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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RSA加密sha-256数字签名的合同

文本保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获取待发送的

合同文本原始数据；2)使用sha-256算法对原始

合同文本数据加密生成签名文件；3)对实现第一

次加密的签名文件加入时间戳，结合发送方自身

RSA私钥进行再次加密，生成数字签名；4)生成的

数字签名存放在数据头部，进行网络传输；5)使

用发送方RSA公钥解密，接收方获取数据并结合

时间戳进行用户身份认证，拿到sha-256数字签

名摘要；6)对原始合同文本进行sha-256签名计

算摘要；7)对比验证计算出的摘要和解密的签名

摘要是否一致；8)读取原始合同文本数据。本发

明提高了系统安全性，防止因恶意篡改数据带来

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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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RSA加密sha-256数字签名的合同文本保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1)获取待发送的合同文本原始数据；

2)将待发送的合同文本进行第一次加密，即使用sha-256算法对原始合同文本数据加

密生成签名文件；

3)对实现第一次加密的签名文件加入时间戳，并结合发送方自身RSA私钥进行再次加

密，生成数字签名；

4)生成的数字签名存放在数据头部，进行网络传输；

5)使用发送方RSA公钥解密，接收方获取数据并结合时间戳进行用户身份认证，拿到

sha-256数字签名摘要；

6)对原始合同文本进行sha-256签名计算摘要；

7)对比验证计算出的摘要和解密的签名摘要是否一致；

8)读取原始合同文本数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RSA加密sha-256数字签名的合同文本保护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sha-256算法对传入的合同文本数据经过不可逆的散列运算生成

一组256位的散列哈希值，即32个字节的签名文件，传递给流程下一节点的发送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RSA加密sha-256数字签名的合同文本保护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合同文本的特征信息结合合同文本提交时间记录，所述特征信

息包括用户ID、合同负责人、合同文本份数及页数，生成时间戳，并将时间戳和已生成的签

名文件信息进行绑定，使用私钥对中发送方自身的RSA私钥进行加密，生成数字签名。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RSA加密sha-256数字签名的合同文本保护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使用发送方RSA公钥解密，获取时间戳签名信息，确定合同文本

绑定的特征信息,用户信息和签名文件的记录时间，检测数据的完好性，同时拿到数据头部

sha-256生成的数字签名的散列哈希值。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RSA加密sha-256数字名的合同文本保护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RSA公钥解密之后，对解密出的初始合同文本数据，进行sha-256签

名计算。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基于RSA加密的sha-256数字签名的合同文本保护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对于RSA解密出的数字签名和对原始合同文本数据sha-256

签名计算，拿到二者的Hash码进行比较，若相等，则验证通过，数据在网络传输过程中未被

修改；否则，数据在网络传输过程中遭到篡改。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RSA加密sha-256数字签名的合同文本保护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获取数据的过程中，分别查看是否有有效的数字签名，如果没有暂停验证，转

向发送方重新发送请求，重新获取数字签名进行再次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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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RSA加密sha-256数字签名的合同文本保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网络传输安全领域，尤其是指一种基于RSA加密sha-256数字签

名的合同文本保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用线上自动化办公软件，使原来许多

传统的纸质化办公方式逐渐变成线上电子方式，其中就包括合同文本的制定，这样大大地

提高了办公人员工作效率。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信息安全问题。比如现在人们喜欢使用移动

设备来发送账号密码等私人信息，一些不法分子就会采用恶意攻击等手段截取个人信息来

牟取暴利。

[0003] RSA加密算法：RSA是一种非对称加密算法，即拥有两种不同的公钥和私钥，即拥有

两个不同的key。发送方使用自身私钥进行数据加密，接受方使用发送方提供的公钥进行解

密，因为每一对的公钥和私钥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只有使用发送方提供的公钥才能解

密发送方自身使用私钥加密的数据。同时RSA加密算法是基于“大素数因式分解困难”的安

全体系，这也有效的保证加密数据的安全性。

[0004] SHA-256算法：sha-256是一种安全散列算法(Hash函数)。每个哈希值有两个可能

值：0和1。对于sha-256有2的256次方个组合，使用sha-256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成n个大小的

256-bit的块，进行n次循环迭代，每次迭代都将256-bit数据块分解为16个32-bit的big-

endian的字，记为w[0],w[1]，…,w[15]，进行64次加密循环，完成一次迭代，当所有迭代完

成，最终得到的哈希值，就是256bit数字签名摘要，即为256bit的哈希值，32个字节长度。并

且哈希值越大，长度越长，组合越多，密文就会越安全。

[0005] 时间戳技术：即由格林威治时间1970年01月01日00时00分00秒(北京时间1970年

01月01日08时00分00秒)起至现在的总秒数。时间戳也是一份能够表示数据在某个特定时

间点并且已经存在的完整的可验证的数据。它的提出主要是为传输双方提供一份电子证

据，用以证明用户数据的时间记录。本发明通过合同文本和用户签名的哈希值加上提起时

的时间记录进行签名，生成时间戳，并将生成的时间戳和合同文本数据进行绑定，然后通过

加密传输。获取到的时间戳数据进行验证可以发现用户的签名信息和文本发送的时间，同

时也可以发现密文在传输过程中是否存在篡改行为。

[0006] 按照目前实现方法的不同，很多企业仍在使用SHA1算法来处理敏感数据，主要利

用其加密的不可逆性和雪崩效应，更适合做签名。但是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SHA1由于哈希

值较小，受冲撞可能性大，变得更容易被破解。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克服现存技术的不足与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RSA加密sha-256数字签名

的合同文本保护方法，不仅使明文数据网络传输更加安全，且完成用户身份认证，使得明文

数据更加不可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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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基于RSA加密sha-256数字签名

的合同文本保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获取待发送的合同文本原始数据；

[0010] 2)将待发送的合同文本进行第一次加密，即使用sha-256算法对原始合同文本数

据加密生成签名文件；

[0011] 3)对实现第一次加密的签名文件加入时间戳，并结合发送方自身RSA私钥进行再

次加密，生成数字签名；

[0012] 4)生成的数字签名存放在数据头部，进行网络传输；

[0013] 5)使用发送方RSA公钥解密，接收方获取数据并结合时间戳进行用户身份认证，拿

到sha-256数字签名摘要；

[0014] 6)对原始合同文本进行sha-256签名计算摘要；

[0015] 7)对比验证计算出的摘要和解密的签名摘要是否一致；

[0016] 8)读取原始合同文本数据。

[0017] 进一步，所述步骤2)中，sha-256算法对传入的合同文本数据经过不可逆的散列运

算生成一组256(bit)位的散列哈希值，即32个字节的签名文件，传递给流程下一节点的发

送方。

[0018] 再进一步，所述步骤3)中，合同文本的特征信息(如用户ID、合同负责人、合同文本

份数及页数等特征信息)结合合同文本提交时间记录，生成时间戳，并将时间戳和已生成的

签名文件信息进行绑定，使用私钥对中发送方自身的RSA私钥进行加密，生成数字签名。

[0019] 更进一步，所述步骤5)中，使用发送方RSA公钥解密，获取时间戳签名信息，确定合

同文本绑定的特征信息,用户信息和签名文件的记录时间，检测数据的完好性，同时拿到数

据头部sha-256生成的数字签名的散列哈希值。

[0020] 所述步骤6)中，公钥对解密出的初始合同文本数据，进行sha-256签名计算。

[0021] 所述步骤7)中，对于RSA解密出的数字签名和对原始合同文本数据sha-256签名计

算，拿到二者的hash码进行比较，若相等，则验证通过，数据在网络传输过程中未被修改；否

则，数据在网络传输过程中遭到篡改。

[0022] 在获取数据的过程中，分别查看是否有有效的数字签名，若果没有暂停验证，转向

发送方重新发送请求，重新获取数字签名进行再次验证。

[0023] 本发明的技术构思为：本发明采用sha-256用作数字签名，加上时间戳能提供可信

赖的发送合同文本时间点，发送方和接收方均不能否认其发生的操作行为，同时也解决了

实际和法律问题。使用sha-256散列算法生成签名加上密钥，这正是本发明所实现的。

[0024] 本发明和现存技术相比较，有以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25] 1.对于一般的数据加密方式，基本只是采用一般分组DES加密或者非对称RSA加密

这两种实现方式中的一种，而本发明实现sha-256加密和RSA加密两种相结合的方式，数据

加密更加安全。

[0026] 2.在对明文数据进行加密方法的同时还进行了发送时间和发送方身份的有效认

证，确定了数据发送的精确时间点，这样保证了在对明文数据加密的同时，也实现了对明文

数据的篡改识别，有效的保证了数据不会被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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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sha-256生成签名文件结合时间戳技术用于初步信息校验的大致框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发送方加密过程的流程图；

[0029] 图3为sha-256循环加密的原理框图；

[0030] 图4为本发明接收方解密过程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2] 参照图1～图4，一种基于RSA加密sha-256数字签名的合同文本保护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33] 1)获取待发送的合同文本原始数据；

[0034] 2)将待发送的合同文本进行第一次加密，即使用sha-256算法对原始合同文本数

据加密生成签名文件；

[0035] 3)对实现第一次加密的签名文件加入时间戳，并结合发送方自身RSA私钥进行再

次加密，生成数字签名；

[0036] 4)生成的数字签名存放在数据头部，进行网络传输；

[0037] 5)使用发送方RSA公钥解密，接收方获取数据并结合时间戳进行用户身份认证，拿

到sha-256数字签名摘要；

[0038] 6)对原始合同文本进行sha-256签名计算摘要；

[0039] 7)对比验证计算出的摘要和解密的签名摘要是否一致；

[0040] 8)读取原始合同文本数据；

[0041] 本发明利用的技术为sha-256生成签名文件，加上时间戳技术，而其大致流程框图

具体如图1所示。

[0042] 进一步，所述步骤2)中，sha-256算法对传入的合同文本数据经过不可逆散列运算

生成的为一组256位的散列哈希值，即32个字节的签名文件，传递给流程下一步的发送方。

[0043] 再进一步，所述步骤3)中，合同文本的特征信息(如用户ID、合同负责人、合同文本

份数及页数等特征信息)结合合同文本提交时间记录，生成时间戳，并将时间戳和已生成的

签名文件信息进行绑定，使用私钥对中发送方自身的RSA私钥进行加密，生成数字签名。

[0044] 更进一步，所述步骤5)中，使用发送方RSA公钥解密，获取时间戳签名信息，确定合

同文本绑定的特征信息,用户信息和签名文件的记录时间，检测数据的完好性，同时拿到数

据头部sha-256生成的数字签名的散列哈希值。

[0045] 所述步骤6)中，对RSA公钥解密出的初始合同文本数据，进行sha-256签名计算。

[0046] 所述步骤7)中，对于RSA解密出的数字签名和对原始合同文本数据sha-256签名计

算，拿到二者的hash码进行比较，若相等，则验证通过，数据在网络传输过程中未被修改；否

则，数据在网络传输过程中遭到篡改。

[0047] 在获取数据的过程中，分别查看是否有有效的数字签名，若果没有暂停验证，转向

发送方重新发送请求，重新获取数字签名进行再次验证。

[0048] 本发明这里使用sha-256首次加密合同文本数据和时间戳技术相结合得到唯一哈

希值，加入合同文本特征信息，同时使数据具有更高耦合性，从而更具安全性。因此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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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数字签名摘要生成技术，具体过程如表1所示：

[0049]

[0050] 表1

[0051] 对原始数据使用sha-256加密，生成具有不可逆性的哈希值签名文件并配合合同

文本特征信息，包括用户唯一ID、合同文本页数及份数、合同负责人和发送时间记录组成的

哈希值进行绑定生成唯一可信的时间戳，最终产生一段组合整个明文数据的密文。由于

Hash值有生成的唯一性和不可逆性，使得对原始数据进行任何的更改，都会造成不同散列

结果，提高了加密的复杂性，使得暴力破解成为不可能。

[0052] 在数据加密过程中，从拿到待加密的合同文本数据，使用sha-256对原始数据进行

分成n个大小的256-bit的块，进行n次循环迭代，每次迭代都将块分解为16个32-bit的big-

endian的字，记为w[0],…,w[15]，进行64次加密循环，完成一次迭代，最终得到的哈希值，

就是256bit数字签名摘要，具体加密循环过程的原理图如图3所示。然后结合写入的合同文

本特征信息生成的时间戳，得到一整个完成明文的密文数据，通过发送方自身RSA私钥进行

加密，然后将上述组合的数字签名放在数据头部进行网络传输发送给接收方，具体过程如

图2所示。

[0053] 如图4所示，接收方获取到传输发送的数据，首先利用发送方的RSA公钥进行解密，

完成解密后的数据包含签名用户信息的数据，在这一节点即为对数据进行初步的检测认

证，查看数字签名中的合同文本特征信息是否一致以及时间是否匹配，进行特征信息核对，

从而初步判断合同文本信息在网络传输过程中是否被修改。由于实现方法的不同，使用的

时间戳有的带有反签名特性，有的不带，这里推荐使用不带有反签名信息的时间戳服务。

[0054] 实现合同文本特征信息的初步验证之后，在根据发送方合同文本数据进行sha-

256计算数字签名和传输的sha-256签名进行对比，如果二者哈希值一致，则说明合同文本

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未被修改，最终获取的合同文本数据是安全的，否则数据在传输过程中

遭到拦截，被篡改。

[0055] 综上，本发明的方法主要利用RSA算法、sha-256算法以及时间戳技术。利用三种技

术的不同优势,在数据的发送方和接收方加密，解密和加入合同文本特征信息进行检验，使

得数据具有更好的耦合性，安全性,防止不法分子恶意篡改数据带来的危害，从而能有效确

保数据在传输、发送过程的准确、安全、可靠，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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