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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支持国密算法的SIP安全

认证方法，注册流程包括：服务器收到客户机发

出的注册请求后向客户机会送包含国密SM2数字

证书的质询信息；客户机向服务器发送带国密

SM2数字证书认证的注册信息；服务器使用国密

SM2算法解密后通过认证客户机操作合法性；呼

叫建立流程及呼叫释放流程中的发送或接受的

消息体均通过国密SM2算法进行加密或解密；发

送方用接受方的公钥对消息体加密，并用私钥对

消息体进行签名，然后将含此消息体的请求发送

出去；接受方先用发送方的公钥对消息体进行签

名验证，签名验证通过之后，再用自己的私钥将

消息体解密，获得消息明文。本发明是基于国密

算法实现的SIP安全认证，也具有密钥生成速度

快、加解密速度快、安全性高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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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支持国密算法的SIP安全认证方法，包括注册流程、呼叫建立流程、呼叫释放流

程；其特征在于：

所述注册流程包括：服务器作为接受方收到客户机发出的注册请求后向客户机会送包

含国密SM2数字证书的质询信息；客户机作为发送方向服务器发送带国密SM2数字证书认证

的注册信息；服务器使用国密SM2算法解密后通过认证客户机操作合法性；

所述呼叫建立流程及呼叫释放流程中的发送或接受的消息体均通过国密SM2算法进行

加密或解密；发送方用接受方的公钥对消息体加密，并用自己的私钥对消息体进行签名，然

后将含此消息体的请求发送出去；接受方先用发送方的公钥对消息体进行签名验证，签名

验证通过之后，再用自己的私钥将消息体解密，获得消息明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支持国密算法的SIP安全认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注

册流程包括：

（1）用户首次试呼，代理客户机A向代理服务器发送REGISTER注册请求；

（2）代理服务器通过后端认证获知用户信息不在数据库中，便向代理客户机A回送401 

Unauthorized质询信息，其中包含代理服务器的国密SM2数字证书；

（3）代理客户机A提示用户输入其标识和密码后，再次发送带国密SM2数字证书认证信

息的REGISTER消息给代理服务器；

（4）代理服务器使用国密SM2算法解密REGISTER消息通过认证其合法后，将该用户信息

登记到数据库中，并向代理客户端A返回成功响应消息200  OK。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支持国密算法的SIP安全认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呼

叫建立流程包括：

用户摘机发起呼叫，代理客户机A向其所在区域的代理服务器发起通过代理客户机A加

密的Invite请求；

代理服务器使用国密SM2算法解密并检查请求中的Via头域中包含代理客户机A的地

址，代理服务器在请求信息的Via头域插入自身地址，并向Invite消息的To域所指示的被呼

叫代理客户机B传送代理服务器加密的Invite请求；

代理服务器向代理客户机A发送呼叫处理中的服务器加密的应答信息100  Trying；

代理客户机B使用国密SM2算法解密，并向代理服务器发送呼叫处理中的客户机B加密

的应答信息100  Trying；

代理客户机B指示被呼叫用户振铃，用户振铃后向代理服务器发送客户机B使用国密

SM2算法加密的180  Ringing振铃信息；

代理服务器使用国密SM2算法解密，并向代理客户机A转发服务器使用国密SM2算法加

密的被呼叫用户振铃信息180  Ringing；

被呼叫用户摘机，代理客户机B向代理服务器返回连接成功的客户机B使用国密SM2算

法加密应答信息200  OK；

代理服务器使用国密SM2算法解密，并向代理客户机A转发服务器使用国密SM2算法加

密的成功应答信息200  OK；

代理客户机A使用国密SM2算法解密，然后向代理服务器发送客户机A使用国密SM2算法

加密的确认信息ACK；

代理服务器使用国密SM2算法解密，并向代理客户机B转发服务器使用国密SM2算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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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确认信息ACK；

采用SM3哈希算法，主叫和被叫用户之间建立会话连接开始通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支持国密算法的SIP安全认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呼

叫释放流程包括：

主叫和被叫用户之间通信通话结束后，被叫用户挂机，代理客户机B向代理服务器发送

代理客户机B使用国密SM2算法加密的Bye消息；

代理服务器使用国密SM2算法解密，转发服务器使用国密SM2算法加密的Bye消息至代

理客户机A，同时向后端认证发送用户通话的详细信息，请求计费；

主叫用户挂机后，代理客户机A向代理服务器发送代理客户机A使用国密SM2算法加密

的确认挂断响应信息200  OK；

代理服务器接受解密，再转发服务器使用国密SM2算法加密后的响应信息200  OK到代

理客户机B。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支持国密算法的SIP安全认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国

密SM2数字证书包含证书版本、序列号、颁发者、使用者主体信息、使用者公钥、有效期、证书

扩展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支持国密算法的SIP安全认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M2

证书配套的签名算法是基于SM3的SM2签名算法；所述SM2数字证书用于实现SM2非对称加解

密。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支持国密算法的SIP安全认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注

册流程的步骤（3）中，代理客户机A首先需验证代理服务器国密SM2证书的有效性，若有效，

则获得代理服务器公钥；然后代理客户机A产生一个随机数，并用自己的私钥对该随机数进

行签名，再用代理服务器的公钥对该随机数签名加密，形成带认证的REGISTER消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支持国密算法的SIP安全认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注

册流程的步骤（4）中，代理服务器接收到带认证的REGISTER消息，先用自己的私钥解密，获

取随机数签名；代理服务器收到代理客户机A的国密SM2证书后需检查其有效性，若有效，获

得代理客户机A的公钥，然后对随机数签名进行签名验证；若验证通过，返回代理客户端A成

功响应消息200  OK。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支持国密算法的SIP安全认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M3

算法包括填充、分块、迭代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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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支持国密算法的SIP安全认证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安全认证方法，尤其是一种支持国密算法的SIP安全认证的方法，

可以使用在各种SIP系统应用的多媒体业务中如视频监控、视频会议、语音通话等。

背景技术

[0002] 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会话初始协议）是一种多媒体信令协议，是

一个基于文本的应用层控制协议，用于创建、修改和释放一个或多个参与者间的会话。SIP

广泛应用于电路交换、下一代网络以及IP多媒体子系统的网络中，可以支持并应用于语音、

视频、数据、呈现、即时消息等多种业务。

[0003] 随着SIP协议应用的增多，其数据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一次会话过程中，如

何验证用户注册的身份，如何防止恶意用户对SIP消息进行修改、窃听、发送虚假信息等均

是需要解决的安全问题。上述攻击不但可能会造成会话双方通话中私密信息的泄露，也可

能造成用户与恶意用户建立会话或会话非正常中断，给用户造成损失。要保证上述会话过

程中的数据安全性，即需要保证消息的机密性和完整性，因此本发明考虑对SIP实体之间所

传输的整个消息体都进行加密。

[0004] 随着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国家相关监管机构提出了推动国密算法应用实

施、加强行业安全可控的要求。密码算法是保障信息安全的核心技术，增强我国行业信息系

统的应用安全，摆脱对国外技术和产品的过度依赖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技术方案是一种支持国密算法的SIP安全认证方法，其解决。

[0006] SIP会话使用的组件主要包括SIP用户代理（User  Agent,  UA）和SIP用户服务器

（User  Server,  US）。

[0007] 用户代理是呼叫的终端要素，可分为：客户机端（User  Agent  Client，用户代理客

户机）和服务器端（User  Agent  Server，用户代理服务器）。

[0008] 前者是发起请求的主叫应用，后者是会话的被呼叫端，主要负责接受、重定向或拒

绝请求，给到来的请求发送响应。

[0009] 用户服务器是处理与多个呼叫相关联信令的网络设备，一般基础的SIP会话过程

和协议流程都包括注册、呼叫建立和呼叫释放等流程。

[0010] 1.  注册流程

（1）用户首次试呼时，代理客户机A向代理服务器发送REGISTER注册请求；

（2）代理服务器通过后端认证获知用户信息不在数据库中，便向代理客户机A回送401 

Unauthorized质询信息，其中包含代理服务器的国密SM2数字证书；

具体地，国密SM2数字证书包含证书版本、序列号、颁发者、使用者主体信息、使用者公

钥、有效期、证书扩展项等，SM2证书配套的签名算法是基于SM3的SM2签名算法，即主要应用

了SM2签名算法和SM3摘要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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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SM2算法是一种基于椭圆曲线的非对称加密算法；

优选地，本流程中使用SM2数字证书主要用于实现SM2非对称加解密。

[0011] （3）代理客户机A提示用户输入其标识和密码后，再次发送带认证信息的REGISTER

消息给代理服务器；

具体地，认证信息包括代理客户机A的国密SM2证书（包含使用者公钥）；

具体地，在上述步骤中代理客户机A首先需验证代理服务器国密SM2证书的有效性，若

有效，则获得代理服务器公钥；然后代理客户机A产生一个随机数，并用自己的私钥对该随

机数进行签名，再用代理服务器的公钥对该随机数签名加密，形成带认证的REGISTER消息。

[0012] （4）代理服务器解密REGISTER消息，通过认证其合法后，将该用户信息登记到数据

库中，并向代理客户端A返回成功响应消息200  OK。

[0013] 具体地，代理服务器接收到带认证的REGISTER消息，先用自己的私钥解密，获取随

机数签名。代理服务器收到代理客户机A的国密SM2证书后需检查其有效性，若有效，获得代

理客户机A的公钥，然后对随机数签名进行签名验证。若验证通过，返回代理客户端A成功响

应消息200  OK；

优选地，注册认证通过之后，代理客户机和代理服务器均具有对方的加密公钥；

2. 呼叫建立过程

（1）用户摘机发起呼叫，代理客户机A向该区域的代理服务器发起代理客户机A通过加

密Invite请求；

（2）代理服务器解密，检查请求中的Via头域中是否已包含代理客户机A的地址。若已包

含，代理服务器在请求信息的Via头域插入自身地址，并向Invite消息的To域所指示的被呼

叫代理客户机B传送代理服务器加密的Invite请求；

（3）代理服务器解密，并向代理客户机A发送呼叫处理中的服务器加密的应答信息100 

Trying；

（4）代理客户机B解密，并向代理服务器发送呼叫处理中的客户机B加密的应答信息100 

Trying；

（5）代理客户机B指示被呼叫用户振铃，用户振铃后向代理服务器发送客户机B加密的

180  Ringing振铃信息；

（6）代理服务器解密，并向代理客户机A转发服务器加密的被呼叫用户振铃信息180 

Ringing；

（7）被呼叫用户摘机，代理客户机B向代理服务器返回连接成功的客户机B加密应答信

息200  OK；

（8）代理服务器解密，并向代理客户机A转发服务器加密的成功应答信息200  OK；

（9）代理客户机A解密，然后向代理服务器发送客户机A加密的确认信息ACK；

（10）代理服务器解密，并向代理客户机B转发服务器加密的确认信息ACK；

（11）主叫和被叫用户之间建立会话连接开始通信。

[0014] 优选地，在呼叫建立过程的步骤（1）~（10）中均采用SM2非对称加解密算法，在步骤

（11）中采用SM3哈希算法；

具体地，国密SM3算法是一种哈希算法，在信息安全领域中主要用于计算消息的摘要，

验证消息的完整性。包括填充、分块、迭代压缩3个步骤，是在国际密码算法SHA-256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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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实现的一种算法，适用于商用密码应用中的数字签名和验证消息认证码的生成与验证

以及随机数的生成，可满足多种密码应用的安全需求。

[0015] 3. 呼叫释放过程

（1）主叫和被叫用户之间通信；

（2）用户通话结束后，被叫用户挂机，代理客户机B向代理服务器发送客户机B加密的

Bye消息；

（3）代理服务器解密，转发服务器加密的Bye消息至代理客户机A，同时向后端认证发送

用户通话的详细信息，请求计费；

（4）主叫用户挂机后，用户客户机A向代理服务器发送客户机A加密的确认挂断响应信

息200  OK；

（5）代理服务器接受解密，再转发服务器加密后的响应信息200  OK到用户客户机B。

[0016] 优选地，在呼叫释放过程的步骤（1）中采用SM3哈希算法；在呼叫释放过程的步骤

（2）~（5）中均采用SM2非对称加解密算法。

[0017] 本发明的优点是：

1、支持国密算法的SIP安全认证提高了信息传递的安全性。

[0018] 2、基于国密算法数字证书的SIP消息体加密机制响应了国家相关监管机构的鼓

励，增强我国行业信息系统的应用安全，摆脱对国外技术和产品的过度依赖。

[0019] 3、国密SM2算法保证SIP消息体的机密性，国密SM3算法保证了SIP消息体的完整

性，且基于国密数字证书保证了交换会话加密密钥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图1为注册流程时序图；

图2为呼叫建立时序图；

图3为呼叫释放时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

注册流程：

（1）用户首次试呼时，代理客户机A向代理服务器发送REGISTER注册请求；

（2）代理服务器通过后端认证获知用户信息不在数据库中，便向代理客户机A回送401 

Unauthorized质询信息，其中包含代理服务器的国密SM2数字证书；国密SM2数字证书包含

证书版本、序列号、颁发者、使用者主体信息、使用者公钥、有效期、证书扩展项等，SM2证书

配套的签名算法是基于SM3的SM2签名算法，即主要应用了SM2签名算法和SM3摘要算法；而，

SM2算法是一种基于椭圆曲线的非对称加密算法，本流程中使用SM2数字证书主要用于实现

SM2非对称加解密。

[0022] （3）代理客户机A提示用户输入其标识和密码后，再次发送带认证信息的REGISTER

消息给代理服务器；认证信息包括代理客户机A的国密SM2证书（包含使用者公钥），该步骤

中代理客户机A首先需验证代理服务器国密SM2证书的有效性，若有效，则获得代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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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钥；然后代理客户机A产生一个随机数，并用自己的私钥对该随机数进行签名，再用代理

服务器的公钥对该随机数签名加密，形成带认证的REGISTER消息。

[0023] （4）代理服务器接收到带认证的REGISTER消息，先用自己的私钥解密，获取随机数

签名。代理服务器收到代理客户机A的国密SM2证书后需检查其有效性，若有效，获得代理客

户机A的公钥，然后对随机数签名进行签名验证。若验证通过，返回代理客户端A成功响应消

息200  OK。；

注册认证通过之后，代理客户机和代理服务器均具有对方的加密公钥。

[0024] 实施例2：

在呼叫建立流程中的消息均需要使用国密SM2算法加解密。发送方用接受方的公钥对

消息体加密，并用自己的私钥对消息体进行签名，然后将含此消息体的请求发送出去；接受

方先用发送方的公钥对消息体进行签名验证，签名验证通过之后，再用自己的私钥将消息

体解密，获得消息明文。

[0025] （1）用户摘机发起呼叫，代理客户机A向该区域的代理服务器发起代理客户机A通

过加密Invite请求；

（2）代理服务器解密，检查请求中的Via头域中是否已包含代理客户机A的地址。若已包

含，代理服务器在请求信息的Via头域插入自身地址，并向Invite消息的To域所指示的被呼

叫代理客户机B传送代理服务器加密的Invite请求；

（3）代理服务器解密，并向代理客户机A发送呼叫处理中的服务器加密的应答信息100 

Trying；

（4）代理客户机B解密，并向代理服务器发送呼叫处理中的客户机B加密的应答信息100 

Trying；

（5）代理客户机B指示被呼叫用户振铃，用户振铃后向代理服务器发送客户机B加密的

180  Ringing振铃信息；

（6）代理服务器解密，并向代理客户机A转发服务器加密的被呼叫用户振铃信息180 

Ringing；

（7）被呼叫用户摘机，代理客户机B向代理服务器返回连接成功的客户机B加密应答信

息200  OK；

（8）代理服务器解密，并向代理客户机A转发服务器加密的成功应答信息200  OK；

（9）代理客户机A解密，然后向代理服务器发送客户机A加密的确认信息ACK；

（10）代理服务器解密，并向代理客户机B转发服务器加密的确认信息ACK；

（11）采用SM3哈希算法，主叫和被叫用户之间建立会话连接开始通信。

[0026] 国密SM3算法是一种哈希算法，在信息安全领域中主要用于计算消息的摘要，验证

消息的完整性。包括填充、分块、迭代压缩3个步骤，是在国际密码算法SHA-256基础上改进

实现的一种算法，适用于商用密码应用中的数字签名和验证消息认证码的生成与验证以及

随机数的生成，可满足多种密码应用的安全需求。

[0027] 实施例3：

在呼叫释放流程中的消息也均需要使用国密SM2算法加解密，发送方用接受方的公钥

对消息体加密，并用自己的私钥对消息体进行签名，然后将含此消息体的请求发送出去；接

受方先用发送方的公钥对消息体进行签名验证，签名验证通过之后，再用自己的私钥将消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11756726 A

7



息体解密，获得消息明文。

[0028] （1）采用SM3哈希算法，主叫和被叫用户之间通信；

（2）用户通话结束后，被叫用户挂机，代理客户机B向代理服务器发送客户机B加密的

Bye消息；

（3）代理服务器解密，转发服务器加密的Bye消息至代理客户机A，同时向后端认证发送

用户通话的详细信息，请求计费；

（4）主叫用户挂机后，用户客户机A向代理服务器发送客户机A加密的确认挂断响应信

息200  OK；

（5）代理服务器接受解密，再转发服务器加密后的响应信息200  OK到用户客户机B。

[0029] 因此本发明是基于国密算法实现的SIP安全认证，一方面使用加密算法提高了信

息传递的安全性，消除了注册欺骗、冒充服务器、篡改消息体、中断会话等SIP实体间可能存

在的攻击和威胁；另一方面，同时相较常规国际算法，国密算法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密钥生成

速度快、加解密速度快、安全性高等优势。

[0030] 本发明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任

何熟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

变。因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的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

想下所完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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