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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基于PKI技术的设备间证书验证

方法，只要通过一次验证，通过在认证设备内保

存首次通过认证的设备证书的Hash表(包括设备

ID及设备证书Hash值),后续认证只需查询Hash

表中是否包含相关信息能得出认证结果，无需每

一次认证都解析证书并进行验证，减少了步骤，

降低了设备认证时所需计算资源，缩短了认证时

延，提升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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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PKI技术的设备间证书验证方法，验证设备至少包括证书授权中心CA、需要

认证的设备A以及设备B，所述设备A内保存设备数字证书CertA和以及证书授权中心CA的根

证书CertCA，所述设备B内至少保存证书授权中心CA的根证书CertCA，其特征在于，

所述设备B内保存表TB，该表中记载已认证设备ID和设备A的数字证书CertA的Hash值，

所述设备B对所述设备A的验证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骤(S1)，设备A将其设备ID和设备A数字证书CertA发送给设备B；

第二步骤(S2)，设备B对设备A的CertA进行哈希运算，得到哈希值H(CertA)，并检查设备

A的设备ID和CertA的Hash值H(CertA)是否存在表TB中；

如果设备A的CertA的Hash值H(CertA)以及设备ID存在于表TB中，认证通过，否则，转入

第三步骤(S3)；

第三步骤(S3)，设备B验证设备A数字证书有效性；

设备A数字证书有效时，转入第四步骤(S4)；

第四步骤(S4)，将设备A的设备ID和CertA记载在表TB中，认证通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PKI技术的设备间证书验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

ID为网络中可唯一标识设备的ID。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PKI技术的设备间证书验证方法，其特征在于，设备B验证

设备A数字证书有效性包括：验证设备数字证书有效期以及通过根证书检查证书链有效性。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PKI技术的设备间证书验证方法，其特征在于，设备B验证

设备A数字证书有效性还包括：验证根证书有效性和证书吊销列表CRL。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基于PKI技术的设备间证书验证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设备B内还保存CertB，所述设备A内还保存表TA，该表中记载已认证设备ID和设备B

的数字证书CertB的Hash值，设备A采用与所述设备B同样的步骤，认证设备B，所述设备A和

所述设备B之间进行双向认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PKI技术的设备间证书验证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多个

证书授权中心CA，设备A和设备B内分别保存多个证书授权中心CA的根证书CertCA，设备A与

设备B根据不同根CA交叉验证设备数字证书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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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PKI技术的设备间证书验证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信息安全技术，尤其涉及一种基于PKI技术的设备间证书验证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PKI(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是公钥基础设施的简称，是利用公钥理论和数

字证书来提供系统信息安全服务，并负责验证数字证书持有者身份的一种体系。PKI是目前

网络安全建设的核心和关键，也是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保障的基础，它保证了通信数据的

私密性、完整性、不可否认性和源认证性。

[0003] 在设备之间传送数字信息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解析证书、验证完整的证书链以及

设备的信息，认证通过后，才可以进行后续正常的业务操作。但是，每一次收到数字证书都

要对其进行解析和验证，认证流程复杂且需要一定的时长。

[0004]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物物间设备相互认证的需求明显增加，而物联网设

备普遍要求低功耗、低时延，设备间认证时原有的PKI技术证书认证流程复杂且耗时，无法

满足设备间相互快速认证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PKI技术的设备间证书验证方法，用于解决设备

间认证时，认证流程复杂，需要较长的时长、时延长的问题。

[0006] 本发明提供了基于PKI技术的设备间证书验证方法，验证设备至少包括证书授权

中心CA、需要认证的设备A以及设备B，设备A内保存设备数字证书CertA和以及证书授权中

心CA的根证书CertCA，设备B内至少保存证书授权中心CA的根证书CertCA。

[0007] 设备B内保存表TB，该表中记载已认证设备ID和设备A的数字证书CertA的Hash值。

[0008] 设备B对所述设备A的验证包括以下步骤：

[0009] 第一步骤S1，设备A将其设备ID和设备A数字证书CertA发送给设备B；

[0010] 第二步骤S2，设备B对设备A的CertA进行哈希运算，得到哈希值H(CertA)，并检查设

备A的设备ID和CertA的Hash值H(CertA)是否存在表TB中；

[0011] 如果设备A的CertA的Hash值H(CertA)以及设备ID存在于表TB中，认证通过，否则，

转入第三步骤S3；

[0012] 第三步骤S3，设备B验证设备A数字证书有效性；

[0013] 设备A数字证书有效时，转入第四步骤S4；

[0014] 第四步骤S4，将设备A的设备ID和CertA记载在表TB中，认证通过。

[0015] 进一步地，设备ID为网络中可唯一标识设备的ID。

[0016] 进一步地，设备B验证设备A数字证书有效性包括：验证设备数字证书有效期以及

通过根证书检查证书链有效性。

[0017] 进一步地，设备B验证设备A数字证书有效性还包括：验证根证书有效性和证书吊

销列表C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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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进一步地，设备B内还保存CertB，所述设备A内还保存表TA，该表中记载已认证设备

ID和设备B的数字证书CertB的Hash值，设备A采用与所述设备B同样的步骤，认证设备B，所

述设备A和所述设备B之间进行双向认证。

[0019] 进一步地，包含多个证书授权中心CA，设备A和设备B内分别保存多个证书授权中

心CA的根证书CertCA，设备A与设备B根据不同根CA交叉验证设备数字证书有效性。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PKI技术的设备间证书验证系统

[0021] 图2为数字证书结构图；

[0022] 图3为设备数字证书快速验证流程的具体例；

[0023] 图4为现有基于PKI技术数字证书验证流程。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阐述。

[0025] 如图1所示，PKI技术的设备间证书验证系统由证书授权中心CA(服务器)及需要进

行认证的设备A、B、…、N组成。

[0026] CA负责设备的数字证书Cert的发放。数字证书Cert发放流程遵循传统PKI技术下

的发放流程，支持但不限于RSA、ECC和SM2等非对称算法。

[0027] 设备A、B、…、N中分别保存了各自的数字证书CertA、CertB、…、CertN以及根证书

CertCA。

[0028] 图2为数字证书结构图。数字证书Cert是一个经证书授权中心CA(以下简称CA)数

字签名的文件。数字证书Cert包括两部分：拥有者(设备)的公钥及主体名等相关身份信息、

颁发者(CA)的名称、密钥的有效期、颁发者颁发证书使用的签名算法等信息，构成证书信

息；以及颁发者用私钥对证书信息部分使用签名算法进行签名，构成签名信息。

[0029] 同时，设备A、B、…、N中，相互认证的两设备内还分别保存一张已认证通过的设备

证书的Hash表T，该表中包含已认证设备ID和设备数字证书Hash值。关于设备数字证书的

Hash表T的生成以下详细说明。

[0030] 以下以设备A和设备B为例，说明设备A和设备B之间的设备数字证书认证流程。

[0031] 设备数字证书Cert发放流程完成后，设备A和B分别保存了各自的数字证书CertA、

CertB以及根证书CertCA。

[0032] 同时，设备A和设备B内还分别保存了设备证书CertA和CertB的Hash表TA和TB，该表

中包含已认证设备ID和设备证书Hash值。当无任何已认证设备时，Hash表为空。

[0033] 如图3所示，设备B认证设备A证书的流程如下：

[0034] 第一步骤S1，设备A将其设备ID和设备A的数字证书CertA发送给设备B。

[0035] 设备ID可以为MAC地址、IMEI号等在网络中可唯一标识设备的ID。

[0036] 第二步骤S2，设备B对设备A的CertA进行哈希运算，得到哈希值H(CertA)，并检查设

备A的设备ID和CertA的Hash值H(CertA)是否在表TB中。

[0037] 如果设备A的数字证书CertA的Hash值H(CertA)以及设备ID存在于表TB中，表示设

备A的数字证书CertA已认证通过且其内容未被修改。此时认证通过，可以安全地进行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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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业务操作。

[0038] 否则，表示设备A的数字证书CertA未被认证，由设备B对其有效性进行验证。转入

第三步骤S3。

[0039] 第三步骤S3，设备B验证设备A的数字证书CertA有效性。

[0040] 此步骤与现有基于PKI技术数字证书验证流程相同。即如图4所示。

[0041] 步骤S31，设备B得到数字证书CertA的证书信息以及签名信息。

[0042] 步骤S32，读取CertA证书信息中“有效期”内容、判断当前日期是否在有效期内。如

果当前日期不在有效期内，直接返回认证失败，否则，转入步骤S33。

[0043] 步骤S33，读取CertA证书信息中“签名算法”内容，使用根证书CertCA中CA的公钥对

签名信息进行解密，得到哈希后的摘要H。

[0044] 步骤S34，将数字证书CertA的证书信息部分进行哈希操作，得到哈希后的摘要H’，

并判断H和H’是否相同。如果相同，相关证书链有效，转入第四步骤S4。

[0045] 第四步骤S4，设备B将设备A的ID和数字证书CertA加入表TB中，认证通过，认证流程

结束。

[0046] 以上实施方式中，设备B验证设备A的数字证书CertA有效性是通过验证CertA证书

信息中“有效期”内容以及通过根证书检查证书链有效性。

[0047] 变形例中，第三步骤S3中，设备B验证设备A数字证书有效性还包括：验证根证书有

效性和证书吊销列表CRL。

[0048] 本实施方式由以上构成，由实施方式可知，本发明提供的基于PKI技术的设备间证

书验证方法，只要通过一次验证，通过在认证设备内保存首次通过认证的设备证书的Hash

表(包括设备ID及设备证书Hash值) ,后续认证只需查询Hash表中是否包含相关信息就能得

出认证结果，无需每一次认证都解析证书并进行验证，减少了步骤，降低了设备认证时所需

计算资源，缩短了认证时延，提升了效率。

[0049] 并且，无需改造CA服务器，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满足物联网环境下的设备认证需

求。

[0050] 以上对设备B认证设备A证书的流程进行了说明，但设备A同样能认证设备B数字证

书，其流程与上述流程一致。数字证书认证通过后，设备A和B之间可进行后续正常业务操

作，如密钥交换、数据加解密、签名验签等。

[0051] 该方法同样适用多个跨CA间的认证，只需在设备端保存多张CA证书即可。首次认

证时根据不同根CA交叉验证证书有效性，验证通过后，再次认证流程与单一CA认证流程保

持一致。

[0052] 本实施方式仅仅用于示例性说明或解释本发明的原理，而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

制。因此，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

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此外，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旨在涵盖落入所附权利要求范

围和边界、或者这种范围和边界的等同形式内的全部变化和修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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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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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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