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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client apparatus, a server apparatus and an access control system for authorized access. The client ap -
paratus comprises a request generating unit configured to generate a request for authorized access to a protected resource and send
the request to a server apparatus; a recording unit configured to record the request in a public database, wherein the public database
i s a decentralized distributive database, and records in the public database are inalterable; and an access unit configured to utilize r e -
sponse information sent by the server apparatus in response to the request, t o execute a corresponding operation for accessing the
protected resource. According to embodiments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network attacks such as replay attacks, man-in-the-middle
attacks and the like can be effectively resisted, and the access security of the authorized data i s thereby improved.

(57) 摘要：公开 了一种用 于授权 访 问的客户端装 置 、服务 器装置和 访 问控 制 系统 ，该客户 端装置 包括 ：请 求生
成单元 ，被配置 成生成用于受保护 资源 的授权访 问的请求 ，并且将 该请求发送到服务器装置 ；记录单元 ，被配
置成将请求记录在 公共数据库 中，其 中，公共数据库 是去 中心化 的分布式数据库 ，并且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 是
不可更 改 的； 以及访 问单元 ，被配置成利用服务器装置 响应 于请求而发送 的响应信 息 ，执 行用于访 问受保护 资
源 的相应操作 。根据本 公开 的实施例 ，可 以有 效地抵抗重放 攻击和 中间人攻击等 网络攻击 ，提高 了授权数据访
问的安全性 。



用于授权访问的客户端装置、服务器装置和访问控制系统

本 申请 要 求 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提 交 中 国专 利局 、 申请 号 为

201510977455.3 、发明名称为 "用于授权访问的客户端装置、服务器装置和访

问控制系统" 的中国专利申请的优先权，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申请中。

技术领域
本公开涉及信息安全和访 问控制技术，更具体地，涉及利用去中心化的

公共数据库来实现安全授权访问的客户端装置、服务器装置、访问控制系统和

相应的方法。

背景技术
访问控制是所有计算机系统都需要涉及的机制，无论是客户端/服务器系

统，客户端/浏览器系统，还是云系统，从最简单的用户名/密码，到广泛使用

的认证码/验证码 （CAPTCHA ) , 以及现在广泛使用的短信验证码和基于硬件

的 UKey 等，其中，短信验证码和 UKey 都需要外部设备的支持。访问控制环

节最主要的内容是确认访问申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通过真实性和有效性的判

断可以有效地 氏御部分网络攻击，如重放攻击，中间人攻击，进而也可以降低

拒绝服务攻击的风险。

发明内容
在下文中给 出了关于本公开的简要概述，以便提供关于本公开的某些方

面的基本理解。但是，应 当理解，这个概述并不是关于本公开的穷举性概述。

它并不是意图用来确定本公开的关键性部分或重要部分，也不是意图用来限定

本公开的范围。其 目的仅仅是以简化的形式给 出关于本公开的某些概念，以此

作为稍后给出的更详细描述的前序。

鉴于以上问题，本公开的 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有效地抵御部分网络攻击

的用于授权访问的客户端装置、服务器装置、访问控制系统和相应的方法。

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提供 了一种用于授权访问的客户端装置，包括：



请求生成单元 ，被配置成生成用于受保护资源的授权访 问的请求 ，并且将该请

求发送到服务器装置；记录单元 ，被配置成将请求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中，其 中，

公共数据库是去 中心化 的分布式数据库 ，并且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是不可更改

的；以及访 问单元 ，被配置成利用服务器装置响应于请求而发送的响应信 息，

执行用于访 问受保护资源的相应操作 。

根据本公开的优选 实施例 ，公共数据库 包括 区块链 （Blockchain )。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优选 实施例 ，请 求生成单元进一步被 配置成利用客户

端私钥对请求进行签名并将签名后 的请求发送给服务器装置，并且记录单元进

一步被配置成将签名后 的请求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中。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优选 实施例 ，请 求生成单元进一步被 配置成还将请求

在公共数据库 中的位置信 息发送给服务器装置。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优选 实施例 ，访 问单元进一步被 配置成利用服务器公

钥对响应信 息在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进行验证 ，并且根据验证 的结果而执行相

应操作 。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优选 实施例 ，服 务器装置 包括授权服务器和资源服务

器。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优选 实施例 ，请 求 包括发送给授权服务器的对于授权

访 问凭证 的请求，并且响应信 息包括来 自授权服务器的授权访 问凭证 。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优选 实施例 ，授权访 问凭证 包括与受保护资源有 关的

限制信 息。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优选 实施例 ，限制信 息包括受保护资源的管理者 的标

识 、允许客户端装置访 问的资源以及授权访 问凭证 的有效期。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优选 实施例 ，限制信 息还 包括在有效期 内的访 问次数

设 置 ，并且访 问单元根据访 问次数设 置而执行用于访 问受保护资源的相应操

作 。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优选 实施例 ，请 求 包括发送给 资源服务器的数据访 问

请求，并且响应信 息包括来 自资源服务器的数据 资源。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优选 实施例 ，授权服务器和所述资源服务器是 同一服

务器。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方面，还提供 了一种用于授权访 问的服务器装置 ，包

括：响应生成单元 ，被配置成响应于来 自客户端装置的对于受保护资源的授权

访 问的请求而生成相应 的响应信 息，并且将响应信 息发送到客户端装置；以 及

记录单元 ，被配置成将响应信 息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中，其 中，公共数据库是去

中心化 的分布式数据库 ，并且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是不可更改的。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方面，还提供 了一种用于授权访 问的访 问控制 系统 ，

该访 问控制 系统 包括客户端装置、服务器装置和公共数据库 ，其 中，公共数据

库是去 中心化 的分布式数据库 ，并且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是不可更改的，并且

其 中，客户端装置 包括：请求生成单元 ，被配置成生成用于受保护资源的授权

访 问的请求，并且将请求发送到服务器装置；第一记录单元 ，被配置成将请求

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中；以及访 问单元 ，被配置成利用服务器装置响应 于请求而

发送的响应信 息，执行用于访 问受保护资源的相应操作 ；以及服务器装置 包括：

响应生成单元 ，被配置成响应 于请求而生成相应 的响应信 息，并且将响应信 息

发送到客户端装置 ，以及第二记录单元 ，被配置成将响应信 息记录在公共数据

库 中。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方面，还提供 了一种在客户端装置执行 的用于授权访

问的方法，该方法包括：生成用于受保护资源的 权访 问的请求，并且将请求

发送到服务器装置；将请求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中，其 中，公共数据库是去 中心

化 的分布式数据库 ，并且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是不可更改的；以及利用服务器

装置响应于请求而发送的响应信 息，执行用于访 问受保护资源的相应操作 。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方面，还提供 了一种在服务器装置执行 的用于授权访

问的方法，该方法 包括：响应 于来 自客户端装置的对于受保护资源的授权访 问

的请求而生成相应 的响应信 息，并且将响应信 息发送到客户端装置；以及将响

应信 息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中，其 中，公共数据库是去 中心化 的分布式数据库 ，

并且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是不可更改的。

根据本公开的另一方面，还提供 了一种 电子设备 ，该 电子设备可 包括收

发机和一个或多个处理器，这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可被配置成执行上述根据本公

开的用于授权访 问的方法。

根据本公开的其它方面，还提供 了用于实现上述根据本公开的方法的计



算机程序代码和计算机程序产品以及其上记录有该用于实现上述根据本公开

的方法的计算机程序代码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可以通过利用去中心化的公共数据库而有效地实

现对于受保护资源的安全授权访问。
在下面的说明书部分中给出本公开实施例的其它方面，其中，详细说明

用于充分地公开本公开实施例的优选实施例，而不对其施加限定。

附图说明
本公开可以通过参考下文中结合附图所给出的详细描述而得到更好的理

解，其中在所有附图中使用了相同或相似的附图标记来表示相同或者相似的部

件。所述附图连同下面的详细说明一起包含在本说明书中并形成说明书的一部

分，用来进一步举例说明本公开的优选实施例和解释本公开的原理和优点。其

中：
图 1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访问控制系统的架构的示例的示意图；
图 2 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客户端装置的功能配置示例的框图；

图 3 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服务器装置的功能配置示例的框图；

图 4 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用于授权访问的交互流程的示例的示

意图；
图 5 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基于区块链的访问控制实现的示例的

示意图；

图 6 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区块链中的记录项的格式和内容的示

例的示意图；

图 7 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用于授权访问的方法的过程示例的流

程图；
图 8 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基于区块链和 OAuth 协议的访问控制

系统的架构的示例的示意图；

图 9 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基于区块链的 OAuth 协议实现的示例

的示意图；



示例的流程 图；

图 11A 和 图 11B 是示 出应用本公开的技术的用于实现有 限次授权访 问的

示例的示意图；

图 12 是示 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在客户端装置执行 的用于授权访 问的

方法的过程示例的流程 图；

图 13 是示 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在服务器装置执行的用于授权访 问的

方法的过程示例的流程 图；

图 14 是示 出根据本公开的技术的第一应用示例的示意图；

图 15 是示 出根据本公开的技术的第二应用示例的示意图；以 及

图 16 是作为本公开的实施例 中可釆用的信 息处理设备 的个人计算机 的示

例结构的框 图。

具体 实施方式

在下文 中将结合 附图对本公开的示范性 实施例进行描述 。为 了清楚和 简

明起见 ，在说 明书中并未描述 实际实施方式的所有特征 。然而，应该 了解 ，在

开发任何这种 实际实施例的过程 中必须做 出很 多特定于实施方式的决定，以便

实现开发人 员的具体 目标 ，例如 ，符合与 系统及业务相 关的那些限制条件 ，并

且这些限制条件可能会 随着 实施方式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此外 ，还应该 了解 ，

虽然开发工作有可能是非常复杂和 费时的，但对得益于本公开 内容的本领域技

术人 员来说 ，这种开发工作仅仅是例行的任务。

在此 ，还需要说 明的一点是 ，为 了避免 因不必要 的细节而模糊 了本公开 ，

在 附 图中仅仅 示 出了与根据 本公 开 的方案 密切相 关的设备 结构和/或处理 步

骤 ，而省略 了与本公开关系不大的其它细节。

接 下来 ，将参照图 1 至图 16 详细描述本公开的实施例。

图 1是示 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访 问控制 系统的架构的示例的示意图。

如 图 1 所示，根据该 实施例的访 问控制 系统可 包括公共数据库 100 、客户

端装置 200 和服务器装置 300 。

在本公开的实施例 中，为 了保证客户端装置 200 对于受保护资源的安全

访 问，可使得在授权访 问过程 中的客户端装置 200 和服务器装置 300 的关键操



作分别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100 中，由于公共数据库 100 是去 中心化 的分布式数

据库 ，其中的数据一经记录便不可更改和删除，因此有利于抵抗 网络攻击，实

现安全访 问控制。下面，将分别参照图 2 和 图 3 详细描述客户端装置 200 和服

务器装置 300 的功能配置示例。

图 2 是示 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客户端装置的功能配置示例的框 图。

如 图 2 所示，根据该实施例的客户端装置 200 可 包括请求生成单元 210 、

记录单元 20 和访 问单元 230 。

请求生成单元 210 可被配置成生成用于受保护资源的授权访 问的请求，

并且将该请求发送到服务器装置 300 。

记录单元 220 可被配置成将上述请求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100 中。

访 问单元 230 可被配置成利用服务器装置 300 响应于请求而发送的响应

信息，执行用于访 问受保护资源的相应操作 。

优选地 ，为了增强安全性，请求生成单元 210 可进一步利用密钥生成 中

心针对客户端装置 200 所生成的身份密钥对 （包括私钥 （private key, 记为 SK )

和公钥 ( public key, 即为 PK ) ) 中的私钥对该请求进行签名 ，将签名后的请

求发送给服务器装置 300 ，并且记录单元 220 可将签名后的请求记录在公共数

据库 100 中。该过程例如可通过以下表达式 （1 ) 来表示：

Record 1= Sign SK Client ( Hash ( Request )) ( 1 )

其中，Request 表示来 自客户端装置的请求，SK of Client 表示客户端装置 200

的私钥 ，Hash( )表示哈希函数 ，Sign SK 。f Client 表示利用客户端装置 200 的私钥

进行签名 ，并且 Recordl 表示该签名后的请求在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

优选地 ，请求生成单元 210 还可将上述请求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中的位置

信息 （这里例如记为 Addrl ) 发送给服务器装置 300 。这样 ，服务器装置 300

可以根据所接收到的位置信息而在公共数据库 100 中查找签名后的请求在公

共数据库 100 中的记录 （上述 Recordl )，并且利用客户端装置 200 的公钥验

证来 自客户端装置 200 的请求的真 实性，该验证过程例如可通过以下表达式

( 2 ) 来表示：

Addr 1 - Record 1

Verify (Rec ord 1) = Verify PKof Cl t ( Record 1) = ?Hash ( Request ) ( 2 )



其 中，Verify( )表示所釆用的验证 函数 ，并且 PK of Client 表示客户端装置 200

的公钥 。

然后 ，针对经验证合理的请求，服务器装置 300 可生成相应 的响应信 息

( 这里记为 Response ) 以发送给客户端装置 200 ，并且还将该响应信 息记录在

公共数据库 100 中。优选地 ，为 了进一步保证安全性 ，服务器装置 300 也可利

用服务器私钥对响应信 息进行签名 ，将签名后 的响应信 息发送给客户端装置

200, 并且将签名后 的响应信 息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100 中。该过程例如可通过

以下表达式 （3 ) 来表示：

Record 2 = Sign SK f S ( Hash ( Response )) ( 3 )

其 中，Response 表示服务器装置生成的响应信 息，SK of Server 表示服务器装

置 300 的私钥 ，Hash( )表 示哈希函数 ，Sign SK 。f Server表示利用服务器装置 300

的私钥进行签名 ，并且 Record2 表示该签名后 的响应信 息在公共数据库 100 中

的 己录。

此外 ，与上述类似 ，服务器装置 300 也可将签名后 的响应信 息在公共数

据库 中的位置信 息 （这里例如记为 Addr2 ) 发送给客户端装置 200 ，从 而客户

端装置 200 的访 问单元 230 可根据所接 收的位置信 息而在公共数据库 100 中查

找签名后 的响应信 息在公共数据库 100 中的记录，利用服务器公钥对该记录进

行验证 ，并且根据验证结果而执行相应操作 。该过程例如可通过以下表达式（4 )

来表示：

Addr 2 Record 2

Ver if (Rec ord2) = Verify PKof rver ( Record 2 ) = ?Hash ( Response ) ( 4 )

其 中，Verify( )表示所釆用的验证 函数 ，并且 PK of Server 表示服务器装置 300

的公钥 。

以上参照图 2 描述 了用于授权访 问的客户端装置的功能配置示例 ，相对

应地 ，下面将参照图 3 描述用于授权访 问的服务器装置的功能配置示例。图 3

是示 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服务器装置的功能配置示例的框 图。

如 图 3 所示 ，根据本 实施例的服务器装置 300 可 包括响应生成单元 310

和记录单元 320 。

响应生成单元 310 可被配置成响应于来 自客户端装置的对于受保护资源



的授权访 问的请求而生成相应的响应信息，并且将响应信息发送到客户端装置

200 。

优选地 ，如上所述，响应生成单元 310 可利用客户端公钥 （即，上述 PK

of Client ) 对客户端装置 200 的请求在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 （即，上述记录

Recordl ) 进行验证 ，并且根据验证的结果而生成响应信息 （即，Response )。

该过程可通过例如上述表达式 （2 ) 来表示。

记录单元 320 可被配置成将响应信息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100 中。

优选地 ，如上所述，响应生成单元 310 可进一步被配置成利用服务器私

钥对响应信息进行签名并将签名后的响应信息发送给客户端装置 200 ，并且记

录单元 320 可进一步被配置成将签名后的响应信息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100 中。

该过程例如可由上述表达式 （3 ) 来表示。此外，响应生成单元 310 还可将响

应信息在公共数据库中的位置信息 （即，上述 Addr2 ) 发送给客户端装置 200 。

应理解 ，服务器装置 300 的功能配置示例是与上述客户端装置 200 的功

能配置示例相对应的，因此在此未详细描述的内容可参见以上相应位置的描

述，在此不再重复。

为了有助于理解上述授权访 问的实现过程 ，下面将参照图 4 描述用于授

权访 问的客户端装置 200 、服务器装置 300 以及公共数据库 100 之 间的交互流

程。图 4 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用于授权访 问的交互流程的示例的示意

图。

如图 4 所示，首先，在步骤 S101 中，客户端装置 200 利用客户端私钥对

请求进行签名以生成用于受保护资源的 权访 问的请求，并且在步骤 S102 中

将该请求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100 中。在步骤 S103 中，公共数据库 100 将上述

请求添加到其记录中，并且该记录 （即，Recordl ) 的位置例如为 Addrl 。然

后 ，在步骤 S104 中，客户端装置 200 将签名后的请求及其在公共数据库 100

中的位置信息 Addrl 发送给服务器装置 300 。接下来，在步骤 S105 中，服务

器装置 300 根据位置信息 Addrl ，利用客户端公钥对上述请求记录 Recordl 进

行验证 ，并且如果验证该请求是合理的，则在步骤 S106 中生成相应的响应信

息并且利用服务器私钥对该响应信息进行签名。然后 ，在步骤 S107 中，服务

器装置 300 将该签名后的响应信息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100 中，并且在步骤 S108



中，公共数据库 100 将该响应信息记录添加到其记录中，并且该记录 （即，

Record2 ) 的位置例如为 Addr2 。接下来，在步骤 S109 中，服务器装置 300 将

该签名后的响应信息及其在公共数据库中的位置信息 Addr2 发送给客户端装

置 200。如果需要 ，则客户端装置 200 可在步骤 S110 ( 可选的，如虚线所示 ）

中根据位置信息 Addr2 ，利用服务器公钥对响应信息在公共数据库 100 中的记

录 Record2 进行验证 ，并且根据验证结果而执行相应的操作，例如，访问受保

护资源等。

应理解，上述交互过程仅为示例而非限制，并且所示出的各个步骤的执

行顺序也仅是为了描述方便而不限于此，根据需要 ，一些步骤可并行地执行或

者其执行顺序可改变。

根据以上描述的过程可以看 出，由于客户端装置 200 和服务器装置 300

的交互过程被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100 中，而该公共数据库 100 是一个去中心化

的分布式数据库，并且其中的记录是不可更改 （即，不可删除和/或修改 ）的，

因此通过分别利用客户端私钥和服务器私钥对交互过程进行签名并且记录在

公共数据库中，可以有效地抵抗网络攻击。在这里，应指 出，由于公共数据库

100 是由所有 网络实体共享的分布式数据库，因此从理论上来讲 ，如果一半以

上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网络实体都 同意更改公共数据库中的数据记录，则可以

允许对其中的记录进行更改。然而，实际上，很难使得一半以上或三分之二以

上的网络实体都同意更改数据记录，因此这里通常认为公共数据库中的数据一

经记录便不可修改和删除。

优选地，作为示例，上述公共数据库可包括区块链。区块链 （Blockchain )

被视为比特 币 （Bitcoin ) 背后的主要技术创新。因为它作为一个无需信任的证

明机制，用于去证明网络中所有的交易。区块链是一种 "非信任 " 架构。 "非

信任 " 架构就是在整个系统中的多个参与方无需互相信任就能够完成各种类型

的交易和协作。这恰恰一直是传统互联 网到 目前为止最薄弱的一项。与需要建

立和维持与交易对方 （其他人 ）或第三方中介 （如银行 ）的信任相比，用户可

以信任 由 "挖矿者-审计 （miner-accountants )" 维持的、在世界范围内存储在

多个不同的去中心化节点上的公共账务系统。作为用于去中心化的非信任的新

交易系统的架构的区块链是关键创新。区块链允许在全球的所有实体之间进行



无需干预的和去中心化的任何类型的所有交易。区块链像是用于在因特网协议

的现有栈上运行的另一应用层，为因特网增加 了全新的层以实现经济交易，包

括即时数字货币支付 （在全球广泛地使用加密货币的情况下 ）和更长期、更复

杂的经济合约。任何货币、经济合约或者硬或软资产都可通过区块链系统进行

交易。此外，区块链不仅可用于交易，并且还可用作用于记录、跟踪、监视和

交易所有资产的登记和库存系统。区块链在字面上像是用于登记所有资产的巨

大扩展表以及用于在全球范围交易这些资产的记账系统，包括世界范围的所有
实体持有的所有形式的资产。因此，区块链可以用于任何形式的资产登记、存

量和交换，包括金融、经济和金钱的各个领域；硬资产 （物理财产 ）和无形资

产 （投票、构思、名誉、意图、健康数据等等 ）。比特币点对点网络将所有的

交易历史都储存在 " 区块链" （Blockchain ) 中。区块链在持续延长，而且新区

块一旦加入到区块链中，就不会再被移走。区块链实际上就是一个 P2P 网络平

台，也就是一群分散的用户端节点，并由所有参与者组成的分布式数据库，是

对所有比特币交易历史的记录。然而，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它也不仅仅只

是应用在虚拟货币的支付领域。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无需信任的点到点模型

意味着，在最基本的水平,无中间人交易。区块链是比特 币的网络基础，但区块

链本身意味着更多。如果说区块链技术 1.0 是为虚拟货币而生，则区块链技术

2.0 的核心特性信用信任成为目前的重要应用方向，被建议做区块链合同、公

证等。而区块链技术 3.0 则被定位为金融应用以外的应用领域，如在政府领域、

健康、科学、文化和艺术等。

区块链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公共记录，或

称为公共账务系统。区块链由所有用户共享以及共同维护。区块链中的记录可

以被用来验证双重消费，如果区块链被应用于虚拟货币的账单，则可以用来验

证比特币交易的永久性并防止双重消费。区块链在本发明中则可以用于避免同

一认证码的多次使用，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在授权服务平台，则可通过按时间顺

序的公共记录集，验证授权协议相关的步骤以及防止重放攻击。

除了比特 币之外，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公共数据库还可釆用诸如莱特

币这样 的基 于去 中心化 区块链 的公共账务 （public ledger ) 平 台，还有

Hyperledger 这样釆用 "共识" 而非挖矿的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务系统。



本发明的授权服务同样可以基于 Hyperledger 平台实现应用，例如，将请

求和响应信息记录在 Hyperledger 的共识池中，例如测试池 （testpool )、用户

池 （custompool ) 等， testpool 对所有人都免 费开放 ，custompool 则是允许用

户 自定义池子。通过 Hyperledger 的 "共识 " 机制，确认记录有效后，该记录

则不可被删改。

下面将以区块链为例来描述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访 问控制实现，但是

应理解，本公开当然不限于此，而是可应用于任何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且其

中的记录不可删除和修改的数据库 系统。图 5 是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

基于区块链的访问控制实现的示例的示意图。

如图 5 所示，客户端装置 200 和服务器装置 300 分别将各 自的签名后的

请求和响应信息添加到区块链 中，这些记录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在 区块链

中，并且一经记录则不可修改和删除，从而客户端装置 200 和服务器装置 300

可根据请求和响应信息在区块链中的位置信息而查找相应记录，利用公钥分别

对区块链 中的记录进行验证 ，以确保访问控制的安全性。

图 6 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区块链中的记录项的格式和内容的示

例的示意图。

如图 6 所示，区块链 中的记录可包括地址、内容创建者的签名以及其它

应用相关信息。例如，客户端装置 200 记录在区块链中的请求记录包括请求在

区块链中的位置信息 （Addrl ) 和请求的签名，并且在服务器装置 300 将其响

应信息记录在区块链中之后 ，此时的区块链中的记录项包括响应信息在区块链

中的位置信息 （Addr2 )、响应的签名、请求在区块链中的位置信息 （Addrl )、

请求的签名等等，即，区块链中的记录按照记录的时间顺序而增长，并且不可

删除和修改。

应理解，这里所给 出的记录项的格式和 内容仅为示例，可根据 实际应用

需求而设置其中的记录项的格式和 内容，本公开对此不作限制。

与上述交互过程相对应的，下面将参照图 7 描述才艮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

用于授权访问的方法的过程示例。图 7 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用于授权

访问的方法的过程示例的流程图。

如图 7 所示，该方法开始于步骤 S701 ，然后进行到步骤 S702 。在步骤



S702 中，客 户端装 置 200 生成用 于受保 护 资源的授权访 问的请 求 ，利用客 户

端私钥签名后记 录到 区块链 中，并得 到该请 求在 区块链 中的位 置信 息。然后 ，

该方法进行到 步骤 S703 。在 步骤 S703 中，客 户端装置 200 将 其签名后 的请 求

以 及 该请 求在 区块链 中的位 置信 息发 送给服 务 器装 置 300 。接 下来 ，在 步骤

S704 中 ，服 务器装 置 300 根据 所接 收 的位 置信 息而得 到 区块链 中的请 求记 录 ，

并且 利用客 户端公钥验证 该记 录 。然后 ，该方法进行到 步骤 S705 ，在 步骤 S705

中判 断该记 录是 否有 效 。如 果判 断无效 ，则该方法结束 。如 果判 断有 效 ，则方

法进行到 步骤 S706 ，在 步骤 S706 中，服 务器装置 300 针 对有 效 的请 求 而生成

响应信 息 ，利用服 务器私钥签名后记 录在 区块链 中，并得 到该响应信 息在 区块

链 中的位 置信 息。接 下来 ，在 步骤 S707 中，服 务器装置 300 将签名后 的响应

信 息及其在 区块链 中的位 置信 息发 送给客 户端装置 200 ，并且该方法结束 。

以 上 参 照 图 7 描 述 了根据 本公 开 的用 于授权访 问的方法的过程 示例 ，但

是应 理解 ，这仅是 示例 而非 限制 ，并且 本领域技 术人 员可根据 需要 而对上述过

程 进行修 改 。例如 ，如上 所述 ，如 果需要 ，则客 户端装置 200 还 可在接 下来 的

步骤 中根据 所接 收 的位 置信 息而得 到 区块链 中的响应信 息记 录 ，利用服 务器公

钥验证 该记 录 ，并且根据验证 结果 而执行相应操作 。

以 上 参 照 图 1 至 图 7 描 述 了授 权访 问控 制 的一般 示例 ，下 面将 结合 OAuth

( 开放授 权 ，http://oauth.net/ ) 标 准来描 述应 用本公 开 的技 术 的授权访 问控 制 的

实现 。

在具体描 述 OAuth 协议 与本发 明的技 术 的结合之 前 ，在此先 简要 介 绍一

下 OAuth 协议 。OAuth 是 一个 关于 受权 ( authorization ) 的开放 网络协议 （标

准 ）。在 OAuth 协议 中，引入 了授 权层 并且将客 户端 的角 色与 资源所有 者 的角

色分 离，客 户端请 求对 由资源所有者控 制 的并且 由资源服 务器拥有 的资源的访

问，并且被发放 与 资源所有 者 的凭证 不 同的凭证 集合 。在 OAuth 协议 中，定

义 了以下四个 角 色：资源所有者 ，其是 能够 权对 受保 护 资源的访 问的 实体 ，

当资源所有者是人 时 ，也可称 为终端用户 ；资源服 务 器 ，其是拥有 受保 护 资源

的服 务器 ，能够使 用访 问令牌接 受和响应对 受保 护 资源的访 问请 求 ；客 户端 ，

其是代表 资源所有 者 并且 利用 资源所有 者 的授 权 而进行 受保 护 资 源请 求 的应

用 ，其 并不暗示任何特 定 的 实现特性 （例如 ，该应 用在服 务 器 、台式机还 是其



它装置上执行 ）；以及授权服务器，其是在成功认证 了资源所有者并且获得 了

授权之后对客户端发放访 问令牌的服务器，其可以与资源服务器是 同一服务器

或者也可以是不同的实体 ，并且单个授权服务器可发 出由多个资源服务器接受

的访 问令牌。

OAuth 的发展促进 了开放 API 领域的新应用的开发。OAuth 为应用提供

了一种访 问受保护资源的方法。在应用访 问受保护资源之前，它必须先从资源

所有者处获取授权 （访 问许可 ），然后用访 问许可交换访 问令牌 （代表访 问许

可的作用域 、持续时间和其它属性 ）。应用通过向资源服务器出示访 问令牌来

访 问受保护资源。目前被推荐使用的是 OAuth 2.0 标准。 然而，OAuth 2.0 协

议本身不提供安全性和完整性保护机制，开发者在使用 OAuth 2.0 时，需要额

外提供通信安全性的保护机制。

OAuth 2.0 协议本身无法抵御重放攻击和中间人攻击，例如 网络传输时的

重放攻击，认证码可能被截取并用来多次申请授权访 问凭证等。如上所述，通

过将授权的交互过程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例如，区块链 ）中，即，通过将 OAuth

协议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 ，可以有效地 氏抗中间人攻击和重放攻击。作为示例，

下面将详细描述基于区块链和 OAuth 协议的授权访 问控制的实现的示例。

图 8 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基于区块链和 OAuth 协议的访 问控制

系统的架构的示例的示意图。

如图 8 所示，根据该实施例的访 问控制系统可包括 区块链 100、客户端装

置 200、授权服务器 400、资源服务器 500 和资源所有者 600。其中，区块链

100 和客户端装置 200 与上述公共数据库 100 和客户端装置 200 具有相 同的配

置，在此不再重复。授权服务器 400 和资源服务器 500 可具有与上述服务器装

置 300 相 同的配置，即，服务器装置 300 可 包括授权服务器 400 和资源服务器

500，并且这两个服务器也可以是 同一个服务器装置，因此在此不再重复描述

其配置。下面将仅 简单介绍在 OAuth 协议 中上述各个装置的作用。

资源所有者 600 是能够授权许可对受保护资源的访 问的实体；资源服务

器 500 是拥有受保护资源的服务器，其能够接受和响应使用访 问令牌的对受保

护资源的请求；客户端装置 200 是代表资源所有者并且利用资源所有者的授权

对受保护资源进行请求的应用，其并不限于任何特定实现形式，即，其可以在



服务器、计算机 、便携式设备或者其它装置上 实现；以及授权服务器 400 是在

成功认证 了资源所有者并且获得授权之后对客户端装置 200 发 出访 问令牌 的

服务器。

下面将参照图 9 详细描述基 于 区块链 的 OAuth 协议 的实现过程 的示例。

图 9 是示 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基 于 区块链 的 OAuth 协议 实现 的示例的示

意图。

如 图 9 所示，首先 ，在步骤 S901 中，客户端装置 200 向资源所有者 600

发起授权请求，然后 ，在步骤 S902 中，资源所有者 600 将用户授权凭证发送

给客户端装置 200 。接 下来，在步骤 S903 中，客户端装置 200 根据用户授权

凭证 ，向授权服务器 400 发送对于授权访 问凭证 的请求 （即，申请数据访 问授

权 ），并且在步骤 S904 中，客户端装置 200 将该请求记录在 区块链 100 中。应

指 出，该对于授权访 问凭证 的请求 包含客户端装置 200 的签名信 息，即，客户

端装置 200 利用客户端私钥对该请求进行 了签名 。然后 ，在步骤 S905 中，授

权服务器 400 验证用户授权凭证 ，并且如果验证有效 ，则生成授权访 问凭证 ，

并且将该 受权访 问凭证记录在 区块链 100 中。应指 出，这里的 受权访 问凭证 包

含授权服务器 400 的签名信 息，即，授权服务器 400 利用其服务器私钥对该授

权访 问凭证进行 了签名 。接 下来，在步骤 S906 中，授权服务器 400 将该授权

访 问凭证 返 回给客户端装置 200 ，然后在步骤 S907 中，客户端装置 200 利用

授权访 问凭证向资源服务器 500 发送数据访 问请求 （即，申请数据访 问 ），并

且在步骤 S908 中将该数据访 问请求记录在 区块链 100 中。应指 出，该数据访

问请求也 包含客户端装置 200 的签名信 息，即，客户端装置 200 利用客户端私

钥对该数据访 问请求进行 了签名 。接 下来，在步骤 S909 中，资源服务器 500

通过检查 区块链 中的信 息 （包括在上述步骤 S904 、 S905 和 S908 中记录到 区

块链 100 中的信 息 ）来确定该数据访 问请求的有效性 ，并且如果确定有效 ，则

将相应 的数据 资源提供给客户端装置 200 。同时，在步骤 S910 中，资源服务

器 500 将 自己的响应操作也记录到 区块链 100 中，该记录同样也 包含 资源服务

器 500 的签名信 息 （使用资源服务器的私钥 ）。最后 ，在步骤 S911 中，客户端

应理解 ，上述交互过程仅 为示例而非限制 ，并且所示 出的各个步骤 的执



行顺序也仅是为了描述方便而不限于此，根据需要，一些步骤可并行地执行或

者其执行顺序可改变。

从以上基于区块链的 OAuth 协议实现的交互过程可以看出，在该情况下，

服务器装置可包括授权服务器和资源服务器，来 自客户端装置的请求可包括针

对授权服务器的对于授权访问凭证的请求和针对资源服务器的数据访问请求，

并且来 自服务器装置的响应信息可包括来 自授权服务器的授权访 问凭证和来

自资源服务器的数据资源。此外，应指出，尽管在这里将授权服务器和资源服

务器示出为分开的服务器装置，但是这两者实际上也可以是同一服务器。

优选地，上述授权访问凭证可包括与受保护资源有关的限制信息，该限

制信息例如可包括受保护资源的管理者的标识、允许客户端装置访问的资源以

及授权访问凭证的有效期等信息。

此外，优选地，限制信息还可包括在授权访问凭证的有效期内的访问次

数设置，客户端装置 200 的访问单元 230 可根据访问次数设置而执行用于访问

受保护资源的相应操作，并且服务器装置 300 的响应生成单元 310 可根据客户

端装置 200 对受保护资源的访问而递减访问次数设置，并且记录单元 320 可将

递减后的访问次数记录在公共数据库中。这样，可以防止重放攻击，有效地实

现对于受保护资源的有限次 受权访问。下面，将参照图 10、图 11A 和图 11B

详细描述应用本公开的技术的用于实现有限次授权访问的处理过程。图 10 是

示出应用本公开的技术的用于实现有限次授权访问的交互过程的示例的流程

图，并且图 11A 和图 11B 是示出应用本公开的技术的用于实现有限次授权访

问的示例的示意图。

如图 10 所示，首先，在步骤 S1001 中，客户端装置 200 向授权服务器 400

申请 N 次授权访问（其中，N 是大于或等于 1 的正整数 ）。然后，在步骤 S1002

中，授权服务器 400 针对这 N 次授权访问可生成两个比特 币账户 （或者也可

使用已有账户 ）Accountl 和 Account2 ，这两个账户分别对应两个密钥对，并

且账户 Accountl 由授权服务器 400 管理，账户 Account2 由资源服务器 500 管

理，然后，授权服务器 400 将 N 个虚拟货币从账户 Accountl 转至账户 Account2

( 如图 11A 所示 ），这 N 个虚拟货 币即对应 N 次 受权访问，同时 权月良务器

400 将这次转账操作记录在区块链 100 中。



接下来，在步骤 S1003 中，授权服务器 400 将 N 次授权访问凭证和区块

链 100 中的记录一起发送给客户端装置 200 ，然后在步骤 S1004 中，客户端装

置 200 可利用授权访问凭证访问资源服务器 500 ，并且同时将区块链中的记录

提供给资源服务器 500 。在步骤 S1005 中，资源服务器 500 可验证 区块链中的

记录以确认授权访 问凭证是否有效，并且在步骤 S1006 中，如果确认有效，则

资源服务器 500 为客户端装置 200 提供相应数据服务，并且如果无效，则资源

服务器 500 拒绝提供相应服务。接下来，在步骤 S1007 中，针对每次访问，资

源服务器 500 可从账户 Account2 转 1个虚拟 币至账户 Accountl ( 如 图 11B 所

示 ），并同时将该转账操作记录在区块链 100 中。该转账信息也可同时提供给

客户端装置 200 ，以方便客户端装置 200 进行查验。重复上述操作 ，直到 N 次

授权访问完成，即，完成了 N 次从账户 Account2 至账户 Accountl 的转账操作，

这样整个授权访问过程结束。

可以看 出，在上述过程中，由于客户端装置 200 、授权服务器 400 和资源

服务器 500 的操作以及访问次数限制均被记录在 区块链 100 中，因此，各个装

置可以通过检查区块链 100 中的相应记录信息来对各种信息进行核验，这样 ，

可以有效地抵抗重放攻击和中间人攻击，提高授权访问过程的安全性，有效地

实现有限次安全授权访问。

应理解，以上参照图 10 至图 11B 描述了基于区块链来实现有限次授权访

问的处理过程，但是这仅是示例而非限制，并且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本公

开的原理而对上述过程进行修改。例如，尽管以上描述了建立两个账户利用虚

拟 币来记录每次授权访问，但是也可不必如此，只要能够实现将客户端装置的

每次授权访问都记录在公共数据库中，以供 系统内的各个装置进行查询、核验

即可。

此外 ，还应指 出，尽管以上以区块链为例描述 了应用本公开的技术的

述 Hyperledger 的共识池等 ）来保证 OAuth 协议的通信安全性。

与上述装置实施例相对应的，下面将参照图 12 和图 13 分别描述 居本

公开的实施例的在客户端装置和服务器装置侧执行的用于授权访 问的方法的

过程示例。图 12 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在客户端装置执行的用于授权



访 问的方法的过程示例的流程 图。

如 图 12 所示，根据该实施例的方法开始于步骤 S1201 , 在步骤 S1201 中，

客户端装置生成用于受保护资源的授权访 问的请求并且将该请求发送到服务

器装置，然后方法进行到步骤 S1202 。优选地 ，在步骤 S1201 中，客户端装置

还可利用客户端私钥对该请求进行签名 ，并将签名后 的请求发送给服务器装

置。在步骤 S1202 中，客户端装置将所生成的请求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中，该公

共数据库是去 中心化的分布式数据库并且其 中的记录是不可更改的，优选地 ，

该公共数据库 包括 区块链 。然后 ，方法进行到步骤 S1203 。在步骤 S1203 中，

客户端装置利用服务器装置响应于请求而发送的响应信息，执行用于访 问受保

护资源的相应操作 。

优选地 ，客户端装置还将请求在公共数据库 中的位置信 息发送给服务器

装置，并且可利用服务器公钥对服务器装置的响应信息在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

进行验证 ，并且根据验证结果而执行相应操作 。

优选地 ，在应用于 OAuth 协议时，上述服务器装置可 包括授权服务器和

资源服务器，并且这两个服务器也可以是 同一服务器，请求可 包括发送给授权

服务器的对于授权访 问凭证 的请求和发送给资源服务器的数据访 问请求，并且

响应信息包括来 自授权服务器的授权访 问凭证和来 自资源服务器的数据 资源。

优选地 ，授权访 问凭证可 包括与受保护资源有 关的限制信息，该限制信息可 包

括受保护资源的管理者的标识 、允许客户端装置访 问的资源以及授权访 问凭证

的有效期。此外，优选地 ，限制信息还可 包括在有效期 内的访 问次数设置，并

且客户端装置可根据访 问次数设置而执行用于访 问受保护资源的相应操作 。

这里描述的在客户端装置执行的方法是与上述装置实施例相对应 的，因

此在此未详细描述的内容可参见以上相应位置的描述 ，在此不再重复。

图 13 是示 出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在服务器装置执行的用于授权访 问的

方法的过程示例的流程 图。

如 图 13 所示，根据该实施例的方法开始于步骤 S1301 , 在步骤 S1301 中，

服务器装置响应于来 自客户端装置的对于受保护资源的授权访 问的请求而生

成相应的响应信息，并且将该响应信息发送到客户端装置。优选地 ，服务器装

置可利用服务器私钥对该响应信息进行签名 ，并且将签名后的响应信息发送给



客户端装置。然后，该方法进行到步骤 S1302 ，在步骤 S1302 中，服务器装置

将响应信息记录在公共数据库中。

优选地，服务器装置还将响应信息在公共数据库中的位置信息发送给客

户端装置，并且利用客户端公钥对客户端装置的请求在公共数据库中的记录进

行验证，并根据验证结果而生成响应信息。

这里描述的在服务器装置执行的方法是与上述装置实施例相对应的，因

此在此未详细描述的内容可参见以上相应位置的描述，在此不再重复。

应指 出，尽管以上描述了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用于授权访问的方法的

过程示例，但是这仅是示例而非限制，并且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本公开的原

理对以上实施例进行修改，例如可对各个实施例中的步骤进行添加、删除或者

组合等，并且这样的修改均落入本公开的范围内。

根据本公开的技术还可以应用于其它领域，如医疗、通信、电力等。下

面将参照图 14 和图 15 分别描述根据本公开的技术的应用示例。

图 14 是示出根据本公开的技术的第一应用示例的示意图。

在医疗领域中，需要存储大量用户的数据或记录，如何确保这些数据或

记录可以通过安全授权访问的方式提供给用户或用户授权的第三方平台是 当

前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如图 14 所示，该系统可包括用户、客户端、授权服务器、资源服务器和

网络记录平台。用户是医疗数据的主体，即资源所有者；客户端是第三方应用

软件 （如健康管理软件等 ）；授权服务器是医疗机构或者医疗机构委托服务商

提供服务；资源服务器是医疗机构或者医疗机构委托服务商提供服务；网络记

录平台相 当于上述公共数据库，其可以釆用分布式或 P2P、去中心化的网络平

台，用于授权访问的关键数据一经记录在该平台上就不能被恶意篡改。此外，

该记录平台为每条记录生成一条地址信息，该地址信息可以是序号或其它编码

信息以便于进行检索。此外，尽管图中未示出，但是该系统还可包括密钥管理

中心，用于为在网络记录平台上记录数据的实体生成密钥对 （公钥和私钥 ）。

密钥 管理 中心 可 以 是 第 三 方安 全 平 台 ，如公 钥基 础 设 施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 ) /认证中心 （Certificate Authority, CA ) 等，也可以是基于

网络记录平台的上层安全应用系统。



在具体 实施 时，首先进行 系统初始化 ，从 而密钥管理 中心至少为授权服

务器和资源服务器分配密钥对 ，分别记作 (PK A S, SK A S)和 (PK RS, SKR S)

在初始化之后 ，各个 实体按照 图 14 所示的示例 实施 步骤 而执行用于医疗

数据 的安全授权访 问的处理：

① 用户向授权服务器申请授权凭证 。

② 授权服务器向用户发放授权凭证 。

③ 用户向客户端提供授权凭证 。

④ 客户端向授权服务器提供用户的授权凭证 ，申请数据访 问凭证 。

⑤ 授权服务器验证授权凭证有效后 ，依据授权凭证 的信 息，生成对应 的数据

访 问凭证 ，该数据访 问凭证至少 包含需要访 问的 目标数据 、访 问期限等信
息。同时，授权服务器用 自己的私钥 SK A S对该数据访 问凭证进行签名 ，把

签名后 的信 息记录在 网络记录平 台中。

⑥ 授权服务器将数据访 问凭证 以及该凭证在 网络记录平 台的地址信 息返 回给

客户端。

⑦ 客户端持数据访 问凭证和 网络记录平 台的地址信 息向资源服务器 申请数据

资源。

⑧ 资源服务端根据地址信 息，检 索到对应数据访 问凭证 的记录，通过授权服

务器的公钥 PK A S验证客户端发来的数据访 问凭证 的有效性。

⑨ 资源服务器依据数据访 问凭证 ，向客户端提供对应 的数据 资源，同时把对
于数据访 问凭证 的响应操作记录在 网络记录平 台中，即，使用私钥 SK RS对

数据访 问凭证进行签名 ，并且也可加入响应 日志信 息，一并签名后记录在

网络记录平 台。

⑩ 客户端得到对应 的数据 。

@ 客户端将整理后 的数据呈现给用户 ，例如 ，将该用户在多家医疗机构 的医

疗信 息汇总、分类 、整理后整体呈现给用户 。

类似地 ，上述过程也可应用于诸如 电力、通信或 电商等存储 了大量用户

数据或记录的行业 ，在此不再—— 详细进行描述。

图 15 是示 出根据本公开的技术的第二应用示例的示意图。



3D 打印是 当前关注的热 门技术，如何保证 3D 模型授权打印的安全性也

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如 图 15 所示，该用于 3D 模型授权打印的系统可 包

括用户 、授权服务器、客户端 、资源服务器、网络记录平 台和 3D 打印机 。其

中，用户是购买 3D 模型数据 的 自然人或机构；客户端是第三方应用软件 ；授

权服务器是 3D 模型 网络交易平 台；资源服务器是 3D 模型数据服务器；网络

记录平 台与以上参照图 14 描述的网络记录平 台相 同。此外 ，尽管未示 出，该

系统还 包括与以上参照图 14 描述的相 同的密钥管理 中心。

在 实施 3D 模型授权打印时，图 15 所示的步骤 ①~⑩中的操作与上述 图

14 中的相应步骤 中的操作相 同，在此不再重复。接 下来 ，在步骤 ⑪ 中，客户

端把授权得到的 3D 模型数据发送至 3D 打印机 ，并且在步骤⑫ 中，用户得到

打印出的 3D 物品。

在以上过程 中，用户得到某个 3D 模型的打印授权 ( 可以是免 费或交易得

到 ），通过客户端连接授权服务器和资源服务器，通过本发 明的授权协议方法

得到 3D 模型数据 ，并且将该数据发送至 3D 打印机 以得到打印出的 3D 物品。

通过应用本公开的技术，可以保证授权访 问的安全性和抗抵赖性 ，有效地抵抗

了网络攻击。

尽管以上参照 图 14 和 图 15 给 出了本公开的技术的应用示例 ，但是本公

开并不限于此 ，而是也可应用于其它任何需要授权访 问数据 的平 台。

此外 ，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 ，还提供 了一种 电子设备 ，该 电子设备可 包

括收发机和一个或多个处理器，这一个或多个处理器可被 配置成执行上述根据

本公开的实施例的方法或相应单元 的功能。

应理解 ，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的存储介质和程序产品中的机 器可执行 的

指令还可以被配置成执行与上述装置实施例相对应 的方法，因此在此未详细描

述的内容可参考先前相应位置的描述 ，在此不再重复进行描述。

相应地 ，用于承载上述 包括机器可执行 的指令 的程序产品的存储介质也

包括在本发 明的公开 中。该存储介质 包括但不限于软盘 、光盘 、磁光盘 、存储

卡 、存储棒等等。

另外 ，还应该指 出的是 ，上述 系列处理和装置也可以通过软件和/或 固件

实现 。在通过软件和/或 固件 实现 的情况下，从存储介质或 网络向具有 专用硬



件 结构 的计算机 ，例如 图 16 所示的通用个人计算机 1600 安装构成该软件 的程

序 ，该计 算机在安装有各种程序 时 ，能够执行各种 功 能等等 。图 16 是示 出作

为本公开 的实施例 中可釆用 的信 息处理设备 的个人计 算机 的示例结构 的框 图。

在 图 16 中，中央处理单元 （CPU ) 1601 根据 只读存储 器 （ROM ) 1602

中存储 的程序或从存储部分 1608 加载到 随机存取存储 器 （RAM ) 1603 的程序

执行各种 处理 。在 RAM 1603 中，也根据 需要存储 当 CPU 1601 执行各种处理

等 时所需 的数据 。

CPU 1601 、ROM 1602 和 RAM 1603 经 由总线 1604 彼此连接 。输入 /输 出

接 口 1605 也连接 到总线 1604 。

下述部件连接 到输入 /输 出接 口 1605: 输入部分 1606 ，包括键盘 、鼠标等 ；

输 出部分 1607 ，包括显示器 ，比如 阴极射 线管 （CRT )、液 晶显示器 （LCD )

等 ，和扬 声器等 ；存储部分 1608 ，包括硬盘等 ；和通信部分 1609 ，包括 网络

接 口卡 比如 LAN 卡 、调制解调 器等 。通信部分 1609 经 由网络 比如 因特 网执行

通信处理 。

根据 需要 ，驱动器 1610 也连接 到输入 /输 出接 口 1605 。可拆 卸介质 1611

比如磁盘 、光盘 、磁 光盘 、半导体存储 器等等根据 需要被安装在驱动器 1610

上 ，使得从 中读 出的计算机程序根据 需要被 安装到存储部分 1608 中。

在通过软件 实现上述 系列处理 的情 况下 ，从 网络 比如 因特 网或存储介质

比如可拆 卸介质 1611 安装构成软件 的程序 。

本领域 的技 术人 员应 当理解 ，这种存储介质 不局 限于 图 16 所示的其 中存

储有程序 、与设备相 分 离地分发 以向用户提供程序 的可拆 卸介质 1611 。可拆

卸介质 1611 的例子 包含磁盘 （包含软盘 （注册商标 ））、光盘 （包含 光盘 只读

存储 器 （CD-ROM ) 和数 字通用盘 （DVD ) )、磁 光盘 （包含迷你盘 （M D ) ( 注

册 商标 ））和半导体存储 器。或者 ，存储介质可 以是 ROM 1602 、存储部分 1608

中包含 的硬盘等等 ，其 中存有程序 ，并且与 包含 它们 的设备一起被 分发给用户 。

以上参照 附 图描 述 了本公 开 的优选 实施 例 ，但是本公 开 当然不限于以上

示例 。本领域技 术人 员可在所 附权 利要 求 的范 围内得到各种 变更和修 改 ，并且

应理解这些变更和修 改 自然将 落入 本公开 的技 术范 围内。

例如 ，在 以上 实施 例 中包括在一个单元 中的多个功 能可 以 由分开 的装置



来实现 。替选地 ，在 以上 实施例 中由多个单元 实现的多个功能可分别由分开的

装置来实现 。另外 ，以上功能之一可 由多个单元来实现 。无需说 ，这样 的配置

包括在本公开的技术范围内。

在该说 明书中，流程 图中所描述的步骤 不仅 包括 以所述顺序按 时间序 列

执行的处理 ，而且 包括并行地或单独地而不是必须按 时间序列执行的处理 。此

夕卜，甚至在按 时间序列处理的步骤 中，无需说 ，也可以适 当地改变该顺序 。

虽然 已经详 细说 明了本公开及其优点 ，但是应 当理解在不脱 离由所附的

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本公开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各种改变、替代和变

换 。而且 ，本公开 实施例的术语 " 包括 " 、" 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 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 ，从 而使得 包括一 系列要素的过程 、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

包括那些要素 ，而且还 包括没有 明确列 出的其他要素 ，或者是还 包括为这种过

程 、方法、物品或者设备所 固有 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 句" 包

括一个 ... . . ." 限定的要素 ，并不排除在 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 、方法、物品或者

设备 中还存在另外的相 同要素。



权 利 要 求

1. 一种用于授权访 问的客户端装置 ，包括：

请求生成单元 ，被配置成生成用于受保护资源的授权访 问的请求，并且将

所述请求发送到服务器装置；

记录单元 ，被 配置成将所述请求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中，其 中，所述公共数

据库是去 中心化 的分布式数据库 ，并且所述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是不可更改

的；以 及

访 问单元 ，被 配置成利用所述服务器装置响应于所述请求而发送的响应信

息，执行用于访 问所述受保护资源的相应操作 。

2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客户端装置，其 中，所述公共数据库 包括 区块

链 。

3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客户端装置，其 中，所述请求生成单元进一步

被 配置成利用客户端私钥对所述请 求进行签名并将签名后 的请求发送给所述

服务器装置，并且所述记录单元进一步被配置成将签名后 的请求记录在所述公

共数据库 中。

4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客户端装置，其 中，所述请求生成单元进一步

被 配置成还将所述请 求在所述公共数据库 中的位置信 息发送给所述服务器装

置。

5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客户端装置，其 中，所述访 问单元进一步被配

置成利用服务器公钥对所述响应信 息在所述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进行验证 ，并

且根据所述验证 的结果而执行所述相应操作 。

6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客户端装置，其 中，所述服务器装置 包括授权

服务器和资源服务器。

7 .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客户端装置，其 中，所述请求 包括发送给所述

授权服务器的对于授权访 问凭证 的请求，并且所述响应信 息包括来 自所述授权

服务器的授权访 问凭证 。

8. 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的客户端装置，其 中，所述授权访 问凭证 包括与

所述受保护资源有 关的限制信 息。

9 . 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的客户端装置，其 中，所述限制信 息包括所述受



保护资源的管理者 的标识 、允许所述客户端装置访 问的资源以及所述授权访 问

凭证 的有效期。

10. 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客户端装置 ，其 中，所述限制信 息还 包括在所

述有效期 内的访 问次数设置，并且所述访 问单元根据所述访 问次数设置而执行

用于访 问所述受保护资源的相应操作 。

11. 根据权利要 求 6 所述的客户端装置 ，其 中，所述请求 包括发送给所述

资源服务器的数据访 问请求 ，并且所述响应信 息包括来 自所述资源服务器的数

据 资源。

12.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的客户端装置 ，其 中，所述授权服务器和所述资

源服务器是 同一服务器。

13. 一种用于授权访 问的服务器装置 ，包括：

响应生成单元 ，被配置成响应于来 自客户端装置的对于受保护资源的授权

访 问的请求而生成相应 的响应信 息，并且将所述响应信 息发送到所述客户端装

置；以 及

记录单元 ，被 配置成将所述响应信 息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中，其 中，所述公

共数据库是去 中心化 的分布式数据库 ，并且所述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是不可更

改的。

14. 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服务器装置，其 中，所述公共数据库 包括 区

块链 。

15. 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服务器装置，其 中，所述响应生成单元进一

步被 配置成利用服务器私钥对所述响应信 息进行签名并将签名后 的响应信 息

发送给所述客户端装置，并且所述记录单元进一步被配置成将签名后 的响应信

息记录在所述公共数据库 中。

16. 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服务器装置，其 中，所述响应生成单元进一

步被 配置成还将所述响应信 息在所述公共数据库 中的位置信 息发送给所述客

户端装置。

17. 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服务器装置，其 中，所述响应生成单元进一

步被配置成利用客户端公钥对所述请求在所述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进行验证 ，

并且根据所述验证 的结果而生成所述响应信 息。



18. 根据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服务器装置，其 中，所述服务器装置 包括授

权服务器和资源服务器。

19. 根据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服务器装置，其 中，所述请求 包括发送给所

述授权服务器的对于授权访 问凭证 的请求，并且所述响应信 息包括来 自所述授

权服务器的授权访 问凭证 。

20. 根据权利要求 19 所述的服务器装置，其 中，所述授权访 问凭证 包括

与所述受保护资源有 关的限制信 息。

21. 根据权利要求 20 所述的服务器装置，其 中，所述限制信 息包括所述

受保护资源的管理者的标识 、允许所述客户端装置访 问的资源以及所述授权访

问凭证 的有效期。

22. 根据权利要求 2 1 所述的服务器装置，其 中，所述限制信 息还 包括在

所述有效期 内的访 问次数设 置，所述响应生成单元根据所述客户端装置对所述

受保护资源的访 问而递减所述访 问次数设置 ，并且所述记录单元将递减后 的访

问次数设 置记录在所述公共数据库 中。

23. 根据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服务器装置，其 中，所述请求 包括发送给所

述资源服务器的数据访 问请求，并且所述响应信 息包括来 自所述资源服务器的

数据 资源。

24. 根据权利要求 18 所述的服务器装置，其 中，所述授权服务器和所述

资源服务器是 同一服务器。

25. 一种用于授权访 问的访 问控制 系统 ，所述访 问控制 系统 包括客户端装

置、服务器装置和公共数据库 ，其 中，所述公共数据库是去 中心化 的分布式数

据库 ，并且所述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是不可更改的，并且其 中，

所述客户端装置 包括 ：

请求生成单元 ，被 配置成生成用于受保护资源的授权访 问的请求 ，并

且将所述请求发送到所述服务器装置，

第一记录单元 ，被配置成将所述请求记录在所述公共数据库 中，以 及

访 问单元 ，被 配置成利用所述服务器装置响应于所述请求而发送的响应信

息，执行用于访 问所述受保护资源的相应操作 ；以 及

所述服务器装置 包括 ：



响应生成单元 ，被 配置成响应 于所述请求而生成相应 的响应信 息，并

且将所述响应信 息发送到所述客户端装置，以 及

第二记录单元 ，被配置成将所述响应信 息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中。

26. 一种在客户端装置执行 的用于授权访 问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生成用于受保护资源的授权访 问的请求，并且将所述请求发送到服务器装

置；

将所述请求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中，其 中，所述公共数据库是去 中心化 的分

布式数据库 ，并且所述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是不可更改的；以 及

利用所述服务器装置响应于所述请求而发送的响应信 息，执行用于访 问所

述受保护资源的相应操作 。

27. 一种在服务器装置执行 的用于授权访 问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响应 于来 自客户端装置的对 于受保护 资源的授权访 问的请 求而生成相应

的响应信 息，并且将所述响应信 息发送到所述客户端装置；以 及

将所述响应信 息记录在公共数据库 中，其 中，所述公共数据库是去 中心化

的分布式数据库 ，并且所述公共数据库 中的记录是不可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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