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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用于呈现内容的系统，该内容的

呈现受到有条件的访问安全条件的限制。描述了

一种系统，该系统包括主机设备和可拆卸安全设

备，该安全设备用于解密经加密的内容，在本地

密钥下对其进行重新加密，并且在确保主机设备

适用或以其他方式实施与呈现内容相关联的任

何条件的同时，将经重新加密的内容递送到主机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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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呈现内容的主机设备，所述内容的呈现遵从至少一个预定条件，所述主机

设备包括：

解码器；

解密模块；

用于与外部设备通信的通信模块；

所述主机设备用于：

将接收到的加密内容发送到所述外部设备以进行解密；

经由通信接口接收重新加密版本的解密内容；

在所述通信接口上建立与所述外部设备的安全通信信道；

从所述外部设备接收消息，所述消息包括用于解密重新加密版本的内容的内容密钥；

以及

解密、解码并且呈现重新加密的消息；

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机设备还包括用于保存根密钥的安全存储器，接收到的消息在所

述根密钥下进行加密并且还包括用于呈现内容的预定条件，所述主机设备还用于：

使用所述根密钥对于所述消息进行解密以显露所述内容密钥以及与内容相关联的条

件；

使用所述内容密钥对于重新加密的内容进行解密；以及

在呈现内容的同时实施与内容相关联的条件。

2.一种用于解密从主机设备接收到的内容并且将解密内容返回到主机设备的安全设

备，所述安全设备包括：

通信接口模块，其具有用于连接到所述主机设备上的可兼容端口的端口；

加密模块，其用于计算加密密钥并且用于执行加密和解密功能；

安全存储器，用于存储加密密钥；

其中，所述安全模块用于：

在将重新加密的内容经由端口返回到所述主机设备之前，在本地生成的内容密钥下重

新加密所述解密内容；以及

经由端口在安全通信信道上，向所述主机设备发送消息，所述消息包括主机密钥；

特征在于，所述安全设备还用于：

将条件包括在所述消息中，所述条件与从所述主机设备接收到的内容一起接收，所述

条件指定主机在呈现内容时将要满足的一个或多个规则，所述消息在被发送到所述主机设

备之前在根密钥下进行加密，所述根密钥与所述主机设备共享。

3.一种用于解密和呈现内容的系统，所述内容的呈现遵从至少一个预定条件，所述系

统包括：

主机设备，所述主机设备用于呈现解密内容；以及

安全设备，所述安全设备位于所述主机设备外部并且经由两个设备之间的通信接口可

连接到所述主机设备；

所述安全设备用于：

使用加密内容内提供的解密密钥对于经由所述通信接口从所述主机设备接收到的内

容进行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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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主机设备协同地在所述通信接口上创建两个设备之间的安全通信信道；

使用本地生成的内容密钥将内容进行重新加密；以及

将重新加密的内容经由所述通信接口返回到所述主机设备；

经由所述安全通信信道，向所述主机设备传送消息，所述消息包括内容密钥；

其特征在于：

所述安全设备还用于：

在所述消息中包括与内容相关联的预定条件；以及

在将所述消息传送到所述主机设备之间，使用与所述主机设备共享的根密钥加密所述

消息；并且

所述主机设备用于：

使用所述根密钥对于所述消息进行解密以显露所述内容密钥以及与内容相关联的条

件；

使用所述内容密钥对于重新加密的内容进行解密；以及

在实施与内容相关联的预定条件的同时呈现内容。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预定条件包括在加密内容中并且由所述安全

设备在内容的所述解密期间发现。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安全设备还用于使得其中执行的解密遵从

所述安全设备中用于解密内容的一个或多个预定权限的可用性。

6.根据权利要求3至5中的任一项所述的系统，所述安全设备和所述主机设备都包括用

于建立所述通信接口的端口，这些端口符合USB标准或HDMI标准中的一个。

7.根据权利要求3至6中的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通信安全信道是经认证的信

道。

8.根据权利要求3至7中的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主机设备还包括硬件的信任

根，所述硬件的信任根用于存储根密钥或者用于执行解密或者实施预定条件。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安全设备还进一步包括硬件的信任根，所述安

全通信信道的建立由相应的硬件的信任根来协商。

10.根据权利要求3至9中的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预定条件是内容将与可见标

记一起呈现，所述主机设备进一步用于当呈现内容时插入所述可见标记。

11.根据权利要求3至9中的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预定条件是内容将与不可见

标记一起呈现，所述主机设备进一步用于在内容被解码之后插入所述不可见标记。

12.根据权利要求3至11中的任一项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安全设备进一步用于无论何

时接收到新预定条件都生成新内容密钥，从而向所述主机设备提供包括所述新内容密钥和

所述新预定条件的新加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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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解密和呈现内容的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总体上涉及安全数字媒体内容解密领域，尤其涉及用于对于条件访问内容

的操作者以确保媒体播放器实施与这样的内容的呈现(rendering)相关联的任何条件。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用于将对于特定数字媒体内容的访问限制到仅有的已经获得这样做

的权限的人的系统是已知的。这些系统包括具有主机设备和条件访问模块(CAM)的系统，其

中主机设备用于接收内容，条件访问模块在插入到主机设备或者以其他方式连接到主机设

备时，在CAM能够访问必要的权限从而证明已经获得权限的条件下，解密从主机设备接收到

的内容，并且将经解密内容返回到主机设备用于呈现。

[0003] 已知数字电视(TV)形式的主机设备。这些设备通常在插槽的末端具有称为公共接

口(CI)的标准接口，条件访问模块或公共接口条件访问模块(CICAM)可以插入到该插槽中。

CICAM可以用于接收智能卡或安全模块，其中存储有针对付费TV服务由用户获得的权限。

CICAM及其安全模块控制用户已经订阅的服务的解密。经解密内容经由公共接口返回到主

机。

[0004] 现有技术中也能够使用称为CI  Plus(CI加)的系统。该系统与CI系统类似，除了经

解密的内容在被发送回主机设备之前由CICAM重新加密，从而防止不道德的一方在经解密

的内容回到主机设备的途中进行截获并且对其进行非法使用或分发。CICAM所使用的对于

内容进行重新加密的密钥经由公共接口上在主机设备与CICAM之间形成的安全信道从

CICAM发送到主机。

[0005] CI和CI  Plus标准利用主机与CICAM之间的物理接口，该物理接口基于由称为

PCMCIA的个人计算机存储卡国际协会引入的标准。已经其他物理接口，诸如USB，其提供更

高数据传输速率的优点。然而，USB标准并非专门为条件访问应用而设计，必须注意保持所

需的安全水平。

附图说明

[0006] 伴随本书面公开的附图示出：

[0007] 图1：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使用的组件；

[0008] 图2：可以使用在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中的另外组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根据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数字媒体播放器，诸如数字TV，其播放经过加密并且与

特定安全要求或条件相关联的媒体内容。这通过提供可以附接到媒体播放器的可拆卸外部

设备来实现，该外部设备用于在将经重新加密的内容发送回主机TV之前对于内容进行解

密、重新加密，并且用于确保TV遵从与内容的呈现相关联的任何条件。由外部设备将与内容

相关联的安全要求连同它们相关联的加密内容一起接收，这些由外部设备进行加密并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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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消息发送回主机设备。安全要求或条件可以是例如一组使用规则(例如，未授权模拟输

出)，或者诸如必须与内容一起显示的标识的可见标记，或者诸如必须在由主机TV解码之后

(或者在一些情况下在解码之前)插入到内容中的水印的不可见标记。

[0010] 可以说内容在外部安全设备中被解密并且在主机设备中被消费，其中与内容相关

联的任何安全条件由主机设备来处理。因此，重要的是，安全设备和主机协作以确保在内容

被消费(例如，呈现)时实施安全条件。安全设备按照与内容相关联的权限(rights)对于内

容进行解密，权限存储在安全设备中，这是付费TV现有技术中的正常过程。根据本发明的实

施例，与内容的消费相关联的任何安全条件由外部安全设备连接到的主机设备适当地进行

处理。

[0011] 相应地，提供了一种用于解密和呈现内容的系统，该内容的呈现遵从至少一个预

定条件，该系统包括：

[0012] 主机设备，该主机设备用于呈现经解密的内容；以及

[0013] 安全设备，该安全设备位于主机设备外部并且经由两个设备之间的通信接口可连

接到主机设备；

[0014] 该安全设备用于：

[0015] 使用经加密的内容内提供的解密密钥，对于经由通信接口从主机设备接收到的内

容进行解密；

[0016] 在通信接口上，与主机设备协同地创建两个设备之间的安全通信信道；

[0017] 使用本地生成的内容密钥将内容进行重新加密；以及

[0018] 将经重新加密的内容经由通信接口返回到主机设备；

[0019] 经由安全通信信道，向主机设备传送消息，该消息包括内容密钥；

[0020] 特征在于：

[0021] 该安全设备进一步用于：

[0022] 在消息中包括与内容相关联的预定条件；以及

[0023] 在将消息传送到主机设备之间，使用与主机设备共享的根密钥对于该消息进行加

密；并且

[0024] 该主机设备用于：

[0025] 使用根密钥对于消息进行解密以显露内容密钥以及与内容相关联的条件；

[0026] 使用内容密钥对于经重新加密的内容进行解密；以及

[0027] 在实施与内容相关联的预定条件的同时呈现内容。

[0028] 根据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用于呈现内容的主机设备，该内容的呈现遵从至少一

个预定条件，该主机设备包括：

[0029] 解码器；

[0030] 解密模块；

[0031] 用于与外部设备通信的通信模块；

[0032] 该主机设备用于：

[0033] 将接收到的加密内容发送到外部设备进行解密；

[0034] 经由通信接口接收重新加密版本的经解密内容；

[0035] 在通信接口上建立与外部设备的安全通信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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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从外部设备接收消息，该消息包括用于解密重新加密版本的内容的内容密钥；以

及

[0037] 解密、加密与呈现经重新加密的消息；

[0038] 特征在于，主机设备还包括用于保存根密钥的安全存储器，接收到的消息在根密

钥下进行加密并且还包括用于呈现内容的预定条件，主机设备还用于：

[0039] 使用根密钥对于消息进行解密以显露内容密钥以及与内容相关联的条件；

[0040] 使用内容密钥对于经重新加密的内容进行解密；以及

[0041] 在呈现内容的同时实施与内容相关联的条件。

[0042] 根据又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用于解密从主机设备接收到的内容并且将经解密的内

容返回到主机设备的安全设备，该安全设备包括：

[0043] 通信接口模块，其具有用于连接到主机设备上的可兼容端口的端口；

[0044] 密码模块，其用于计算密码密钥并且用于执行加密和解密功能；

[0045] 安全存储器，用于存储密码密钥；

[0046] 其中，安全模块用于：

[0047] 在将重新加密的内容经由端口返回到主机设备之前，在本地生成的内容密钥下重

新加密经解密的内容；以及

[0048] 经由端口在安全通信信道上，向主机设备传送消息，该消息包括内容密钥；

[0049] 特征在于，安全设备还用于：

[0050] 将条件包括在该消息中，该条件与从主机设备接收到的内容一起被接收，该条件

指定在呈现内容时主机将要满足的一个或多个规则，该消息在被发送到主机设备之前在根

密钥下进行加密，该根密钥与主机设备共享。

[0051] 图1示出可以使用在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系统中的一些组件。诸如数字电视、个

人录影机或媒体播放器的主机设备能够从诸如卫星的源或从互联网接收条件访问内容，并

且可以具有线缆连接、USB端口或HDMI端口等。内容通常以加密格式接收，包括用于加密该

内容的经加密的控制字，该控制字由传送密钥进行加密。除了经加密的控制字之外，经加密

的内容还包括呈现内容的主机设备必须满足的一个或多个条件。

[0052] 主机设备具有外部设备可以附接的端口，诸如USB或HDMI端口。外部设备还提供有

与主机设备的端口可兼容的端口。外部设备具有密码功能并且因此也可以称为安全设备。

安全设备可以以加密狗(dongle)的形式出现。安全设备经由端口从主机设备接收经加密的

内容，并且使用可以存储在安全存储器中的传送密钥来寻找控制字。安全模块使用控制字

来解密内容。接着，使用由安全设备在本地生成的内容密钥对于经解密的内容进行重新加

密，并且经重新加密的内容经由端口发送回主机设备，以便主机设备负责呈现内容。

[0053] 为了主机设备能够对于经重新加密的内容进行解密，安全设备向主机设备发送消

息，该消息包括本地内容密钥。为了以安全的方式这样做，在两个设备的通信接口上建立安

全通信信道。通过该安全信道，设备能够相互认证并且以安全且经认证的方式交换消息。

[0054] 内容的呈现必须根据由内容的供应商设置的某些条件来进行。条件是在经加密的

内容中传送的条件，呈现设备(在此情况下是主机设备)必须遵从这些条件。条件例如可以

是不允许主机设备提供模拟版本的数字内容。另一条件可以是必须在特定位置与内容一同

显示的可见标记(mark)，诸如标识(logo)。需要实施的条件的又一示例是在内容被解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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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并且在显示之前将要插入在内容中的不可见标记，诸如水印。与呈现内容相关联的其他

条件也是可能的，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主机设备在呈现内容时遵从条件的保障。

[0055] 根据实施例，为了确保主机设备接收与内容的呈现相关联的条件(或者称为安全

条件)，安全设备发送到主机设备的消息还包括安全条件。为了确保安全条件保持绑定到本

地内容密钥，从而保证不能修改安全条件，由安全设备生成的消息接着(由安全设备)使用

与主机设备共享的根密钥进行加密。

[0056] 在计算领域，使用各种抽象层的硬件、固件和软件的组合来执行运算。在安全处理

领域，安全功能可以根植于软件中，然而由于软件比硬件容易篡改，因此这种软件植入功能

的信任度相对低。因此，存在硬件信任根，安全机制的可信赖性可以基于该硬件的信任根

(root  of  trust)。硬件的信任根是一种高度可靠的硬件，用作关键安全功能的基础。硬件

的信任根在设计上是安全的，从而确保它们不会被恶意软件篡改，从而为构建安全性和信

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057] 根据提供最大安全性的优选实施例，主机设备包括硬件的信任根，并且根密钥在

安全模块与硬件信任根之间共享。在一些实施例中，安全模块还可以包括用于此目的的硬

件的信任根。

[0058] 当安全模块插入到主机设备时，安全协议在两个设备之间运行，优选涉及硬件的

信任根，以便能够交换安全证书和认证信息，从而能够在主机设备与安全设备之间创建安

全信道。

[0059] 当主机设备从安全设备接收到经加密的消息时，安全设备利用根密钥来解密该消

息，从而恢复本地内容密钥和与呈现内容相关联的条件，该条件安全地绑定到内容密钥。主

机设备接着使用本地内容密钥对于重新加密的内容进行解密，并且在实施与呈现内容相关

联的一个或多个条件的同时呈现经解密的内容。

[0060] 无论何时安全设备检测到伴随着来自主机设备的经加密内容的安全条件的变化，

然后安全设备都生成新的本地内容密钥用于重新加密相应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本地内容

密钥是易失性密钥。安全模块接着为主机设备创建包括新本地内容密钥和新安全条件的新

消息，使用与主机设备共享的根密钥对于该消息进行加密，并且将消息发送到主机设备。这

保证由于新内容密钥而实施新安全条件，使得如果新信息被篡改或者以其他方式移除，主

机设备将不会得到正确的内容密钥并且将能够解密重新加密的内容。

[0061] 主机设备优选地具有硬件的信任根(HWRT)，因此允许高级别的安全性以实施满足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伴随内容的安全条件。然而，根据另一实施例，当主机设备没有如上

所述的硬件信任根时，仍然可以实现该目的。主机设备通常具有内置的某种安全性。一般而

言，可以说主机设备具有信任的执行环境(TEE)。TEE是安全、完全受保护的处理环境，由处

理、存储与储存能力组成。它与“正常”处理环境隔离，有时被称为富执行环境(REE)，其中运

行设备操作系统和应用。术语“，(rich)”是指当今大众市场操作系统中的扩展功能，因此增

加了攻击面。通过确保敏感操作限制于TEE，TEE能够提高REE应用的安全性和可用性，并且

诸如密码密钥的敏感数据永远不会离开TEE。在没有HWRT的主机设备中，在TEE级别上确保

安全条件的实施。最后，对于没有TEE的主机设备，可以使用适当调整的安全软件来确保安

全条件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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