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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设备提供合法车辆使用的逻辑电路上下文以

保护车辆免于被盗的装置、系统和方法。由此，附

加的安全级别被采用并且可以除车辆的其它安

全和防盗技术之外被使用。在一个例子中，合法

的车辆操作者向车辆中的硬件安全模块信令通

知车辆状态的上下文。状态包括例如不允许所有

诊断系统访问或允许诊断访问以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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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为车辆提供车辆安全的装置，包括：

安全模块，包括：

基于非对称密钥的加密引擎，能操作以基于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相关联的公钥来认证

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并且能操作以建立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的安全链路；及

逻辑电路，能操作地响应于经由所建立的安全链路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接收的车辆安

全上下文信息，响应性地、选择性地阻止对车辆的诊断系统的访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安全模块包括具有防篡改硬件结构的硬件安全模块。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逻辑电路通过至少允许或阻止发送到诊断系统

的证书签署命令的动作来选择性地阻止对车辆的诊断系统的访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安全模块、基于非对称密钥的加密引擎以及逻

辑电路在所述车辆中。

5.一种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包括：

无线收发器；

逻辑电路，能操作地耦合到无线收发器，能操作以促进利用车辆电子控制单元的基于

公钥的认证；

用户接口，能操作地耦合到所述逻辑电路，并且能操作来为车辆电子控制单元提供车

辆安全上下文信息，以阻止对车辆的诊断系统的访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其中所述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包括手持式

车辆远程访问设备。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其中所述手持式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包括

钥匙扣。

8.一种由车辆中的设备执行的方法，包括：

由车辆中的设备基于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相关联的公钥来认证车辆远程访问设备；

由车辆中的设备建立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的安全链路；及

由车辆中的设备响应于经由所建立的安全链路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接收的车辆安全

上下文信息，选择性地阻止对车辆的诊断系统的访问。

9.一种车辆系统，包括：

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包括：

无线收发器；

第一逻辑电路，能操作地耦合到无线收发器，能操作以促进利用车辆电子控制单元的

基于公钥的认证；

用户接口，能操作地耦合到逻辑电路，并且能操作来为车辆电子控制单元提供车辆安

全上下文信息，以阻止对车辆的诊断系统的访问；及

安全模块，包括：

基于非对称密钥的加密引擎，能操作以基于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相关联的公钥来认证

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并且能操作以建立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的安全链路；和

第二逻辑电路，能操作地响应于经由所建立的安全链路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接收的车

辆安全上下文信息，响应性地、选择性地阻止对车辆的诊断系统的访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车辆系统，其中所述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包括手持式车辆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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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设备，并且其中所述安全模块是车辆中的安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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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提高车辆安全性的方法和装置

[0001] 相关申请

[0002] 本申请要求2014年7月11日提交的、发明人为Jason  Aurele  Soroko的题为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PROVIDING  VEHICLE  SECURITY”的美国临时申请序列No.62/

023388，以及2015年7月9日提交的、发明人为Jason  Aurele  Soroko的题为“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PROVIDING  VEHICLE  SECURITY”的美国非临时申请序列No.14/795072的优

先权，并且通过引用被结合于此。

技术领域

[0003] 本申请一般而言涉及车辆安全系统，并且更具体而言涉及可以用远程访问设备

(诸如钥匙扣(key  fob)、智能电话、互联网器具和任何其它合适的远程访问设备)激活的车

辆安全系统。

背景技术

[0004] 现代机动车(automobile)包含连接到网络的电子控制单元和传感器。控制器区域

网络(CAN)系统最早于1986年实现并已成为机动车电子器件的标准实现。门锁致动器、引擎

起动器和防盗传感器电连接到与机动车诊断系统相同的计算机网络。因此，门锁、引擎起动

器和防盗传感器可以从发出到物理诊断端口(OBD-II)中的电子输入得到命令。在一些车辆

中，通过由诸如电子钥匙扣或智能电话之类的设备进行的无线连接，还可远程地获得这种

能力。对于远程地启动机动车引擎并锁定或解锁门，有许多合法用途。对于物理地访问机动

车诊断OBD-II端口以便获得诊断信息，也存在许多合法用途。

[0005] 图1示出了已知的车辆配置的一个例子。将认识到，其它部件也被使用。如图所示，

控制器区域网络(CAN)100是允许位于整个引擎和车辆上的多个电子控制单元通过各种链

路彼此通信的网络。此外，CAN包括被设计为防篡改并且因此攻击者难以访问、修改或绕过

的硬件安全模块。如本领域中已知的，硬件安全模块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诸如中央处理

单元，和相关联的存储器，其中存储器存储可执行指令，当指令被执行时，使得处理器执行

安全操作。当前由车辆HSM执行的安全操作的例子可以包括由EVITA项目完成的工作。EVITA

目标是：-所有加密操作都在HSM内部：所有密钥都存储在HSM内部。密钥有使用标志(加密、

解密、签署、验证)。用例的例子可以是代客停车隐私应用。存在与车辆使用相关的个人使用

数据的安全访问和存储，诸如来自信息娱乐服务或驾驶活动记录系统的使用的信息。另一

个例子可以是诸如在一辆汽车中刹车的活动可以导致另一辆车辆中刹车的激活。通过HSM

来保护通信。

[0006] 在另一个用例中，数据被发送到显示器并且由存储在HSM中的密钥签署。车辆102

可以是，例如，汽车、卡车或任何其它合适的车辆。车辆系统还包括通过一条或多条通信链

路与CAN通信的一个或多个局部互连网络(LIN)104。LIN可以允许访问门锁致动器106以及

其它致动器和设备。车辆还包括各种传感器108、防盗传感器110、致动器112(诸如防抱死制

动系统致动器)、娱乐系统114、也可以与其它传感器(诸如排放控制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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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域已知的其它传感器118)互连的电子引擎控制器116，以及车辆诊断系统120(诸如具

有诊断端口122(诸如OBD-II端口)的OBD  II系统)。如本领域中已知的，OBD-II端口可以被

访问，以从车辆诊断系统获得诊断信息和其它信息。可以向车辆的用户指派远程访问设备

124，诸如具有无线收发器的钥匙卡，以便与车辆的CAN通信，以解锁门、打开后备箱、起动车

辆以及执行其它操作。

[0007] 防御系统(诸如对物理钥匙的存在的检查)已经被盗贼复制物理钥匙的能力击败。

检查嵌在物理钥匙或远程钥匙链上的电子信号或数字签名的防御系统也已被击败。物理和

电子密钥安全性的薄弱实现导致对车辆的恶意物理访问。

[0008] 如果偷车贼能够获得对车辆诊断电子系统的物理或远程无线访问，则他们将能够

发出解锁门的电子命令以允许物理访问以及起动引擎。此外，在任何复杂的电子系统中，都

存在实现缺陷的可能性，这将使恶意行动者能够采取控制。因此，需要多于一层防御性安

全。

[0009] 车辆诊断系统将接受命令而不进行认证。在将来，如果车辆诊断系统执行认证，则

车辆仍然不能知道认证的动作是由合法的车辆操作者还是由恶意盗贼进行的。认证实现缺

陷和认证秘密的根本弱点突出了对附加防御安全层的需求。

[0010] 图2示出了可被采用作为CAN  100的一部分的网关ECU  200的例子。硬件安全模块

202可被采用作为网关ECU的一部分或者将以安全的方式连接到网关ECU。硬件安全模块包

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和相关联的存储器，其允许由处理器执行软件，以使处理器执行操作。

网关ECU  200也包括一个或多个处理器204和相关联的存储器206。网关ECU  200还可以包括

无线收发器201或与车辆中的无线收发器通信，以允许与远程访问设备的通信，远程访问设

备在这个例子中被示为钥匙扣208、OEM远程访问系统210(诸如OnStar)，或智能电话212。

[0011] 已经提出在远程访问设备和网关ECU中的硬件安全模块之间提供对称加密，以例

如存储具有唯一车辆ID的车辆证书。此外，远程访问设备还被制造为具有对应的对称证书，

使得钥匙扣和HSM可以执行认证操作，使得HSM和网关ECU可以利用对称密钥认证过程认证

例如钥匙扣或其它设备，以将钥匙扣识别为适当地对应于特定车辆，使得其可以是可信任

的。

[0012] 但是，对于这种系统，会出现问题，因为黑客可以从钥匙扣获得这种基于对称密钥

的证书并将其编程到另一个钥匙扣中，由此允许黑客访问和盗取车辆。这是因为，一旦基于

对称密钥的证书已经过认证，车辆就允许对诊断系统的访问。例如，停放的车辆将仍然允许

例如通过OBD端口访问其诊断系统。车辆可以具有许多接入点，诸如蓝牙、WiFi或OBD端口。

[0013] 还已经提出使用非对称公钥基础设施系统，其中OEM可以例如充当根证书颁发机

构(例如，由OEM控制的服务器)并且HSM将钥匙扣认证为真正的制造商部分，因为制造商将

发布用于HSM和钥匙扣的公钥和私钥对。但是，所提出的系统仍然允许对停放的车辆或已经

利用远程访问设备锁定的车辆的OBD访问。

[0014] 而且，当车辆正在驾驶时，电子系统彼此协调以完成预编程的任务。如果操作者在

具体情况下施加刹车系统困难，则ABS刹车使操作者能够维持对转向的控制，同时小心地平

衡刹车盘应用。与相机传感器协调，自适应巡航控制通过帮助操作者自动控制油门和刹车

使驾驶体验更智能。辅助的平行停车逻辑电路通过自动化一系列转向运动来帮助操作者。

这些电子进步已经导致操作者的安全性和方便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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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如果在高速下应用ABS刹车或辅助平行停车，则结果对于车辆的乘客可能是灾难

性的。不幸的是，由于车辆的计算机网络的电子连接和电子控制单元的信任本质，这种情况

是可能的。电子安全机制可以被绕过和击败。最令人担心的是，与正常的个人计算机不同，

在车辆以高速行进时，在车辆可能与另一车辆或路边固定设施碰撞之前，攻击者应用服务

攻击或定时攻击的电子拒绝可能需要的时间量仅需要是数秒。

附图说明

[0016] 当结合下面的附图时，通过下面的描述将更容易理解实施例，并且其中相同的附

图标记表示相同的元件，其中：

[0017] 图1是现有技术车辆系统的框图；

[0018] 图2是车辆中的现有技术网关电子控制单元的框图；

[0019] 图3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的、具有用户提供的安全上下文的硬件安全

模块的一个例子的框图；

[0020] 图4是根据本公开中所阐述的一个例子的、具有用户提供的安全上下文控制的车

载硬件安全模块的一个例子的框图；

[0021] 图5是示出根据本公开中所阐述的一个实施例的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的一个例子的

框图；

[0022] 图6是示出图3和4中所示的硬件安全模块的操作方法的一个例子的流程图；

[0023] 图7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方面的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和安全模块的操作的一个

例子的流程图；

[0024] 图8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方面的钥匙扣的一个例子；

[0025] 图9是根据本公开中所阐述的一个例子的、采用图形用户接口的智能电话的图示；

[0026] 图10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方面的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和安全模块的操作的一

个例子的流程图；

[0027] 图11是根据本公开中所阐述的一个例子的、采用图形用户接口的智能电话的图

示；及

[0028] 图12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方面的钥匙扣的一个例子。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简而言之，公开了利用车辆用户的输入通过远程访问设备提供合法车辆使用的逻

辑电路上下文以防止车辆被盗的装置、系统和方法。照此，采用附加的安全级别，并且可以

除车辆的其它安全和防盗技术之外被使用。在一个例子中，合法的车辆操作者向车辆中的

硬件安全模块信令通知车辆状态的上下文。状态包括例如不允许所有诊断系统访问或允许

诊断访问以进行服务。

[0030] 当不允许诊断服务时，机动车中的电子控制器不响应命令。这可以包括被已知为

网关ECU的电子控制单元和与LIN总线(本地互连网络)通信的任何其它电子器件。LIN总线

通常是向门锁致动器发出命令的电子网络。当机动车处于不允许诊断服务的模式时，导致

门的解锁和启动引擎的诊断命令不被允许在CAN、LIN、FlexRay或任何其它车辆网络上移

动。如果盗贼获得对停放的车辆的恶意物理访问，则他们不能通过物理诊断端口或通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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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无线连接向机动车计算机网络发出电子命令。

[0031] 用于为车辆提供车辆安全的装置包括安全模块，该安全模块包括基于非对称密钥

的密码引擎，以基于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相关联的公钥来认证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安全模

块还可操作以建立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的安全链路。安全模块包括响应于经由所建立的安

全链路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接收的车辆安全上下文信息而选择性地阻止对车辆的诊断系

统的访问的逻辑电路。在一个例子中，安全模块是具有防篡改硬件结构的硬件安全模块。

[0032] 逻辑电路可以选择性地阻止对车辆的诊断系统的访问。例如，当诊断系统接收到

命令时，它将仅在由存储在HSM中的密码密钥签署时才运行。如果安全状态为“开”，则不会

发生这种签署，这意味着汽车的用户已用信令通知汽车将不被使用并且汽车不打算进行维

修的意图。

[0033]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包括无线收发器和耦合到无线收发器的逻

辑电路，可操作以利用车辆电子控制单元促进基于公钥的认证。车辆远程访问设备还包括

用户接口，诸如按钮或图形用户接口或两者兼有，为车辆电子控制单元提供车辆安全上下

文信息，以防止访问车辆的诊断系统。

[0034]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由车辆中的设备执行的方法包括基于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相

关联的公钥来认证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建立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的安全链路，以及响应于

经由所建立的安全链路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接收的车辆安全上下文信息而选择性地阻止

对车辆的诊断系统的访问。

[0035] 在一个实施例中，车辆系统包括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其包括无线收发器、可操作地

耦合到无线收发器的第一逻辑电路，其可操作以利用车辆电子控制单元促进基于公钥的认

证。远程访问设备(诸如钥匙扣、智能电话或其它设备)包括用户接口，诸如按钮、图形用户

接口或可操作地耦合到逻辑电路的任何合适的选择机制。远程访问设备为车辆电子控制单

元提供车辆安全上下文信息，以防止访问车辆的诊断系统。该系统包括诸如硬件安全模块

之类的安全模块，其包括基于非对称密钥的密码引擎，该引擎可操作以基于与车辆远程访

问设备相关联的公钥来认证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并且可操作以建立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的

安全链路。该系统包括第二逻辑电路，其响应于经由所建立的安全链路从车辆远程访问设

备接收的车辆安全上下文信息而操作性地作为响应地选择性地阻止对车辆的诊断系统的

访问。

[0036] 在一个实施例中，逻辑电路被存储在专用硬件安全模块(HSM)中。HSM被设计为防

篡改，并且因此攻击者无法访问、修改或绕过安全逻辑电路。如果期望，则逻辑电路操作利

用硬件安全模块的CPU中的可信任执行环境(TEE)。TEE是Global  Platform(全球平台)的安

全标准，它将关键逻辑电路功能隔离到安全和隔离的空间中，从而进一步保护安全逻辑电

路。

[0037] 诊断服务被允许或不允许的上下文是经由正常汽车拥有者的远程访问设备来发

命令的，远程访问设备诸如由车辆制造商发行的电子钥匙扣或机动车制造商发行的智能电

话应用。连接和通信协议可以利用现有技术，诸如蓝牙、WiFi或机动车制造商选择的另一无

线技术。

[0038] 为了保护通信使得盗贼无法监听到命令以便在稍后的时间重放它们(被称为重放

攻击)，通信被保护。这可以通过在钥匙扣或智能电话应用和正在接收命令的机动车连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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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例如，HSM)之间实现SSL/TLS加密的通信隧道(链路)来实现。举例来说，联邦信息处理标

准FIPS  140-2可以应用于钥匙扣或智能电话应用和HSM设备之间的通信，以创建高度安全

的通信信道。

[0039] 如上面所指出的，现有的钥匙扣或智能电话对车辆系统的认证利用已被击败的对

称密钥技术。盗贼可以通过经诊断端口(OBD-II)调查机动车计算机系统存储器来找出钥匙

扣和认证系统之间的共享秘密。

[0040] 因此，采用强大的非对称加密是重要的，诸如公钥基础设施(PKI)，其中私钥被安

全地存储在机动车硬件安全模块中，以及在电子钥匙扣内的安全元件中。对于智能电话，在

智能电话内存储私钥是可行的。类似于此的是Entrust  Mobile  Smart  Credential(信任移

动智能凭据)应用。更安全的智能电话实现将利用电话上的安全元件以及许多智能电话中

内置的可信任执行环境(TEE)。实际上，电子钥匙扣或智能电话变得等同于智能卡，其对机

动车的ECU进行认证。PKI系统的私钥的两半存储在安全的防篡改硬件中。PKI证书颁发机构

和信任的根可以由机动车制造商或其他合适的第三方管理。这将包括证书管理，包括设备

规定(provisioning)、用户规定和证书撤销。如果汽车改变所有权，则所有权身份改变的管

理将由机动车制造商管理。

[0041] 所公开的安全实现允许针对驾驶员失去起动汽车的能力的使用情况存在变通方

案。这是通过使汽车能够通过利用由机动车制造商提供的远程服务改变模式来实现的。诸

如通用汽车的OnStar和BMW的ConnectedDrive的系统是例子。这些远程服务命令将包括受

保护的PKI认证机制。它们还通过利用SSL/TLS加密通信隧道来保护通信。以这种方式，恶意

行动者不能假装是合法的远程服务。

[0042] 除了其它优点之外，机动车尤其不再信任可能允许盗窃的恶意命令。加密密钥素

材不必为了认证对诊断系统的访问而与服务中心共享。当诊断上下文逻辑电路不存在时，

这是诊断认证系统的弱点。

[0043] 所公开的安全实现不需要移位其它安全防御层，并且可以与现有的车辆技术并行

工作。

[0044] 在一个例子中，逻辑电路被放在硬件安全模块中，以启用和禁用允许诊断访问的

上下文。实现了到逻辑电路状态的安全连接。逻辑电路还被放在电子钥匙扣或智能手机应

用中。这些设备都将是由机动车制造商进行的正常机动车部署的一部分。如果这些丢失，则

来自车辆制造商的远程控制系统的连接和逻辑电路需要能够控制车辆。

[0045] 如所描述的，通过实现其中私钥存储在硬件安全模块中的公钥基础设施，实现了

对控制安全逻辑电路的机动车ECU的操作者认证。

[0046] 如果期望，则还可以通过禁用从诊断系统发出命令来提供另一层安全性，并且当

机动车逻辑电路(诸如HSM)检测到对任何子系统(诸如制动系统或任何其它系统)的恶意状

况时，可以采用报警系统。除了所有其它安全性(safety)、安全(security)和防盗技术之

外，这种逻辑电路也可以被采用。

[0047] 与这个附加的安全层相关，常见的攻击方法是重复尝试向车辆网络中发送消息，

有效地引起已知的“竞争条件”，该竞争条件是基于提高恶意命令将取代合法命令或安全检

查的概率。

[0048] 恶意命令可以来自对OBD-II诊断端口、娱乐系统连接或通过远程无线连接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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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这突出了对内部电子控制单元逻辑电路的需要，内部电子控制单元逻辑电路包括：

[0049] 在驾驶时不应当允许来自诊断系统的用于应用制动系统的命令。在短时间内

(10ms以下，或基于依赖于正常驾驶条件下的预期速率)重复多次的任何命令都应当被识别

为潜在恶意的。

[0050] 在驾驶时造成车辆电子器件内的服务被拒绝的任何“信息泛滥”事件将导致机动

车尝试警告操作者。

[0051] 在一个例子中，当车辆正在驾驶时，所公开的逻辑电路不允许除了出站信息之外

的所有诊断访问。基于机动车设计规范，逻辑电路不允许从诊断系统发出无效命令到CAN、

LIN、FlexRay或任何其它机动车网络的任何尝试。合法命令的列表可以由机动车制造商提

供以用于监视并存储在安全模块中。

[0052] 如果这些逻辑电路条件中的任一个被逻辑电路检测到，则可以通知车辆操作者安

全停止车辆。这种警告可以通过独立且隔离的通知系统发送。这可以是连接到座椅、方向

盘、刹车、油门和换挡控制器的触觉系统。这还可以包括仪表板报警以及经由娱乐系统的通

知。

[0053] 机动车硬件安全模块是防篡改电子设备，其可以以与其它电子系统隔离的方式存

储数据和逻辑电路。它们包含可以从其读取这种逻辑电路的安全元件。逻辑电路的应用可

以在已知的可信任执行环境(TEE)内执行，这是计算机执行空间与其它电子环境的进一步

隔离。

[0054] 上下文逻辑电路的一些益处包括机动车不再信任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恶意命

令。而且，减少了机动车的威胁面。

[0055] 在一个例子中，逻辑电路(诸如编程的处理器)位于硬件安全模块中，以禁用从诊

断系统发出命令。当机动车逻辑电路检测到恶意命令状况时，采用报警系统。

[0056] 图3示出了具有用户提供的安全上下文300的硬件安全模块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

子中被示为网关ECU的一部分。但是，将认识到，硬件安全模块300可以根据期望位于网络中

任何合适的点。在这个例子中，网关ECU  301包括无线收发器201并且与远程访问设备302通

信，远程访问设备302可以是例如钥匙扣、智能电话或具有用户上下文安全逻辑电路的OEM

远程访问系统。用户上下文安全逻辑电路允许合法的车辆操作者向硬件安全模块300通知

由车辆远程访问设备(例如，通过安全无线链路306)发送的车辆安全上下文信息405。车辆

安全上下文信息405可以是例如诊断系统应当被关闭的指示。

[0057] 图4更详细地示出了具有用户提供的安全上下文控制的安全模块300的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安全模块300是硬件安全模块，它是防篡改电子设备，它存储数据并且包含

与车辆中的其它电子系统隔离的逻辑电路。在一个例子中，安全模块300包括逻辑电路402，

该逻辑电路可以是例如状态机、离散逻辑电路、执行存储在存储器中的、当被执行时使得处

理器如本文所描述的那样操作的可编程指令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或者硬件和软件的任何

其它合适组合。安全模块300还包括非对称密码引擎402，其可以是状态机、离散逻辑电路或

执行所存储的、当被执行时使得处理器作为非对称密码引擎来操作的指令的一个或多个处

理器，或任何其它合适的逻辑电路。如果期望，则同一处理器可以通过执行不同的可执行代

码(如果期望的话)来提供逻辑电路400和非对称密码引擎402二者。处理器可以是任何合适

的处理器，诸如CPU、数字信号处理器或任何其它合适的可编程处理器。此外，本文要求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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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是以电子方式执行的。

[0058] 当逻辑电路400和非对称密码引擎402由执行所存储的指令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

实现时，非瞬时性存储器404可以存储可执行指令。存储器404可以是由任何合适的技术(包

括忆阻器技术或本领域已知的任何其它合适的技术)制成的任何合适的存储器，诸如RAM、

ROM或其它存储介质。此外，存储器404还存储网关ECU  404的私钥410、HSM  300的公钥412、

远程访问设备(诸如钥匙扣、智能电话或任何其它合适的设备)的公钥414。非对称密码引擎

402可以是利用公钥和私钥对来执行相互认证的PKI引擎。此外，可以采用其它密钥来在远

程访问设备和HSM之间提供安全信道，例如根据FIPS-140-2标准或任何其它合适的安全信

道协议。基于非对称密钥的密码引擎402可操作以基于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相关联的公钥

来认证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并且还建立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的安全链路。逻辑电路400响应

于经由所建立的安全链路或信道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接收的车辆安全上下文信息405，来

选择性地阻止对车辆的诊断系统的访问。如前面所提到的，硬件安全模块300可以是防篡改

硬件结构。

[0059] 在操作中，在一个例子中，非对称密码引擎402基于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相关联的

公钥414来认证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参见图5)。公钥密码引擎还建立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的

安全链路或信道。逻辑电路400响应于经由所建立的安全链路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接收的

车辆安全上下文信息304，选择性地阻止对车辆的诊断系统的访问。例如，如果钥匙扣的操

作者经由图形用户接口或钥匙扣上的按钮选择车辆关闭，使得操作者希望在逻辑电路上使

车辆诊断系统有效地关闭，那么，可以是经由安全信道发送到HSM的一个或多个位的这种车

辆安全上下文信息405随后由逻辑电路400评估，并且，如果该信息指示诊断系统应当在逻

辑电路上被关闭，则逻辑电路400将指示ECU。例如，逻辑电路400可以发出CAN网络监视命令

420，从而请求CAN网络监视车载诊断系统总线或其它数据，以确定是否正在对车辆诊断系

统进行访问。然后，ECU经由处理器204可以执行监视CAN网络对OBD的访问。这可以例如通过

允许或防止发送到诊断系统的证书签署命令的动作来完成。诊断系统将只对由存储在HSM

中的证书签署的命令作出响应。签署命令的活动仅在安全上下文被设置为启用模式(“安全

上下文关闭”)时发生。如果未签署的、虚假签署的命令到达诊断系统，则诊断系统将不会对

那些命令起作用。这还可以包括利用专用的网络控制器分接(tapping)CAN网络的流量，该

网络控制器记录并分类各个数据包，这种分接类似于入侵防御系统在传统IT系统中的工作

方式，例如，如果ECU检测到OBD正在被访问，则它可以向逻辑电路400发送安全状况通知

422。然后逻辑电路400可以请求经由报警发出命令424发出报警，然后ECU可以发出报警通

知，该报警通知可以以音频和/或视觉报警的形式被发送回用户的钥匙扣，和/或还可以激

活车辆上的另一报警，并且如果期望，则向可以联系警察的安全基础设施发送报警消息。

[0060] 如图5中所示，远程访问设备可以是钥匙扣502、智能电话或任何其它合适的设备

并且，如本领域中已知的，可以包括无线收发器500，诸如蓝牙、近场发送器、蜂窝发送器、

WiFi收发器或任何其它合适的无线收发器500，其可以包括构成用户上下文安全逻辑电路

的一个或多个处理器504或其它合适的逻辑电路。用户上下文安全逻辑电路可以包括认证

器和安全信道生成器506，并且可操作以经由安全信道向HSM  300提供所选择的用户安全上

下文信息405。在这个例子中，采用适当编程的处理器，其被编程为补充HSM的密码引擎的非

对称密码引擎。在一个例子中，这可以通过将由一个或多个处理器504执行的代码存储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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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器508中来完成。但是，将认识到，可以采用离散逻辑电路、状态机或者硬件和软件的任何

合适组合。此外，诸如一个或多个按钮、图形用户接口、麦克风、扬声器或任何其它合适的用

户接口之类的用户接口510被电子耦合到密码引擎，以提供车辆安全上下文输入信息规定，

以允许用户选择用户或车辆操作者期望的附加安全层，使得不仅例如车辆被锁定，而且除

此之外，车辆操作者还希望指示车辆的上下文应当使得诊断系统也应当有效地关闭和不可

访问。然后，如前面所指出的，车辆安全上下文信息405可以经由安全信道经由无线收发器

500发送。

[0061] 将认识到，用户接口510可以是例如在钥匙扣上的现有按钮，其可以被按下并按住

达一段延长的时间段，以选择安全上下文输入信息为“开”，使得防止车辆中的诊断系统被

访问。作为替代地，可以采用或者机械或者通过图形用户接口的单独按钮。此外，可以利用

可听命令、可以利用生物测定输入，或者根据期望任何其它合适的激活机制。

[0062] 图6是示出在方框600开始的、由车辆中的设备执行的方法的一个例子的流程图。

该过程可以例如通过用户激活车辆远程访问设备上的按钮或其它选择机制以发起车辆安

全上下文模式来起动。如果期望，则它也可以在钥匙扣或智能电话在车辆的某个范围内时

自动启动。如方框602中所示，该方法包括基于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诸如钥匙扣或智能电

话)相关联的公钥来认证车辆远程访问设备。如方框604中所示，该方法包括与车辆远程访

问设备建立安全链路，诸如TSL安全隧道。在方框606中示出，该方法包括响应于经由所建立

的安全链路从车辆远程访问设备接收的车辆安全上下文信息来选择性地防止对车辆的诊

断系统的访问。该方法可以例如由车辆中的逻辑电路和(在一个例子中)诸如HSM的安全模

块来执行。该方法可以如方框608中所示那样结束。

[0063] 图7示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的在远程访问设备和HSM之间的操作方法的一个例子。

用户通过例如激活钥匙扣上的按钮或通过图形用户接口经由蓝牙、WiFi或其它无线技术建

立到车辆的连接(方框700)，并且请求HSM利用HSM的加密引擎执行相互认证702。存在可用

于车辆OEM的标准非对称认证方法和协议。用于远程无线相互盘问响应的例子将是基于椭

圆曲线密码系统(ECC)ID的远程认证方案。加密步骤已经被标准化。从目标的角度来看，协

议步骤是：服务器和用户的相互认证，建立秘密认证密钥以保护在相互认证中使用的数据，

由用户和服务器针对从用户发送到服务器的相关数据建立起源的不可否认性以及反过来

建立对秘密会话密钥的协商，这将被用来加密数据通信。

[0064] 如果钥匙扣由HSM认证，则HSM例如建立安全信道704，诸如TLS，并且HSM将通过该

安全信道向钥匙扣发送成功的连接指示。然后，如果期望，则钥匙扣例如激活钥匙扣上指示

安全连接到位的灯或其它指示706。然后HSM向手持式设备指示车辆的当前计算机安全上下

文708。举例来说，这可以指示被红色锁的符号覆盖的计算机部件的符号，以突出车辆不允

许诊断控制并被保护的状况。另一个例子是相同的计算机部件没有被锁的符号覆盖，在黄

色惊叹号旁边，这将突出诊断计算机系统接受命令的状况并且因此警告用户不要让他们的

汽车在这种状况下停放。然后手持式设备可以在GUI上或通过另一合适的按钮或指示来显

示710当前计算机安全上下文。然后HSM等待进一步的指令712。如果用户决定通过例如在汽

车引擎关闭或停放时选择开或关按钮来提供附加的车辆安全上下文714，则车辆安全上下

文信息通过安全信道被传送到HSM，并且，如果安全上下文未被设置716，则HSM可以向ECU发

送命令，以停止监视对诊断系统718的非法命令。但是，如果车辆安全上下文被设置，则H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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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ECU执行监视和监听诊断系统720的监视结果。如果ECU指示非法活动722，诸如检测到

OBD-2诊断命令，则HSM将通知ECU发出警报。如果ECU从HSM逻辑电路接收到警报命令，则ECU

将连接到OEM远程访问服务并警告潜在的危险状况724。而且，如果与手持式设备建立了连

接，则可以通过正常连接向远程访问设备发送警报而不需要使用安全信道。如果期望，则问

题警报还可以经由ECU在车辆的仪表板显示器上显示。

[0065] 图8和9分别是采用上述车辆安全上下文信息规定的钥匙扣和智能电话的示意图。

在这些例子中，远程访问设备包括安全连接指示器800和900，向用户示出在远程访问设备

和HSM之间已经建立了安全信道。此外，安全的车辆计算机选择器802和902被用来允许用户

激活车辆安全上下文模式，以指示车辆诊断系统不应当可访问。如果已正确地执行车辆安

全上下文信息的激活，则向用户通知安全车辆计算机指示器804和904。此外，在安全车辆计

算机指示器被激活的时间期间，如806和906所示的视觉、听觉或两者兼有的警报或报警警

告在HSM已检测到诊断系统的访问的情况下被激活。

[0066] 图10是示出其中可以采用智能电话或钥匙扣的位置信息和/或用户的生物测定信

息的系统的另一实施例的流程图。如图所示，当被使用时，智能电话可以针对用户的生物测

定指纹或PIN码发出安全盘问，如方框1000中所示。如果相互认证已经被批准，则HSM可以设

置基于TLS的安全信道，生物测定指纹信息是附加的安全级别。如果期望，则智能电话或钥

匙扣可以注册GPS坐标并且通过安全TLS信道将GPS坐标发送到HSM，如方框1002中所示。将

接收到的GPS坐标与汽车坐标(诸如来自车辆GPS)进行比较，并且如果位置太远，则向OEM远

程访问服务发送报警，如方框1004中所示。OEM远程访问服务将联系车辆的用户，以确保这

是预期的操作。如果合法用户不打算这样做，则依赖于特定于OEM的策略，车辆将被OEM远程

访问服务固定或跟踪。然后，如方框1006中所示，到手持设备的成功连接指示是通过安全信

道发送的，然后其在钥匙扣或智能电话上指示，如方框1008中所示。当前计算机安全上下文

的指示可以被发送到手持式设备，如方框1010中所示，然后其可以在GUI上显示或以其它方

式向用户指示，如方框1012中所示。如果远程访问设备或OEM远程访问服务发送车辆安全上

下文信息，则可以基于状况的数量来进行。这些在方框1014、1016、1018和1020中示出。这些

活动可以被记录在远程访问设备的存储器中，如方框1022中所示。例如，当用户已经停止引

擎时，可以指示车辆安全上下文通知为“开”并且在安全信道中被发送到HSM。当用户已经停

止引擎并且用户希望让诊断系统可以访问第三方服务器时，用户可以选择那个状况并且指

示车辆安全上下文信息为“关”的通知被安全地发送到HSM。如方框1018中所示，在另一个例

子中，OEM远程访问服务具有在用户请求时(例如，如果存在丢失的钥匙扣或者不能与智能

电话建立安全连接的情况)重写HSM中的安全上下文的能力。如方框1020中所示，如果期望，

则将安全上下文收费活动记录在OEM远程访问服务和本地存储器位置。

[0067] 如图11和12中所示，示出了自动服务选择器1100和1200，以允许例如用户选择诊

断服务可以发生。还可以提供GPS和/或生物测定接口，如1102和1202中所示。相应地，这些

设备可以利用例如图10中所示的操作来使用。

[0068] 总的来说，机动车电子系统部分地信任向它们发出的命令。机动车通常无法区分

命令是从其合法操作者发出还是从恶意盗贼发出。当车辆的合法操作者能够向车辆用信令

通知意图时，这个问题被解决。实际上，车辆驾驶员是想要驾驶还是停放车辆的上下文是防

御性安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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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如果机动车的合法操作者想要停放一段时间，则可以假设操作者的意图是汽车门

将被锁定并且引擎将被停止，此外，机动车将不接受来自诊断系统的命令，直到驾驶员发出

解锁车门和启动引擎的命令。

[0070] 对此的例外是如果车辆操作者想要车辆被维修。诊断端口将被合法访问。车辆拥

有者或驾驶员被允许向机动车发出命令以将其置于允许诊断维修的模式中。

[0071] 在另一个实施例中，还可以组合地提供在合法的操作者操作期间阻止非合法命

令，使得例如硬件安全模块可以禁用从诊断系统发出的命令。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将认识

到其它优点。

[0072] 除了其它优点之外，尤其提供了附加车辆安全层，其包括在远程访问设备和车辆

安全系统之间的基于非对称密钥的相互认证操作。诸如SSL或TLS信道之类的附加安全信道

在HSM和远程访问设备之间建立，以由车辆操作者发出附加命令或提供车辆安全上下文信

息，指示例如车辆诊断系统应当在逻辑电路上被关闭。这可以是除了例如指示车辆停放和/

或上锁的信息之外的信息。照此，执行车辆的物理上锁被执行并且诊断系统的逻辑电路上

锁被执行。

[0073] 仅仅为了说明和描述的目的而不是限制，给出了本发明的上述详细描述及其中所

描述的例子。因此，预期本发明覆盖落入上面公开并在本文要求保护的底层原理的精神和

范围内的任何和所有修改、变化或等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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