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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实施方式包括用于建立安全的无线通

信的系统和方法，包括经由接入点(AP)从移动用

户设备(UE)接收接入所述网络的请求、将第三方

凭证的网页注册选项发送至UE、接收使用所述第

三方凭证的指示、将所述UE重定向至对应的第三

方网站登录页面并且包括识别器、经由AP从所述

UE接收授权，所述授权在将有效的第三方凭证提

供至第三方网站之后已经从第三方网站被发送

至所述UE、生成代理凭证、在数据库中将授权绑

定至代理凭证、经由接入点将代理凭证发送至移

动用户设备并且经由所述接入控制服务器和AP

授权所述UE建立安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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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建立安全的无线通信的系统，包括：

与接入点、数据库、接入控制服务器和网络通信的凭证供应服务器，所述凭证供应服务

器具有处理器和存储器，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配置成：

经由所述接入点从移动用户设备接收接入所述网络的请求；

经由所述接入点向所述移动用户设备发送第三方凭证的网页注册选项；

经由所述接入点从所述移动用户设备接收使用所述第三方凭证的指示；

经由所述网络将所述移动用户设备重定向到对应的第三方网站登录页面，并包括识别

符；

经由所述接入点从所述移动用户设备接收授权，所述授权在将有效的第三方凭证提供

到所述第三方网站之后已经从所述第三方网站被发送到所述移动用户设备；

生成代理凭证；

在所述数据库中将所述授权绑定到所述代理凭证；

经由所述接入点将所述代理凭证发送到所述移动用户设备；

经由所述接入控制服务器和所述接入点授权所述移动用户设备建立安全的连接；

经由所述网络将来自移动用户设备的所述授权交换成来自所述第三方网站的接入令

牌；以及

向所述接入控制服务器发送所述接入令牌以在所述数据库中绑定到与所述移动用户

设备对应的所述代理凭证；

其中，所述接入控制服务器配置成：

在所述移动用户设备预先接入所述网络之后，

经由所述接入点从所述移动用户设备接收所述代理凭证，所述代理凭证在成功登录到

所述第三方网站之后已经被预先发送到所述移动用户设备；

经由所述接入点验证来自所述移动用户设备的所述代理凭证；

检索绑定到接收的代理凭证的所述接入令牌；

经由所述网络将所述接入令牌发送到所述第三方网站进行验证；

如果所述接入令牌有效则经由所述网络从社交网络网站接收更新的接入令牌；以及

经由所述接入点授权所述移动用户设备建立安全的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还配置成：

经由所述网络，请求，

从所述第三方网站接入用户信息的许可；以及

利用所述移动用户设备的位置信息更新所述第三方网站的许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还配置成：

在从所述移动用户设备接收所述授权后，经由所述网络从所述第三方网站请求所述用

户信息；以及

响应于所述请求接收并保存来自所述第三方网站的所述用户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还配置成：

经由所述网络将所述移动用户设备的所述位置信息发送到所述第三方网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代理凭证是用户名和密码凭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代理凭证是客户端证书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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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代理凭证是动态预共享密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第三方凭证是社交网络凭证并且所述第三方

网站是社交网络网站。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识别符是App-ID。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授权是认证码。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

接收授权以及将所述授权交换成接入令牌是经由OAuthv2(RFC-6749)协议。

12.一种用于建立安全的无线通信的方法，包括：

经由与接入点、数据库、接入控制服务器和网络通信的凭证供应服务器，

经由所述接入点从移动用户设备接收接入所述网络的请求；

经由所述接入点向所述移动用户设备发送第三方凭证的网页注册选项；

经由所述接入点从所述移动用户设备接收使用所述第三方凭证的指示；

经由所述网络将所述移动用户设备重定向到对应的第三方网站登录页面，并包括App-

ID；

经由所述接入点从所述移动用户设备接收授权，所述授权在将有效的第三方凭证提供

到所述第三方网站之后已经从所述第三方网站被发送到所述移动用户设备；

生成代理凭证；

在所述数据库中将所述授权绑定到所述代理凭证；

经由所述接入点将所述代理凭证发送到所述移动用户设备；

经由所述接入控制服务器和所述接入点授权所述移动用户设备建立安全的连接；

经由所述网络将来自所述移动用户设备的所述授权交换成来自所述第三方网站的接

入令牌；以及

向所述接入控制服务器发送所述接入令牌以在所述数据库中绑定到与所述移动用户

设备对应的所述代理凭证；

经由所述接入控制服务器：

在所述移动用户设备预先接入所述网络之后，

经由所述接入点从所述移动用户设备接收所述代理凭证，所述代理凭证在成功登录到

所述第三方网站之后已经被预先发送到所述移动用户设备；

经由所述接入点验证来自所述移动用户设备的所述代理凭证；

检索绑定到接收的代理凭证的所述接入令牌；

经由所述网络将所述接入令牌发送到所述第三方网站进行验证；

如果所述接入令牌有效则经由所述网络从社交网络网站接收更新的接入令牌；以及

经由所述接入点授权所述移动用户设备建立安全的连接。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还包括，经由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通过所述网络，请

求，

从所述第三方网站接入用户信息的许可；以及

利用所述移动用户设备的位置信息更新所述第三方网站的许可。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还包括，经由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

在从所述移动用户设备接收所述授权后，经由所述网络从所述第三方网站请求所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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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信息；以及

响应于所述请求接收并保存来自所述第三方网站的所述用户信息。

15.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还包括，经由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

经由所述网络将所述移动用户设备的所述位置信息发送到所述第三方网站。

16.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代理凭证是用户名和密码凭证。

17.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代理凭证是客户端证书凭证。

18.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代理凭证是动态预共享密钥。

19.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三方凭证是社交网络凭证并且所述第三

方网站是社交网络网站。

20.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

接收授权码以及将所述授权交换成接入令牌是经由OAuthv2(RFC-6749)协议。

21.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授权是认证码。

22.一种用于建立安全的无线通信的方法，包括：

经由与凭证供应服务器、接入点、数据库和网络通信的接入控制服务器，

经由所述接入点从移动用户设备接收代理凭证，所述代理凭证在成功登录到第三方网

站之后已经被预先从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发送到所述移动用户设备；

经由所述接入点验证来自所述移动用户设备的所述代理凭证；经由所述接入点授权所

述移动用户设备建立安全的连接；

将接入令牌与接收的代理凭证绑定；

经由所述网络将所述接入令牌发送到第三方网站进行验证；以及

如果所述接入令牌有效则经由所述网络从社交网络网站接收更新的接入令牌。

23.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代理凭证是用户名和密码凭证。

24.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代理凭证是客户端证书凭证。

25.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代理凭证是动态预共享密钥。

26.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代理凭证由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响应于下

述而生成，

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经由所述接入点从所述移动用户设备接收授权，所述授权在将有

效的第三方凭证提供到所述第三方网站之后已经从所述第三方网站被发送到所述移动用

户设备。

27.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代理凭证由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响应于下

述而生成，

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经由所述网络将来自所述移动用户设备的所述授权交换成来自

所述第三方网站的接入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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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凭证的安全的网络接入

[0001] 相关案件

[0002] 本申请与2014年10月1日提交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US61/885,445相关并主张其优

先权。

技术领域

[0003] 本申请涉及安全无线通信的领域。

背景技术

[0004] 当前的无线系统和方法不允许使用来自第三方源的凭证建立安全无线连接。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用于使用第三方凭证提供加密无线连接的方法、系统和装置。

[0006] 本文中的某些示例实施方式包括用于建立安全无线通信的系统和方法，包括用于

建立安全无线通信的系统，包括与接入点通信的凭证供应(provisioning)服务器、数据库、

接入控制服务器和网络，凭证供应服务器配置成经由所述接入点从移动用户设备接收接入

所述网络的请求、经由所述接入点将第三方凭证的网页注册(sign-in)选项发送至移动用

户设备、经由所述接入点从所述移动用户设备接收使用所述第三方凭证的指示、经由所述

网络将所述移动用户设备重定向至对应的第三方网站登录(login)页面，并且包括识别符、

经由接入点从所述移动用户设备接收授权，所述授权在将有效的第三方凭证提供至第三方

网站之后已经从第三方网站发送至移动用户设备、生成代理凭证、在所述数据库中将授权

绑定至代理凭证、经由接入点将代理凭证发送至移动用户设备并经由所述接入控制服务器

和接入点授权移动用户设备建立安全的连接。

[0007] 在某些示例实施方式中，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进一步配置成经由所述网络请求从

所述第三方网站接入用户信息的许可以及用所述移动用户设备的位置信息更新第三方网

站的许可。

[000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进一步配置成经由所述网络在从所述移

动用户设备接收授权之后从所述第三方网站请求所述用户信息并响应于所述请求接收并

保存来自所述第三方网站的用户信息。

[0009] 进一步地，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进一步配置成经由所述网络

将所述移动用户设备的位置信息发送至第三方网站。并且，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接入控制服

务器配置成在移动用户设备先前地接入所述网络之后经由所述接入点从移动用户设备接

收代理凭证，所述代理凭证在成功登录到第三方网站之后已经被预先发送至移动用户设

备、经由所述接入点从移动用户设备验证代理凭证、绑定接入令牌(token)与接收的代理凭

证、经由所述网络将接入凭证发送到第三方网站进行验证、如果接入令牌有效则经由所述

网络从社交网络网站接收更新的接入令牌以及授权移动用户设备经由接入点建立安全的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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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在某些示例实施方式中，所述代理凭证是用户名和密码凭证、客户端证书

(client-certificate)凭证和/或动态预共享密钥。在一些实施方式中，第三方凭证是社交

网络凭证并且第三方网站是社交网络网站。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识别符为应用ID(App-

ID)。并且，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授权为认证码。

[001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凭证供应服务器进一步配置成经由所述网络将来自移动

用户设备的授权交换成来自第三方网站的接入令牌，并将接入令牌发送到接入控制服务器

以在数据库中绑定到与移动用户设备对应的代理凭证。

[0012] 并且，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可以使用OAuthv2(RFC-6749)协议接收授权并将所述授

权交换成接入令牌。

[0013] 示例实施方式还包括用于建立安全无线通信的系统和方法，包括经由与凭证供应

服务器、接入点、数据库、和网络通信的接入控制服务器，经由接入点从移动用户设备接收

代理凭证，所述代理凭证在成功登录到第三方网站之后已经从凭证供应服务器被预先发送

至移动用户设备、经由所述接入点从移动用户设备验证代理凭证、取回绑定到接收的代理

凭证的接入令牌、经由所述网络将接入令牌发送到第三方网站进行验证、如果接入令牌有

效则经由所述网络从社交网络网站接收更新的接入令牌以及授权移动用户设备经由接入

点建立安全的连接。

[0014] 在一些示例实施方式中，响应于凭证供应服务器经由接入点从移动用户设备接收

授权，所述授权在将有效的第三方凭证提供至第三方网站之后已经从第三方网站发送至移

动用户设备、将来自移动用户设备的授权交换成来自第三方网站的接入令牌，而由凭证供

应服务器生成所述代理凭证。

[001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接入控制服务器将接入令牌与接收的代理凭证绑定在一起、

经由所述网络将接入令牌发送到第三方网站经行验证并且如果所述接入令牌有效则经由

所述网络从社交网络网站接收更新的接入令牌。

[0016] 根据下面的详细描述，结合附图，本发明的其他特征和优点将变得明了，所述附图

通过举例的方式示意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各种特征。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好地理解在本申请中描述的实施方式，结合下列附图将对下面的具体实施

方式进行参考，在附图中相同的参考标记在前后附图中指代对应的部分。

[0018] 图1是框图，示出了与本文描述的创造性方面一致的示例架构图。

[0019] 图2A是消息传送图，示出了与本文描述的创造性方面一致的示例消息流。

[0020] 图2B是另一消息传送图，示出了与本文描述的创造性方面一致的示例消息流。

[0021] 图3是另一消息传送图，示出了与本文描述的创造性方面一致的在初始连接之后

的示例消息流。

[0022] 图4是与本文描述的创造性方面一致的示例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现在将详细对实施方式进行参考，实施方式的示例示意于附图中。在下面的具体

描述中，阐述了多处具体细节以便提供对本文呈现的主题的充分理解。但是，将对本领域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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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所述主题可以在没有这些具体细节的情况下被实践。另外，本文

描述的特定实施方式通过举例的方式提供并且不应当用于将本发明的范围限制于这些特

定实施方式。在其他实例中，没有详细描述周知的数据结构、时序协议、软件操作、程序和部

件，以避免不必要地使得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各个方面模糊不清。

[0024] 概述

[0025] 本文公开的某些实施方式提供用于移动装置或用户设备(UE)使用某种类凭证建

立至802.11接入点(AP)的安全空中链路连接的系统和方法。在某些实施方式中，这样的凭

证可以是先前建立的用户第三方网站凭证。第三方网站凭证的示例可以是社交媒体或社交

网络(SN)凭证。

[0026] 当今UE很普及并且其用于通过导线和无线地接入网络例如互联网。如果不被加

密，则无线连接将遭受探听、窃听和恶意攻击。并且，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使用HTTPS的

在线银行业务，其基于SSL/TLS)可以建立安全的端对端的网络隧道，然而，这样的网络隧道

仍然使得UE和AP之间的空中链路畅通无阻，没有加密保护。因此，不使用安全的端对端的网

络隧道的流量遭受探听。使用在无线服务提供商和提供凭证的网站的运营商之间建立的协

定，可以允许消费者利用预先存在的网站凭证来允许它们的UE登录到并建立与AP的经加密

空中链路。

[0027] 应当注意到，本文讨论的UE可以是配置成无线通信的任何数量的装置，例如但不

限于智能电话、膝上型计算机、网本、超级本、平板电脑、手持计算机等。这些可以使用某些

网络AP通过无线连接的方式连接至互联网。

[0028] 另外，应当注意，某些标准例如IEEE  802 .11可以被用于UE和AP之间的无线电通

信。这些提供互联网接入的AP可以具有“热点”功能，包括标准推进到称为热点2.0(HS2.0)

的热点和Wi-Fi连接。热点2.0技术由Wi-Fi联盟开发并且允许至热点的UE自动并且安全的

连接。尽管不限于HS2.0，然而本文公开的示例使用HS2.0示例以便将本公开置于上下文中。

因此，尽管不限于HS2.0，然而本文公开的实施方式可以使用HS2.0技术被利用。

[0029] 安全示例

[0030] 当今UE被用于接入网络诸如互联网，在某些情形中经由无线连接接入所述网络。

当无线连接使用Wi-Fi技术时，当利用WPA2企业级(WPA2-Enterprise)安全时UE安全和用户

安全得以增强。WPA2企业级安全包括三种技术：802 .1X(基于端口的网络接入控制)、

802.11i(802.11空中链路加密)和EAP认证；当成功应用WPA2企业级安全时，UE和AP之间的

空中链路被加密。这种加密提供了机密性保护、完整性保护、重发保护(re pla y 

protection)和免受所谓的“中间人(man-in-the-middle)”攻击的保护。

[0031] WPA2企业级安全的一部分是相互认证，其中UE认证诸如认证、授权和计费(AAA)服

务器之类的接入控制服务器的身份，从而确保其被连接至预期Wi-Fi网络并且所述网络认

证UE的身份。这样的接入控制服务器处置用于接入网络资源的请求并能够经由例如RADIUS

协议提供诸如认证、授权和计费之类的服务。可以使用由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标准化

的EAP(可扩展认证协议，见RFC-3748)方法中的一种来实施相互认证，例如EAP-隧道传输层

安全(EAP-TTLS)(见RFC-5281)。在成功的EAP交换完结时，AAA服务器向AP分发主会话密钥

(MSK)并且UE本地地计算其自己的MSK，在成功时该MSK具有与被分发到AP的MSK相同的值。

然后，所述MSK与802.11i加密协议一起被使用以生成成对临时密钥(PTK)，用于加密UE和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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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单播传输并且用于传输群组临时密钥(GTK)，用于加密从AP至UE的广播和多播传输。

[0032] 独立于Wi-Fi技术，IETF已经开发了利用认证并且在万维网中普遍地被使用的其

他协议。两个示例是超文本传输协议安全(HTTPS)，其是通过传输层安全(TLS)的HTTP；见用

于HTTP的RFC-2616和用于TLS的RFC-5246以及HTTP摘要(见RFC-2617)。在HTTPS中，TLS层可

以配置为对于客户端匿名，意味着客户端使用服务器的X.509证书认证服务器但是服务器

不认证客户端。通过使客户端将统一资源定位符(URL)编码的用户名/密码提供到服务器，

可以在TLS隧道已经被成功建立之后执行客户端认证，通过HTTP传输，在加密的TLS隧道内

部。HTTPS和HTTP摘要都支持相互认证。但是，这些技术中没有一种提供或生成能够与

802.11i一起使用以使Wi-Fi空中链路安全的MSK。

[0033] 许多网站具有大的用户数据库，所述用户数据库的用于已经被颁发用户名/密码

凭证并且可以通过利用这些凭证用于其他目的例如用于无线网络接入而获益。

[0034] 已经将用户名/密码凭证颁发给大量用户的网站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仅举几个

例子，诸如Facebook、Google、Google+、MySpace、LinkedIn、TripIt、Twitter、Yammer和

Yahoo！等的SN网站。SN网站的用户可能想要使用其凭证用于Wi-Fi网络接入和/或用其当前

位置更新其SN主页(即，“签到(check-in)”)。SN网站可能想要支持凭证的这些使用作为将

其广告延伸到提供公共Wi-Fi网络接入的场地业主的手段。也存在已经颁发用户名/密码凭

证的其他网站，其可能想要利用所述用户名/密码凭证以进行Wi-Fi网络接入，例如零售和

酒店会员网站。

[0035]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用户认证一旦被成功完成，则AAA服务器可以在用户的社交媒

体主页上发布更新和/或检索关于用户的信息。应当注意，在某些实施方式中，当用户授权

了提供公共Wi-Fi网络接入的场地业主使用其社交网络网站凭证，则他们也授权社交网络

网站API提供被用户视作可共享的某些个人信息。例如，AAA服务器可以更新用户的UE登录

的场地名和位置，例如在123主街的特定咖啡店。并且，AAA服务器可以从示例SN网站API检

索用户的好友列表、其最爱的食物以及其他个人信息。转而，AAA服务器可以将该信息传送

到基于位置的服务引擎，所述服务引擎可以提供所述场地推广的某种类的顾客提升。这种

信息用于无线服务提供商来说可能是有价值的，因为其可以允许热点运营商提供某种程度

的个人化服务至用户。例如，所述场地可以给用户提供其最爱的饮料的优惠券或者也许可

以在用户下次带来其在列表上的好友时提供免费饮料。

[0036] 并且，存在用户为什么希望使用预先存在的SN账户凭证来登录网络的各种原因。

所述用户可能想要其社交网络好友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会发现他们的SN凭证使得他们获

得在潜在的许多场地的Wi-Fi接入以接入互联网是有用的。此外，通过结合SN账户到无线服

务提供商的登录，可能存在对于用户来说是符合资格的推广，如上面说明的那样。

[0037] 许多SN网站支持被称为OAuth  2.0(见IETF  RFC-6749)的认证技术。本文描述的实

施方式包括能够利用OAuth  2.0授权协议和热点2.0版本2在线注册(场地内(in-venue)、点

上(on-the-spot)的凭证供应)的系统和方法，从而以在公共无线接入网络中生成能够使用

WPA2企业级的MSK的方式提供无线网络接入。这样，这些系统和方法提供至Wi-Fi热点的新

设备入网(on-boarding)，允许消费者或“携带自己的设备(BYOD)”至网络。

[0038] 示例流

[0039] 在示例情况中，用户(消费者)步入配备有用于为其消费者提供无线互联网接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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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的热点位置。在某些实施方式中，示例AP配置成使用WPA2企业级安全。希望连接到互联网

的用户被要求登录到无线服务提供商账户，其必须利用运营这些无线AP的个体无线服务提

供商公司而建立。在这个示例中，初始，UE的连接管理器不具有可以被用于利用热点进行认

证的凭证。所要求的是让每个用户利用它们选择要使用的个体无线服务提供商来建立登录

凭证(例如，用户名和密码)。所述登录凭证可以在登录到由那个特定无线服务提供商所经

营的任何AP时被使用。

[0040] 然而，所述用户可以具有对于示例SN网站的用户名/密码凭证。另外，所述SN网站

在该示例中支持OAuthv2。并且，本地热点中的AP配置成使用热点2.0版本2，其包括在线注

册能力。本文的实施方式描述了用于使服务器以使用预先存在的SN凭证用于用户认证、接

着生成MSK从而促成根据WPA2企业级协议的空中链路加密的方式使用OAuthv2连同热点2.0

在线注册协议的系统和方法。应当注意，OAuthv2不生成MSK。上面提及的服务器是实施热点

功能的服务器(或服务器群组或功能分布在多个服务器之间)。

[0041] 在某些实施方式中，用户通过登录到SN网站并授权无线服务提供商使用他们的SN

身份来建立其身份。一旦这样地被授权，在线注册(OSU)服务器就创建“代理凭证”，其然后

绑定到用户的SN身份。对术语OSU服务器的使用不打算进行限制。在此可以使用任何数量的

服务器，包括但不限于凭证供应服务器。OSU服务器提供本文所述的凭证供应功能就足够

了。

[0042] 还应当注意，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了解，本文描述的构思能够同等地适用在另

一凭证被用于创建代理凭证以促成对空中链路的加密的情形中。

[0043] 热点2.0在线注册协议被用于建立并给移动装置供应所谓的“代理凭证”。代理凭

证可以是用户名和密码凭证或X.509客户端证书凭证。尽管在本发明中称为“代理凭证”，但

是其可以与WPA2企业级一起使用的用户名/密码或客户端证书凭证并无不同。照此，在EAP

认证之后，UE和AP分别生成或获取MSK，其转而被用于加密空中链路上的通信。在热点的OSU

服务器对UE供应代理凭证之后，其还将代理凭证供应到无线服务提供商的(热点运营商的)

AAA服务器以用于将来使用。之后，UE可以使用利用热点2.0协议的代理凭证以自动并且安

全地登录到由无线服务提供商运营的热点。

[0044] 因此，当消费者回到热点时(在初始位置或另一位置)，UE能够自动并且自主地根

据热点2.0协议使用代理凭证以登录到热点。当热点的AAA服务器接收到UE的认证请求时，

其与SN网站核对以确认用户的使用他/她的SN凭证的授权仍然生效，如果是这样，则认证UE

并授权其用于Wi-Fi接入。

[0045] 示例中的概述表示

[0046] 现在详细转到图1，其描绘了用户经由UE  110可以如何利用现有凭证登录到无线

服务提供商并且从而建立安全空中链路的示例实施方式。在这个示例中，热点具有两个同

时运营的WLAN——安全WPA2企业级WLAN和被用于在线注册的开放WLAN。另外，热点运营商

已经与SN网站预先做出安排以使用SN的用户的凭证提供Wi-Fi接入。当做出了这种安排，热

点运营商从SN网站获取“App-ID”，其可以识别所述热点运营商。在一些实施方式中，App-ID

可以唯一到识别热点运营商。如将要被描述的，App-ID可以被用在热点的OSU服务器和SN网

站之间的某些消息交换中。应当注意，不打算对术语App-ID的使用进行限制，因为其在各种

实施方式中可以是任何数量的识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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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首先，UE  110来到接入点(AP)115的范围内并且使用热点2.0协议确定其不具有加

入热点的适当安全凭证。这样，替代地，UE关联至用于在线注册的开放SSID。在步骤101中，

UE经由门户(portal)126接收OSU网页127并经由UE  110将其呈现给用户。OSU网页可以呈现

让用户登录并使用无线服务提供商服务的各种选择，其中一种选择可以是经由所述用户的

预先存在的SN凭证127，例如其用户名和密码。

[0048] 接着，在所述示例中，在步骤102，如果用户点击在使用他们预先存在的SN凭证的

选择上，则UE浏览器被门户重定向到合适的SN网站。在UE浏览器被重定向到SN网站之前，门

户126将App-ID或无线服务提供商的识别符添加到重定向URL，其致使SN网站向用户显示无

线服务提供商或其他客户信息，在这个示例中为接入用户的SN网页和/或信息的“Green 

Wi-Fi的”(示例的服务提供商)请求。用户被提供使用其先前建立的SN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

SN网站的能力。

[0049] 如果用户提供适当的凭证，则SN网站向UE发送认证码(Authentication  Code)。应

当注意，不打算对术语“认证码”的使用进行限制。可以使用各种授权中的任一个；授权码指

示来自SN网站的授权就足够了。用户还可以给予授权以允许无线服务提供商，在这个示例

中为“Green  Wi-Fi的”身份管理器和AAA(此处一起为IDM)123，以接入来自在各种层次的特

定SN网站的某些用户信息或执行某些行为。例如，某些层次可以允许所述系统接入来自用

户的SN账户的个人信息，例如人口统计信息、好友信息、到访位置的历史等。某些示例可以

允许所述系统接入用户的账号并将“签到”发布写到用户的SN网页。然后，继续示例实施方

式的步骤103，UE  110而后可以利用认证码或由SN网站提供的授权被SN网站132重定向到门

户126。

[0050] 然后，在某些示例实施方式中，在步骤104中，OSU服务器经由IDM  123将请求直接

发送到SN网站服务器130以将认证码交换成接入令牌。一些SN网站将认证码的生存时间

(lifetime)限制到短时间间隔，例如两小时。因此，无线服务提供商具有多达两个小时以将

认证码交换成接入令牌。在某些情况中，接入令牌在持续较长的时期保持有效，例如六十

天。一旦接入令牌过期，则无线服务提供商需要获取新的认证码和接入令牌以便继续接入

所述SN用户的凭证。无线服务提供商按照下述方式使用接入令牌。

[0051] 一旦OSU服务器120具有接入令牌，其就创建至代理凭证的绑定并将绑定、接入令

牌和代理凭证存储在其本地用户数据库中，所述数据库在这个示例中与IDM  123通信。接

着，在步骤105中，供应服务器(PS)125生成代理凭证，所述代理凭证被发送到UE  110，以(在

这个示例中)使用热点2.0版本2的方法对其供应。

[0052] 在不使用接入令牌的示例实施方式中，OSU服务器或代理凭证服务器可以在数据

库中绑定代理凭证和授权。

[0053] 一旦被供应，UE能够切换到AP的经加密的无线局域网(WLAN)。为了切换(在初始位

置或当用户之后回到相同位置或在可以使用代理凭证的另一位置时)，UE自动并且自主地

根据热点2.0协议使用代理凭证以登录到热点。当热点的AAA服务器接收UE的认证请求时，

其将接入令牌发送到SN网站以确定用户的使用他/她的SN凭证的授权仍然有效。如果接入

令牌被SN网站接受，则用户的授权仍然有效；如果是这样，AAA服务器认证UE的代理凭证，并

且如果成功，则授权移动装置用于Wi-Fi接入。如果接入令牌没有被SN网站接受，则用户的

授权已经过期或被撤销，因此AAA服务器拒绝UE的代理凭证认证请求并且不授权移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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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Wi-Fi接入。

[0054] 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了解，代理凭证可以替代地是动态、预共享密钥。当Wi-Fi安全

被配置成使用WPA个人级或WPA2个人级(其利用预共享密钥来建立密码密钥)时可以由服务

器颁发动态、预共享密钥。

[0055] UE没有被预先认证时的详细示例消息序列

[0056] 为了帮助示意本文中的某些实施方式，在示例2A和2B中提供了详细的消息序列

图。

[0057] 图2A描绘了示例消息序列，详述了本文公开的方法和系统中使用的示例序列和步

骤。图2B描绘了如上所述的在SN凭证已经被用于登录并且绑定已经发生之后的示例热点

2.0步骤。再次使用了SN示例，但是SN不应被解读为进行限制而仅仅是示意性的。

[0058] 图2A包括UE  210、AP  212以及示出为例如容纳在OSU  220中的某些联网方面。这些

包括被称为D刀片(D-blade)222的数据平面模块，其是通过OSU和集成数据库管理和AAA服

务器(IDM)233转发数据包的数据转发引擎，数据库，在此为分布式数据库224，诸如运行

Cassandra的服务器，供应服务器(PS)225，其使用热点2.0方法对UE供应安全凭证，以及门

户226，其充当用户经由UE浏览器的界面。安全凭证可以是用户名/密码或X.509v3客户端证

书。还示出证书CA  228，其可以被用于按需要创建X.509v3客户端证书。还示出SN网站230。

[0059] 应当注意，在上面的示例中，使用了D刀片，因为其充当接入列表(ACL)执行器，以

允许仅OSU/SN相关的包被路由至OSU模块和SN登录网站。不同的示例实施方式可以将这样

的能力部署在AP上而不是在D刀片上。

[0060] 注意，在下面段落中的示例步骤是对这样的步骤进行示意——所述步骤是在SN网

站和场地运营商使用WPA2企业级创建安全Wi-Fi会话时热点2.0消息序列连同OAuth  2

(RFC-5746)消息中的步骤。

[0061] 转到图2A中的消息传送交换示例，在其中UE210没有已经具有被用于登录到无线

服务提供商热点的凭证，但是在凭证中确实具有SN登录，UE  210在250向AP  212传输消息。

在这个步骤，UE使用热点2.0方法确定其不能加入在热点处的WPA2企业级SSID，原因是其不

具有有效的安全凭证并且因此决定注册以用于Wi-Fi接入。

[0062] 接着，UE  210和AP  212在UE  210关联到AP  212上的注册SSID时交换消息252。

[0063] 然后，在UE  210经由D刀片222建立与PS  225的传输层安全(TLS)连接时，进行消息

交换254。应当注意，在某些实施方式中，在此处不需要D刀片222。

[0064] 接着，从UE  210发送消息256以与根CA(Root  CA)240验证PS的服务器证书或OSU服

务器证书没有被撤销。这个程序使用在线证书状态协议(OCSP)来经由D刀片222使OSU证书

生效。应当注意，在某些实施方式中在此处D刀片不是必要的。

[0065] 接着，发送消息258，由UE  210经由D刀片222至PS  225的sppPostDevData请求(简

单对象访问协议SOAP-XML)。应当注意，在某些实施方式中在此处D刀片222不是必要的。

sppPostDevData请求是发起凭证供应(例如，在线注册)的热点2.0请求方法。

[0066] 然后，发送SOAP-XML消息260，从PS  225回到UE  210，启动到URL的浏览器的命令，

所述URL是门户226的URL。

[0067] UE  210然后经由D刀片222使用HTTPS与用于门户注册页的门户226交换消息262。

应当注意，在某些实施方式中在此处D刀片222不是必要的(D刀片被用作接入控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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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执行器，以允许仅OSU/SN相关的包被路由至OSU模块和SN登录网站。如果这些接入限

制不被需要或者由一些其他网络部件执行，则不使用D刀片)。一旦用户的移动装置呈现门

户注册网页，UE  210用户可以“使用SN凭证接入Green  Wi-Fi的热点”。

[0068] 消息然后被交换264，以重定向到SN  230，其中门户226经由D刀片222添加识别符

或App-DI、重定向_URI(redirect_URI(回到门户))。应当注意，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消息264

可以不需要经由D刀片222被发送。

[0069] UE  210然后与SN网站230交换消息266，以经由D刀片222交换SN登录对话并确认PS

客户端许可(如上所述)。应当注意，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消息266可以不需要经由D刀片222被

发送。

[0070] 然后，SN网站230可以传输消息以利用认证码或授权重定向268UE  210。

[0071] UE  210然后经由D刀片222利用认证码或授权将确认消息270发送到门户226。应当

注意，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消息270可以不需要经由D刀片222被发送。

[0072] 门户226将注册请求发送到IDM  272。

[0073] IDM与SN网站交换消息274，从而如先前所述地，其将认证码与来自SN的接入令牌

交换。IDM将令牌保存在数据库224中。这允许在未来的一天在用户回来并尝试加入热点时

IDM查找接入令牌。

[0074] 接入令牌和IDM223可以将对于使用SN的用户凭证的请求的确认或失败通知278的

响应发送到门户226。

[0075] 最终280，门户226发送最终的“HTTP重定向302”到UE  210。如果使用SN的用户的凭

证用于Wi-Fi接入的请求失败(通知提供在消息228中)，则门户226在这个步骤中通知UE 

310。这完成了这个示例中授权的SN部分。

[0076] 接着描述对用户的UE供应代理凭证具体地是X.509v3客户端证书并且然后绑定SN

凭证与所述系统颁发的代理凭证(新的X.509v3客户端证书凭证)的步骤。

[0077] 接着，在这个示例中，如图2B所示，进行热点2.0交换以完成在线注册程序。UE  210

发送SOAP-XML指示信息282，所述信息282指示用户已经完成将所有对于SN网站所有必要的

信息供应到PS  225。这可以是PS的信号以发起证书凭证登记(enrollment)。登记是由热点

2.0使用的用于向移动装置颁发客户端证书的名字。

[0078] 接着，利用消息284，PS  225将证书登记请求(SOAP-XML)消息发送到UE  210。

[0079] UE  210然后经由D刀片222交换基于HTTPS的消息286至PS225以执行证书登记

(EST，见，通过安全传输的登记，IEFT  RFC-7030)。应当注意，在某些实施方式中要交换消息

289，在此处不需要D刀片222。然后，PS  225与CA  228交换消息以生成客户端证书，其被供应

至UE。

[0080] 在UE  210成功安装证书之后，UE向PS  225发出成功指示290的信号。

[0081] PS  225交换消息292以从IDM  223获得热点2 .0按照提供商订阅管理对象

(PerProviderSubscription  Management  Object，PPS  MO)。PPS  MO包含用于UE的连接管理

器设置、用于服务提供商的识别信息(例如，Green  Wi-Fi)以及与凭证有关的其他元数据。

[0082] PS  225然后发送消息294以将PPS  MO供应给UE  210。

[0083] UE  210然后经由D刀片222将PPS  MO成功安装的消息296发送到PS  225，(SOAP-

XML)。应当注意，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消息296可以不需要经由D刀片222被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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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PS  225发送注册成功的消息298至UE  210，(SOAP-XML)。

[0085] 并且，UE  210经由D刀片222发送消息299至PS  225，以指示释放TLS(SOAP-XML)。这

然后允许AP和UE之间经加密的通信，因为适当的证书和/或MSK被供应给UE。应当注意，在某

些实施方式中消息299可以不需要经由D刀片222被发送。

[0086] 在预先认证之后的消息传输示例

[0087] 上面示出的图2A和2B中的示例是在UE先前并没有使用SN凭证被连接时的示例。图

3描绘了其中用户310已经到访热点并且客户端证书已经由生成的接入令牌被供应给用户

310的示例，所述客户端证书由OSU服务器绑定到其SN凭证。

[0088] 在所述示例中，图3，示例UE  310来到AP  312的范围中并希望与AP  312关联，所述

AP将消息350发送到UE  310。所述UE的连接管理器可以使用802.11u  GAS/ANQP，或另一通用

广告服务/接入网络查询协议，以确定其是否具有来自Wi-Fi网络的漫游合作商或Wi-Fi热

点运营商自身任一者的凭证。

[0089] 接着，AP发送其能够认证来自无线服务提供商的凭证的消息352到UE，例如经由根

据先前示例的场所“Green-Wi-Fi”。

[0090] 然后，UE  310与AP  312交换消息354以关联到AP  312。

[0091] UE  310与AP  312交换消息356，AP  312转而经由D刀片服务器322与IDM  323交换消

息358，以发起与无线服务提供商的AAA服务器323的EAP-TLS认证交换。在这个步骤中，AAA

服务器开始认证UE的代理凭证(其为X .509v3客户端证书)。注意，EAP-TLS是当UE具有

X.509v3客户端证书时使用的方法。应当注意，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消息358可以不需要经由D

刀片222被发送。

[0092] 接着，当IDM  323中的AAA服务器接收客户端证书时，其将消息发送到数据库324，

所述数据库324转而将关于用于所述用户的示例SN网站接入令牌的消息362发回。

[0093] 然后，IDM  323将带有接入令牌的消息364发送到示例社交网络网站330API。转而，

所述SN网站发送带有更新的接入令牌的消息336。

[0094] 如果更新成功，则用户没有吊销使用示例SN网站凭证的许可并且EAP认证应当继

续。

[0095] 接着，经由D刀片322在IDM  323中的AAA服务器和AP  312之间进行消息交换368，关

于EAP成功和经由RADIUS的接入接受(成功)。应当注意，在某些实施方式中消息368可以不

需要经由D刀片222被发送。

[0096] 然后，AP  312和UE  310交换关于802.11四路握手(4WHS)的消息370，以建立层2安

全关联(WPA2企业级安全)。注意：如果接入令牌更新失败，则用户认证应当失败并且UE应当

从Wi-Fi网络解除认证(在这种情形中，RADIUS接入拒绝消息被发送到AP)。

[0097] 这之后允许在AP和UE之间经加密的通信。

[0098] 示例总结

[0099] 图4示出了利用本文描述的某些实施方式的示例总结的流程图。首先，410凭证供

应服务器首先从移动用户设备接收接入网络的请求。之后420，凭证供应服务器向移动用户

设备发送第三方凭证的网页注册选项。然后430凭证供应服务器从移动用户设备接收使用

所述第三方凭证的指示。然后440凭证供应服务器经由网络将移动用户设备重定向到对应

的第三方网站登录网页并且包括识别符。然后450凭证供应服务器从移动用户设备接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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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码或授权，所述接收认证码或授权在将有效的第三方凭证提供到第三方网站之后已经从

第三方网站发送到移动用户设备。然后460凭证供应服务器生成代理凭证并在数据库中将

授权绑定到代理凭证。然后470凭证供应服务器经由接入点将代理凭证发送到移动用户设

备。最后480凭证供应服务器授权移动用户设备建立安全的连接。

[0100] 具有单个外壳的示例实施方式

[0101] 应当注意，在附图中，某些功能和部件部分被示出为分组成一个单元，在线注册服

务器(OSU)120。但是这仅是示例性和示意性的。例如，在图1中，OSU  120示出为包括门户

126、IDM  123或AAA服务器、供应服务器(PS)125。并且在图2中，OSU  220示出为包括D刀片

222、IDM  223、数据库224、PS  225、门户226和证书228。数据库224可以是任何的分布式数据

库，例如Cassandra数据库，以便提供遍及OSU节点的复制，从而促成运营者部署的大规模可

缩放性。但是，任一或者所有这些部件不需要单个地容纳到一个部件中，OSU  120和220等。

代替地，所述部件部分可以以任何方式分组。但是在本文的这些示例实施方式中，某些部件

部分被分组成一个产品外壳，OSU  120、220、320。

[0102] 结论

[0103] 应当注意，术语“热点”仅以示例性的方式使用。本文公开的创造性方面可以与许

多不同种类的无线通信接口和标准一起使用。贯穿本文，Wi-Fi标准是以示例性方式使用

的。

[0104] 如本文所公开的，与本发明一致的特征可以经由计算机硬件、软件和/或固件来实

施。例如，本文公开的系统和方法可以以各种形式具体实施，举例来说数据处理器，例如还

包括数据库、数字电子电路、固件、软件、计算机网络、服务器或成它们的组合的计算机。另

外，尽管公开的实现方式中的一些描述了具体的硬件部件，但是与本文的创新一致的系统

和方法可以借助硬件、软件和/或固件的任何组合来实施。此外，本文创新中上面指出的特

征和其他方面和原理可以在各种环境中实施。这样的环境和相关应用可以被专门地构建以

执行根据本发明的各种例程、过程和/或操作而特别地构建或者它们可以包括通用计算机

或计算平台，其选择性地被代码激活或重配置以提供必要的功能。本文描述的过程并非固

有地与任何特定计算机、网络、架构、环境或其他装置相关，并且可以以硬件、软件和/或固

件的合适组合来实施。例如，各种通用机器可以与根据本发明的教导编写的程序一起使用

或者其可以更方便地构建专用装置或系统以执行需要的方法和技术。

[0105] 本文公开的方法和系统的各个方面例如逻辑可以实施为编程到各种不同的电路

的任一种中的功能，该电路包括可编程逻辑器件(“PLD”)，比如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可编程阵列逻辑(“PAL”)器件，电可编程逻辑和存储器器件和标准的基于单元

(cell)的器件以及专用集成电路。用于实施各个方面的一些其他可能包括：存储器装置、具

有存储器(例如，EEPROM)的微控制器、内嵌的微处理器、固件、软件等。此外，各个方面可以

具体实施在微处理器中，所述微处理器具有基于软件的电路仿真、离散逻辑(时序和组合)、

定制器件、模糊(神经)逻辑、量子器件和任意上述器件类型的混合。底层器件技术可以以各

种不同的器件类型提供，例如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MOSFET”)技术，比如互补金属

氧化物半导体(“CMOS”)、双极技术，比如发射极耦合逻辑(“ECL”)、聚合物技术(例如，硅共

轭聚合物和金属共轭聚合物金属结构)、混合模拟和数字等。

[0106] 还应当注意，本文公开的各种逻辑和/或功能就其行为、寄存器传输、逻辑部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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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特性方面可以使用硬件、固件和/或具体实施在各种机器可读或计算机可读介质中

的数据和/或指令而使能。在其中这样的格式化数据和/或指令可以被具体实施的计算机可

读介质包括但不限于呈各种形式(例如，光、磁或半导体存储介质)的非易失性存储介质以

及可以被用于通过无线、光学或有线信号传输介质或其组合传输这样的格式化数据和/或

指令的载波。由载波传输的这样的格式化数据和/或指令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通过互联网

和/或经由一个或多个数据传输协议(例如，HTTP、FTP、SMTP等)的其他计算机网络的传输

(上传、下载、电子邮件等)。

[0107] 除非上下文清楚地要求并不是这样，否则在整个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中，字词“包

括”、“包含”等应当被解读为包容性的意义而不是排他或者穷尽性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包

括但不限于”的意义上被解读。使用单数或复数的字词也分别包括复数和单数。另外，字词

“本文”、“下文”、“以上”、“以下”以及类似的导入字词指作为整体的本申请而不是本申请的

任何特定部分。但字词“或”被用于参考两个或更多个项目的列表时，所述字词涵盖该字词

的下列所有解释：列表中项目的任意一者、列表中所有的项目以及列表中项目的任意组合。

[0108] 尽管本文已经具体描述了本发明的某些呈现的优选的实现方式，然而对于本领域

技术人员显而易见的是，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本文示出并描述的

各种实现方式作出变化和修改。因此，希望将本发明仅限制到法律的使用规则所要求的范

围。

[0109] 用于说明目的的前述描述已经参考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然而，上面的示意

性讨论不打算是穷尽性的或将本发明限制到公开的精确形式。鉴于上面的教导，许多修改

和变化是可能的。选择并描述所述实施方式以便最佳地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和其现实应用，

从而使得本领域其他技术人员能够最佳地利用本发明和具有适于所预期的特定应用的各

种修改的各种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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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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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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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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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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