，用于在向可信执行环境 TEE 安装第一可信应用时，

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设置有针对 TUI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所述第二检 测单元 110，还用于在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

信 息时，检测所述终端的 TEE 中已安装的所有可信应用 中是否有至少一个可

信应用设 置有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第二显示单元 111，用于在所述第二检测单元 110 检测所述终端的 TEE

中 已安装 的所有 可信应 用 中至少一个可信应 用设 置有 个性化 安全指 示信 息

时，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一输入接

口，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为其 中一个所述至少一个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

化指示信 息；

第二接收单元 112，用于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收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

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所

述 TEE 中。

可选 的，在所述第二检测单元 110 在检测到所述终端设置有通用安全指

示信 息时，所述第二显示单元 111 还用于：

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

二输入接 口；

所述第二接 收单元 112，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接收所述第一可信



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

存至所述 TEE 中。

可选 的，所述第二显示单元 111 在通过第一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

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和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 ，还用于：

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访 问权 限

的身份校验入 口。

可选 的，所述第二显示单元 111 在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

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 ，还用于：

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

可选 的，所述第二接 收单元 112 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

信 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之后 ，还用于：

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权 限和修 改权 限都配

置为所述第一可信应用和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可选 的，在所述第二接收单元 112 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

示信 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之后 ，所述第二检 测单元 110 还用于：

检测是否有针对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

所述第二显示单元 111，还用于在所述第二检测单元 110 检 测到针对第一

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时，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

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一可信应用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对在所述第一可信应用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 的

身份信 息校验成功后 ，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

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入 口；

所述第二接 收单元 112，还用于通过所述更新入 口接 收输入 的新的第一可

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以及将所述输入 的新 的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

的 TEE 中；



所述第二显示单元 111，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

现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修 改成功的提示信 息和所述新 的

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可选 的，所述第一信 息展示界 面和所述第二信 息展 示界面为同一界面或

不 同界面、且均为终端的 TUI 或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控制的命令行界面。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终端 ，可以用于执行前述 实施例 中和附图 2-8

所述的方法。如 图 12 所示 ，图 12 为本发 明实施例 中终端的结构示意图，该

终端 包括显示屏 1201 、处理器 1202 、存储 器 1203 。显示屏 1201 、处理器 1202

以 及 存储 器 1203 相互连接 。本发 明实施例 中不限定上述部件之 间的具体连接

介质 。本发 明实施例在 图 12 中以存储 器 1203 、处理器 1202 以 及 显示屏 1201

之 间通过总线 1204 连接 ，总线在 图 12 中以粗线表示，其它部件之 间的连接

方式，仅是进行示意性说 明，并不引以为限。所述总线可以分为地址总线 、

数据总线 、控制总线等。为便于表示，图 12 中仅用一条粗线表示 ，但并不表

示仅有一根总线或一种类型的总线。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存储 器 1203 ，用于存储处理器 1202执行 的程序代码 ，可

以是 易失性存储 器 （英文：volatile memory ) , 例如 随机存取存储 器 （英文：

random-access memory, 缩写：RAM ) ; 存储器 1203也可以是非 易失性存储器

( 英文：non-volatile memory ) , 例如只读存储 器 ( 英文：read-only memory,

缩写：ROM )，快 闪存储器 （英文：flash memory )，硬盘 （英文：hard disk drive,

缩写：HDD ) 或 固态硬盘 （英文：solid-state drive, 缩写：SSD )、或者存储

器 1203是 能够用于携 带或存储具有指令或数据结构形式的期望的程序代码并

能够 由计算机存取 的任何其他介质 ，但 不限于此 。存储 器 1203 可以是上述存

储 器的组合 。

本发 明实施例 中处理器 1202 ，可 以 是一个 中央处理单元 （英文：central

processing unit, 简称 CPU )。

处理器 1202 用于调动所述存储器 1203 中存储 的程序代码或指令 ，以执

行前述 实施例 中和附图 2-8 所述的方法，并通过所述显示屏 1201 进行输 出显



示。

综上所述 ，本发 明实施例 中提供一种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方法及设备 ，

该方法为，终端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当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终端检测所述终

端的运行状 态； 当检 测到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安全状 态时，所述终端通过

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输

入接 口接 收输入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并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

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中。这样 ，终端在检测到终端未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

信 息时，在设 置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之前 ，检 测终端的运行状 态，在确保终端

的运行状 态处于安全状 态时，才设 置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这样 能够保证设 置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不被恶意软件或程序攻击或获取 ，保证用户信 息安全 。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可以理解 实现上述 实施例方法中的全部或部分步骤

是可以通过程序来指令处理器完成 ，所述的程序可以存储 于计算机可读存储

介质 中，所述存储介质是非短暂性 （英文：non-transitory ) 介质 ，例如随机存

取存储器，只读存储器，快 闪存储 器，硬盘 ，固态硬盘 ，磁带 （英文：magnetic

tape ) , 软盘 ( 英文 : floppy disk ) , 光盘 ( 英文 : optical disc ) 及其任意组合 。

本发 明是参照本发 明实施例 的方法和设备各 自的流程 图和方框 图来描述

的。应理解可 由计算机程序指令 实现流程 图和方框 图中的每一流程和方框 、

以及流程 图和方框 图中的流程和方框 的结合 。可提供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到

通用计算机 、专用计算机 、嵌入 式处理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 的处理

器以产生一个机 器，使得通过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 的处理器执

行 的指令产生用于实现在流程 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方框 图一个方框或多

个方框 中指定的功能的装置。

以 上 所述 ，仅为本发 明较佳 的具体 实施方式，但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 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本发 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

轻 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因此 ，本发 明

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 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权 利 要 求

1、一种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终端检 测所述终端是 否针对可信用户界 面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当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终端检

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

当检 测到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安全状 态时，所述终端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收输入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并将所

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中。

2、 如权利要 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检 测到所述终端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

所述终端启动后检测到所述 TEE 中存储 的第一可信应用被安装时，通过

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二输入接

口；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接 收输入 的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

安全指示信 息；

所述终端将 所述第一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 至所述 TEE

中。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终端检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包括：

所述终端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统未启动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若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为首次启动 ，若是 ，则进一步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已经完成个人 化 ，若检 测到

所述终端 已经完成个人 化 ，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一安全状 态，所



述安全状 态包括所述第一安全状态。

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终端检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包括：

所述终端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统未启动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若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则检测所述终端是

否为首次启动 ，若是 ，则进一步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已经完成个人 化 ，若检 测

到所述终端未完成个人 化 ，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二安全状 态，所

述安全状 态包括所述第二安全状态。

5、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终端检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包括：

所述终端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统未启动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若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则检测所述终端是

否为首次启动 ，若不是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风 险状 态，通过所述

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所述显示屏上呈现对终端进行 系统重置或继续启动的提

示信 息。

6、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终端检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包括：

所述终端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和富操作 系统都启动完毕 时，检 测所述

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被获取到 系统权 限，若是 ，则进一步检 测所述终端是 否 已经完成个人 化 ，若

检 测到所述终端 已经完成个人化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三安全状

态，所述安全状态包括所述第三安全状态。

7、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终端检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包括：



所述终端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和富操作 系统都启动完毕 时，检 测所述

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被获取到 系统权 限，若不是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风 险状 态，并通

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面在所述显示屏上呈现终端存在风 险的提示信 息。

8、如权利要求 3 或 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确定所述终端

的运行状 态为第一安全状 态或第三安全状 态时，所述终端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

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 ，进一步包括：

所述终端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

验入 口；

所述终端对通过所述身份校验入 口接收的身份信 息进行校验 。

9、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确定所述终端的运

行状 态为第二安全状 态时，所述终端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

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 ，进一步包括：

所述终端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对终端进行个人化 的提

示信 息。

10、如权利要 求 1-9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通过所述

第一输入接 口接 收输入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并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保

存至终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中之后 ，还 包括：

所述终端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权 限配置为所述 TEE 中的所有

可信应用 ，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的修 改权 限设 置为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

11、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 示屏上呈现 所述通用安全指 示信 息和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之

前 ，还 包括：

所述终端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

验入 口。

12、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终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之后 ，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

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权 限和修 改权 限都配

置为所述第一可信应用和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1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终端确定所述终端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还 包括：

终端检测是否有针对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

终端检 测到针对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时，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

所述终端对在所述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 的身份信 息校验成功后 ，通过所述第一

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入 口；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更新入 口接 收输入 的新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

所述终端将所述输入 的新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 TEE 中，并

针对所述新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配置相应 的访 问权 限和修 改权 限；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

修 改成功的提示信 息和所述新 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

为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或任意一个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14、如权利要求 8、9 或 1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和所述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为 同一界面或不 同界 面、且均为终端的 TUI

或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控制的命令行界面。

15、一种针对可信应用的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

终端向可信执行环境 TEE 安装第一可信应用时，检测所述终端是否设置

有针对 TUI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当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终端检 测所述终

端的 TEE 中已安装的所有可信应用 中是否有至少一个可信应用设 置有个性化

安全指示信 息；

若是 ，则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

一输入接 口，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为其 中一个所述至少一个可信应用的个



性化安全化指示信息；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收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

示信息；

所述终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 至所述 TEE

中。

16、如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检测到所述终端设置有

通用安全指示信息时，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

信 息和第二输入接 口；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接收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

示信息；

所述终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 至所述 TEE

中。

17、如权利要求 15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通过第一信息展

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和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 ，还

包括：

所述终端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

访 问权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

18、如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之

前 ，还 包括：

所述终端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 TEE 访 问权限的身

份校验入 口。

19、如权利要求 15-18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将所述第一可

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之后 ，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权 限和修改权 限都配

置为所述第一可信应用和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20、如权利要 求 15-19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将所述

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 TEE 中之后 ，还 包括：

终端检测是否有针对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

终端检 测到针对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时，通

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一可信应用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所述终端对在所述第一可信应

用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 的身份信 息校验成功后 ，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

展 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入 口；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更新入 口接 收输入 的新 的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

指示信 息；

所述终端将所述输入 的新 的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

终端的 TEE 中，并配置所述新的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

权 限和修 改权 限；

所述终端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可信应用

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修 改成功的提示信 息和所述新 的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

化安全指示信 息。

2 1、如权利要求 17、18 或 2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信 息

展 示界面和所述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为同一界面或不同界面、且均为终端的 TUI

或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控制的命令行界面。

22、一种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检测单元 ，用于检测终端是否针对可信用户界面 TUI 设置有通用安

全指示信 息；

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 ，还用于在检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

全指示信 息时，检 测所述终端的运行状态；

第一显示单元 ，用于在检 测到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安全状 态时，通过

第一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

第一接 收单元 ，用于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 收输入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并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中。

23、如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

所述第一显示单元 ，还用于在所述第一检测单元检 测到所述终端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在所述终端启动后检测到所述 TEE 中存储 的第一

可信应用被安装时，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

全指示信 息和第二输入接 口；

所述第一接 收单元 ，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接 收输入 的所述第一

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

24、如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检测单元在检 测

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时，具体用于：

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

统未启动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测

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检测所述终端是否为首次

启动 ，若是 ，则进一步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已经完成个人 化 ，若检 测到所述终

端 已经完成个人化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一安全状 态，所述安全

状 态包括所述第一安全状态。

25、如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检测单元在检 测

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时，具体用于：

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

统未启动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测

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则检测所述终端是否为首

次启动 ，若是 ，则进一步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已经完成个人化 ，若检 测到所述

终端未完成个人化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二安全状 态，所述安全

状 态包括所述第二安全状态。

26、如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检测单元在检 测

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时，具体用于：



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过程 中或可信操作 系统启动完毕后 富操作 系

统未启动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测

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则检测所述终端是否为首

次启动 ，若不是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风 险状 态，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 所述显 示屏上呈现对终端进行 系统重置或继续启动 的提 示信

息。

27、如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检测单元在检 测

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时，具体用于：

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和富操作 系统都启动完毕 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

系统权 限，若是 ，则进一步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已经完成个人 化 ，若检 测到所

述终端 已经完成个人 化 ，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三安全状 态，所述

安全状态包括所述第三安全状态。

28、如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检测单元在检 测

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时，具体用于：

在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和富操作 系统都启动完毕 时，检 测所述终端是否

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若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

系统权 限，若不是 ，则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风 险状 态，并通过所述第

一信 息展 示界面在所述显示屏上呈现终端存在风 险的提示信 息。

29、如权利要求 24 或 27 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一检 测单

元确定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第一安全状 态或第三安全状 态时，所述第一显

示单元在通过第一信 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 ，还用于：

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

以及对通过所述身份校验入 口接收的身份信 息进行校验 。

30、如权利要求 25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一检测单元确定



所述终端 的运行状 态为第二安全状 态时，所述第一显示单元在通过第一信 息

展 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 ，还用于：

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对终端进行个人化 的提示信 息。

3 1、如权利要 求 22-30 任一项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接收单

元在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收输入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并将所述通用安

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中之后 ，还用于：

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权 限配置为所述 TEE 中的所有可信应

用 ，将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的修 改权 限设置为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32、如权利要求 23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显示单元在通过

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所述第二输

入接 口之前 ，还用于：

通过第二信 息展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 。

33、如权利要求 23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接收单元将所述

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之后 ，还用于：

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的访 问权 限和修 改权 限都配

置为所述第一可信应用和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

34、如权利要求 22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检测单元在确定

所述终端针对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还用于：

检测是否有针对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

所述第一显示单元 ，还用于在所述第一检 测单元检 测到针对第一安全指

示信 息的更新请求时，通过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

指示信 息和 TEE 访 问权 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对在所述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 的身

份信 息校验成功后 ，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

全指示信 息的更新入 口；

所述第一接 收单元 ，还用于通过所述更新入 口接 收输入 的新 的第一安全

指示信 息，将所述输入 的新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 TEE 中，并针



对所述新 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配置相应 的访 问权 限和修改权 限；

所述第一显示单元 ，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

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修 改成功的提示信 息和所述新 的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所述

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为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或任意一个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35、如权利要求 29、30 或 34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信 息

展 示界面和所述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为同一界面或不同界面、且均为终端的 TUI

或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控制的命令行界面。

36、一种针对可信应用的安全指示信 息的配置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

第二检测单元 ，用于在向可信执行环境 TEE 安装第一可信应用时，检测

所述终端是否设置有针对 TUI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所述第二检 测单元 ，还用于在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检 测所述终端的 TEE 中已安装的所有可信应用 中是否有至少一个可信

应用设置有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第二显示单元 ，用于在所述第二检测单元检测所述终端的 TEE 中已安装

的所有可信应用 中至少一个可信应用设 置有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时，通过第

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一输入接 口，所述第

一安全指 示信 息为其 中一个所述至少一个可信应 用 的个性化 安全化指 示信

息；

第二接 收单元 ，用于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 收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

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

37、如权利要求 36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二检 测单元在检

测到所述终端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所述第二显示单元还用于：

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

二输入接 口；

所述第二接 收单元 ，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二输入接 口接 收所述第一可信应



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保存

至所述 TEE 中。

38、如权利要求 36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显示单元在通过

第一信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息和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之前，还用于：

通过第二信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息访问权限

的身份校验入 口。

39、如权利要求 38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显示单元在通过

所述第一信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通用安全指示信息和所述第一输

入接 口之前，还用于：

通过第二信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 TEE 访问权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 。

40、如权利要求 36-39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接收单元将所

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之后，还用于：

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的访问权限和修改权限都配

置为所述第一可信应用和终端的可信操作系统。

4 1、如权利要求 36-40 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二接收

单元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之后，所

述第二检测单元还用于：

检测是否有针对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的更新请求；

所述第二显示单元，还用于在所述第二检测单元检测到针对第一可信应

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的更新请求时，通过第二信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

呈现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息和第一可信应用访问权限的身

份校验入 口，对在所述第一可信应用访问权限的身份校验入 口输入的身份信

息校验成功后，通过所述第一信息展示界面在显示屏上呈现所述第一安全指

示信息的更新入 口；

所述第二接收单元，还用于通过所述更新入 口接收输入的新的第一可信



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以及将所述输入 的新 的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

的 TEE 中；

所述第二显示单元 ，还用于通过所述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

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修 改成功的提 示信 息和所述新 的第

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42、如权利要 求 38、39 或 4 1 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信 息

展 示界面和所述第二信 息展 示界 面为同一界面或不同界面、且均为终端的 TUI

或终端的可信操作 系统控制的命令行界面。

43、一种终端 ，其特征在于，包括

显示屏；

存储 器，所述存储器中存储有程序指令 ；

至少一个处理器，用于执行所述程序指令 ；

所述程序指令 包括：

用于检 测所述终端是 否针对可信用户界 面 TUI 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当检 测到所述终端未针对 TUI 设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检测所述终

端的运行状态；

当检 测到所述终端的运行状 态为安全状 态时，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

显示屏上呈现第一输入接 口；

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收输入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并将所述通用安

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终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中。

44、一种终端 ，其特征在于，包括

显示屏；

存储 器，所述存储 器中存储有程序指令 ；

至少一个处理器，用于执行所述程序指令 ；

所述程序指令 包括：



向所述终端的可信执行环境 TEE 安装第一可信应用时，检测所述终端是

否设置有针对 TUI 的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

当检测到所述终端未设 置有通用安全指示信 息时，检测所述终端的 TEE

中已安装 的所有可信应用 中是否有至少一个可信应用设 置有个性化安全指示

信 息；

若是 ，则通过第一信 息展 示界 面在显示屏上呈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和第

一输入接 口，所述第一安全指示信 息为其 中一个所述至少一个可信应用的个

性化安全化指示信 息；

通过所述第一输入接 口接收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

将所述第一可信应用的个性化安全指示信 息保存至所述 TE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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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布 日先 于 国 际 申请 日但 迟 于 所 要 求 的优 先 权 日 的 文 件 同族 专 利 的 文 件

国际检索实际完成 的 日期 国际检索报告 邮寄 日期

2016 年 8月 3 日 2016 年 8月 10 日

ISA/CN 的名称和 邮寄地址 受权官员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ISA/CN)
中国北京市海淀 区蓟 门桥西土城路 6号 100088 李 振 华

传真号 (86-10) 62019451 电话号码 (86-10) 62087678

表 PCT/ISA/210 (第 2页） （2009年 7月）



关于 同族 专利 的信 息
PCT/CN2015/095573

公布 日 公布 日
检 索报 告 引用 的专利 文件 同族 专利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CN 104462942 A 2015 年 3月 25 日 无

CN 103648090 A 2014 年 3月 19 日 无

CN 104754552 A 2015 年 7月 1 曰 WO 2015096757 A1 2015 年 7月 2 日

CN 103856485 A 2014 年 6月 11 曰 无

US 2014095890 A l 2014 年 4月 3 曰 无

表 PCT/ISA/210 ( 同族 专利 附件） （2009年 7月）


	abstract
	description
	claims
	drawings
	wo-search-report
	wo-search-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