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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安全元件中的若干简档的方法。本发明

是用于管理安全元件中的简档的方法，所述安全

元件具有若干简档，所述若干简档包括在包括相

应根文件的相应逻辑树结构中组织的文件。根文

件具有标识符，其值不同于0x3F00，且该方法包

括响应于旨在选择瞄准的根文件的选择文件命

令的接收来使得能够进行对包括所述瞄准的根

文件的逻辑树结构的浏览的步骤。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05337944 B

2020.02.21

CN
 1
05
33
79
44
 B



1.一种安全元件（SE），所述安全元件（SE）包括第一简档（PR1）和第二简档（PR2），所述

第一简档（PR1）包括包含第一根文件（RF1）的逻辑树结构，以及所述第二简档（PR2）包括包

含第二根文件（RF2）的逻辑树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根文件（RF1）和所述第二根文件（RF2）具有标识符，所述标识符

的值不同于0x3F00，以及其中所述安全元件包括用于响应于旨在选择瞄准的根文件的选择

文件命令的接收来使得能够进行对包括所述瞄准的根文件的所述逻辑树结构的浏览的装

置；

其中所述安全元件包括用于响应于旨在选择具有其值等于0x3F00的标识符的文件的

选择文件命令的接收来选择当前激活的所述简档的所述根文件的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的安全元件，其中所述安全元件（SE）包括非易失性存储器（ME1），所

述非易失性存储器（ME1）包含标志（FL），所述标志（FL）包含当前激活的所述简档的所述根

文件的所述标识符，并且其中，所述安全元件（SE）包括选择模块（M1），所述选择模块（M1）适

合于当接收到旨在选择具有其值等于0x3F00的标识符的文件的选择文件命令时通过使用

所述标志（FL）来选择当前激活的所述简档的所述根文件。

3.根据权利要求1的安全元件，其中所述安全元件（SE）包括操作系统，其被配置成管理

指在当前活动的简档的根文件上的指示器，并响应于旨在选择具有等于0x3F00的标识符的

文件的选择文件命令的接收来选择当前活动的简档的根文件。

4.根据权利要求1的安全元件，其中所述安全元件包括用于响应于所述选择文件命令

发送包括其值等于0x3F00的标识符的响应消息的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的安全元件，其中所述第一简档（PR1）被激活，所述安全元件包括用

于响应于接收到选择文件命令选择第二根文件（RF2）并且保持所述第一简档（PR1）激活的

装置，所述选择文件命令旨在选择具有其值等于第二根文件（RF2）的标识符值的标识符的

文件。

6.一种用于管理安全元件（SE）中的简档的方法，所述安全元件（SE）包括第一简档

（PR1）和第二简档（PR2），所述第一简档（PR1）包括包含第一根文件（RF1）的逻辑树结构，所

述第二简档（PR2）包括包含第二根文件（RF2）的逻辑树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文件（RF1,  RF2）具有标识符，所述标识符的值不同于0x3F00，以及

所述方法包括响应于旨在选择瞄准的根文件的选择文件命令的接收来使得能够进行对包

括所述瞄准的根文件的所述逻辑树结构的浏览的步骤；

所述方法包括响应于旨在选择具有值等于0x3F00的标识符的文件的选择文件命令的

接收来选择当前激活的所述简档的所述根文件的步骤。

7.根据权利要求6的方法，其中所述安全元件（SE）响应于所述选择文件命令发送包括

其值等于0x3F00的标识符的响应消息。

8.根据权利要求6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一简档（PR1）被激活，所述安全元件（SE）响应于

接收到选择文件命令选择第二根文件（RF2）并且保持所述第一简档（PR1）激活，所述选择文

件命令旨在选择具有其值等于第二根文件（RF2）的标识符值的标识符的文件。

9.一种包括根据权利要求1的安全元件（SE）的主机装置（HO），其中所述安全元件（SE）

是UICC或eU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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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安全元件中的若干简档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管理安全元件中的若干简档的方法。它特别涉及管理安全文件中的若

干简档的方法，其中至少一个简档是活动的。

背景技术

[0002] 安全文件是能够存储数据并以安全方式提供服务的防篡改物理部件或提供可信

存储区域和可信服务的软件部件。一般，安全元件具有有限量的存储器、带有有限能力的处

理器，且没有电池。例如，UICC（通用集成电路卡）是嵌入用于远程通信目的的SIM应用的安

全元件。安全元件可以固定地或不固定地安装在终端（像例如移动电话）中。在一些情况下，

终端由与用于M2M（机器到机器）应用的其它机器通信的机器构成。

[0003] 安全元件可以是以智能卡的格式，或可以是以任何其它格式，诸如例如但不限于

如在PCT/SE2008/050380中描述的封装芯片或任何其它格式。可以在例如GSM、CDMA或UMTS

网络中的移动终端中使用UICC。UICC确保所有种类的个人数据的网络认证、整体性和安全

性。

[0004] 已知的是，在主机装置中焊接或熔接安全元件，以便使它依赖于这个主机装置。这

在M2M（机器到机器）应用中完成。当包含支付应用、SIM或USIM应用和文件的芯片（安全元

件）被包含在主机装置中时，达到相同的目标。芯片例如被焊接到主机装置或机器的母板，

并构成嵌入式安全元件（eSE）。

[0005] 安全元件可以包含可以包括一组应用、一组个人数据和一组秘密数据的简档。经

由逻辑树结构来存储与简档相关的数据。这样的逻辑树结构包括根文件和一个或若干目录

和文件。

[0006] 简档可以链接到签名。它可以包含网络访问应用（NAA）、支付应用或提供用于特定

服务的安全性的第三方应用（例如NFC应用）。

[0007] 物理安全元件可以仿真若干虚拟安全元件，每一个虚拟安全元件被表示为一个简

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简档被称为逻辑简档或虚拟简档。仿真简档在下文中被称为简

档。通常每一个简档是基于软件的简档。

[0008] 本发明涉及用来管理在单个安全元件中运行的若干简档的方式。

[0009] 在现有技术中，在给定时间处仅可以浏览活动简档的逻辑树结构。

[0010] 需要允许访问与活动简档不同的简档的逻辑树结构。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标是解决上面提到的技术问题。

[0012] 本发明的目标是包括第一和第二简档的安全元件，第一和第二简档包括在包括相

应根文件的相应逻辑树结构中组织的文件。这些根文件具有标识符，其值不同于0x3F00。安

全元件被配置成响应于旨在选择瞄准的根文件的选择文件命令的接收来使得能够进行对

包括瞄准的根文件的逻辑树结构的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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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有利地，安全元件可以被配置成响应于旨在选择具有值等于0x3F00的标识符的文

件的选择文件命令的接收来选择当前激活的简档的根文件。

[0014] 有利地，安全元件可以包括非易失性存储器，其包含标志，所述标志包含当前激活

的简档的根文件的标识符，且安全元件可以包括选择模块，所述选择模块适合于当接收到

旨在选择具有值等于0x3F00的标识符的文件的选择文件命令时通过使用该标志来选择当

前激活的简档的根文件。

[0015] 本发明的另一目标是用于管理安全元件中的简档的方法，所述安全元件包括第一

和第二简档，第一和第二简档包括在包括相应根文件的相应逻辑树结构中组织的文件。根

文件具有标识符，其值不同于0x3F00，且该方法包括响应于旨在选择瞄准的根文件的选择

文件命令的接收来使得能够进行对包括所述瞄准的根文件的逻辑树结构的浏览的步骤。

[0016] 有利地，该方法可以包括响应于旨在选择具有值等于0x3F00的标识符的文件的选

择文件命令的接收来选择当前激活的简档的根文件的步骤。

[0017] 本发明的另一目标是包括根据本发明的安全元件的主机装置，其中安全元件是

UICC或嵌入式UICC（eUICC）。

附图说明

[0018] 根据参考对应的附图对本发明的多个优选实施例的下列描述的阅读，本发明的其

它特性和优点将更清楚地显露。

[0019] - 图1是包括根据本发明的安全元件的主机装置的示例，

[0020] - 图2示出在根据本发明的安全元件中的逻辑树结构的文件类型的示例，以及

[0021] - 图3示出嵌入根据本发明的安全元件中的逻辑树结构的文件标识符的示例。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本发明可以应用于意图包含若干简档的任何类型的安全元件。安全元件可以耦合

至能够建立与安全元件的通信会话的任何类型的主机装置。例如，主机装置可以是移动电

话、平板PC、车辆、仪表、自动贩卖机、TV或计算机。

[0023] 在这个说明书中，符号“0x”指的是以十六进制表示的数字。例如，0x1234等于按十

进制的4660。

[0024] 在这个说明书中，选择文件命令指的是允许选择如在ISO/IEC  7816-4标准、GSM 

11.11  v8.3.0或ETSI  TS  102221  v11.0.0中定义的文件的选择文件命令。这个命令允许选

择根文件或目录或文件。如由ISO/IEC  7816-4标准所定义的，针对根文件（也被称为主文

件）保留值0x3F00。

[0025] 逻辑树结构是被构造为树的一组目录和文件。在这个说明书中，逻辑树结构是可

以被认为是自主文件系统的分级树结构。

[0026] 根据本发明，具有不同于0x3F00的标识符值的根文件被分配给嵌入安全元件中的

每一个简档。

[0027] 根文件的标识符对于每一个简档是唯一的。这些根文件可以具有等于不同于

0x3F00的任何值的标识符。每一个根文件具有可以被明白地确定的其自己的标识符值。优

选地，根文件的标识符值被如此设置，使得即使使用短文件标识符（SFI）机制也没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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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1示出包括根据本发明的安全元件SC的主机装置HO。

[0029] 在该示例中，主机装置HO是具有用于与安全元件通信的硬件通信接口的移动电

话。

[0030] 安全元件SC是包括通信接口IN、处理模块MP、易失性存储器ME2和非易失性存储器

ME1的UICC。非易失性存储器ME1包括操作系统OS以及简档PR1和PR2。

[0031] 非易失性存储器ME1包括配置成使得能够进行对逻辑树结构的浏览的引导模块

M2，所述逻辑树结构包括明确地由所接收的选择文件命令瞄准的根文件。更精确地，响应于

旨在选择特定的根文件的选择文件命令的接收，引导模块M2被配置成选择特定的根文件。

[0032] 非易失性存储器ME1包括存储反映当前活动的简档的值的标志FL。非易失性存储

器ME1包括选择模块M1，其被配置为响应于旨在选择具有等于0x3F00的标识符的文件的选

择文件命令的接收来选择当前活动的简档的根文件。应当注意的是，安全元件SC不包括具

有标识符值0x3F00的任何根文件。

[0033] 在另一实施例中，操作系统OS可以被配置成管理指在当前活动的简档的根文件上

的指示器，并可以被设计成响应于旨在选择具有等于0x3F00的标识符的文件的选择文件命

令的接收来选择这个根文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再需要标志FL和选择模块M1。

[0034] 图2示出对应于在根据本发明的安全元件SC中的两个简档PR1和PR2的两个逻辑树

结构的示例。

[0035] 第一简档PR1包括包含根文件RF1的逻辑树结构，所述根文件RF1包括两个目录D1

和D2。目录D1包括文件F1，而目录D2包括两个文件F2和F3。

[0036] 第二简档PR2包括包含根文件RF2的逻辑树结构，所述根文件RF2包括两个目录D3

和D4。目录D3包括文件F4，且目录D4包括文件F6。根文件RF2被认为是目录并包括文件F5。

[0037] 图3示出用于图2的两个逻辑树结构的标识符的示例。

[0038] 根文件RF1具有等于0x3F01的标识符。目录D1具有等于0xDF01的标识符。目录D2具

有等于0xDF02的标识符。目录F1具有等于0xEF01的标识符。目录F2具有等于0xEF02的标识

符。目录F3具有等于0xEF03的标识符。

[0039] 根文件RF2具有等于0x3F02的标识符。目录D3具有等于0xDF03的标识符。目录D4具

有等于0xDF04的标识符。目录F4具有等于0xEF04的标识符。目录F5具有等于0xEF05的标识

符。目录F6具有等于0xEF06的标识符。

[0040] 现在描述从在图3处描述的简档开始的根据本发明的方法的示例。假设简档PR1以

前已经被激活。默认地，简档PR1的逻辑树结构是当前的逻辑树结构。

[0041] 当主机装置需要访问简档PR2的逻辑树结构时，它可以发送瞄准标识符0x3F02的

选择文件命令。

[0042] 在接收到这个选择文件命令时，安全元件使得能够进行对简档PR2的树结构的浏

览并选择根文件RF2。因此，根文件RF2现在是在安全元件中的当前文件，而简档PR1保持为

当前激活的简档。

[0043] 在进一步的步骤处，当主机装置需要访问简档PR1的逻辑树结构时，它可以发送瞄

准标识符0x3F00或0x3F01的选择文件命令。

[0044] 根据本发明，具有值0x3F01的标识符由安全元件解释为对简档PR1的根文件的选

择。在接收到选择文件命令时，安全元件使得能够进行对简档PR1的树结构的浏览并选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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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RF1。因此，根文件RF1现在是在安全元件中的当前文件。

[0045]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具有值0x3F00的标识符由安全元件解释为属于当前活动的

简档的逻辑树结构的根文件。因为活动文件仍然是简档PR1，根文件0x3F01被选择且它的逻

辑树结构通过通常的浏览机制变得可达到。因此，根文件RF1现在是在安全元件中的当前文

件。

[0046] 有利地，当对应于选择文件命令的响应消息意图发送回所选择的文件的标识符

时，安全元件发送包括标识符值0x3F00的响应消息，即使实际上所选择的文件具有标识符

值0x3F01。

[0047] 多亏本发明，发送选择文件命令的装置可以容易访问任何瞄准的简档的文件。

[0048] 多亏本发明，安全元件符合以定制方式选择当前简档的根文件（即，“选择

0x3F00”）的主机装置。

[0049] 本发明的优点是允许访问与活动简档不同的简档的逻辑树结构，而不改变当前活

动的简档。

[0050] 应当理解的是，在本发明的范围内，上述实施例被提供为非限制性示例。特别是，

安全元件可以包括任何数量的简档，且这些简档可以与不同种类的签名和不同的领域（像

例如支付、电信、运输通道、身份、用仪表测量、视频访问或云服务访问）相关。

[0051] 应当注意的是，选择文件命令可以由不同于作为主机运行安全元件的主机装置的

远程机器发送。

[0052] 在图1处所示的主机装置的体系结构和安全元件的体系结构仅被提供为示例。这

些体系结构可以是不同的。例如，选择模块M1和引导模块M2可以被合并为唯一的模块。

[0053] 本发明应用于能够接收选择文件命令的任何种类的安全元件。特别是，本发明应

用于UICC型和嵌入式UICC型的安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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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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