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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用于将存储在UICC中的

Javacard应用数据输出到主机的方法，该方法包

括：通过JavacardAPI来向应用发送转移命令；格

式化包中的数据，其中格式化由应用实现；将包

输出到主机。主机可以是远程服务器或另一个

UICC。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对应的用于将存储在

主机中的Javacard应用数据包输入到UICC的方

法。应用可以是电子钱包，而数据可以涉及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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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将属于被存储在UICC中的Javacard应用的数据输出到主机的方法，所述方

法包括：

-通过JavacardAPI来向所述应用发送转移命令；

-格式化包中的数据，其中所述格式化由所述应用实现；

-将所述包输出到所述主机，

其中所述包将由与存储在UICC中的所述应用相同的应用解包以取回所述数据；

其中所述Javacard  API包括至少一个入口点以通知应用它应该输出它的数据以及自

身，以及包括另一个入口点以通知应用必须输入数据以及哪些数据；

并且其中，所述主机是另一个UICC。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主机是远程服务器。

3.根据权利要求1和2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主机从所述UICC下载所述包。

4.根据权利要求1和2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应用将所述包输出到所述主

机。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应用将所述包输出到所述主机。

6.一种用于将属于被存储在主机中的Javacard应用的数据包输入到UICC的方法，所述

方法包括：

-通过JavacardAPI来向应用发送所述数据的输入命令，而所述应用位于所述UICC上；

-解包所述数据，其中所述解包由所述应用实现，

其中所输入的包由与存储在UICC中的应用相同的应用格式化；

其中所述Javacard  API包括至少一个入口点以通知应用它应该输出它的数据以及自

身，以及包括另一个入口点以通知应用必须输入数据以及哪些数据；

并且其中，所述主机是另一个U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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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输出和输入Javacard应用数据的方法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将存储在UICC(通用集成电路卡)中的Javacard应用数据输出到

主机的方法。

[0002] UICC是用于电信领域的安全元件。UICC嵌入Sim应用，并被固定地或非固定地安装

在像例如移动电话一样的终端中。在一些情况下，终端由与其它机器通信以用于M2M(机器

到机器)应用的机器构成。

[0003] UICC可以以智能卡的格式，或者可以以任何其它格式，诸如例如但不限于如PCT/

SE2008/050380中所述的封装芯片，或任何其它格式。例如，可以将UICC用于GSM和UMTS网络

中的移动终端。UICC确保了各种个人数据的网络认证、完整性和安全性。

[0004] 在GSM网络中，UICC主要包含SIM应用，而在UMTS网络中它是USIM应用。UICC可包含

其它数个应用，使得相同的智能卡可能同时提供到GSM和UMTS网络的接入，并且还提供了电

话簿和其它应用的存储。还可能的是，通过使用USIM应用来接入GSM网络，并且还可能的是，

通过和为此而准备的移动终端一起使用SIM应用来接入UMTS网络。随着UMTS第5版本和像

LTE一样的后面阶段的网络，对IMS(IP多媒体子系统)中的服务需要新的应用，IP多媒体服

务标识模块(ISIM)。电话簿是独立的应用，而不是任何订阅信息模块的一部分。

[0005] 在CDMA网络中，除了3GPP  USIM和SIM应用之外，UICC包含CSIM应用。具有所有三个

特征的卡称作可移除用户标识卡，或R-UIM。因此，R-UIM卡能够插入到CDMA、GSM、或UMTS手

机中，并将在三种情况下工作。

[0006] 在2G网络中，SIM卡和SIM应用绑定在一起，使得“SIM卡”可以意指物理卡或具有

SIM应用的任何物理卡。

[0007] UICC智能卡包括CPU、ROM、RAM、EEPROM和I/O电路。早期版本包括整个全尺寸(85×

54mm，ISO/IEC  7810  ID-1)的智能卡。很快对于更小的电话的竞赛要求卡的更小版本。

[0008] 由于卡插槽是标准化的，用户能够很容易的将其无线账户和电话号码从一个手机

移动至另一个手机。这也将转移他们的电话簿和文本消息。类似地，通常用户可以通过将新

的运营商(carrier)的UICC卡插入到其现有的手机中来改变运营商。然而，这并非一直是可

能的，因为一些运营商(例如在美国)SIM锁定了其销售的电话，因此防止使用竞争运营商的

卡。

[0009] 在UICC配置中，全球平台的ETSI框架和应用管理框架的集成被标准化。

[0010] 3GPP和ETSI对UICC进行了标准化。

[0011] UICC通常可以从移动终端移除，例如当用户想要改变其移动终端时。在其新终端

中已经插入了其UICC后，用户将仍然可以使用他的应用、联系人以及证书(credential)(网

络运营商)。

[0012] 同样公知的是，为了使其依赖于该终端，在该终端中焊接或熔接UICC。在M2M(机器

到机器)应用中这样做。当在终端中包含了包含有SIM或USIM应用和文件的芯片(安全元件)

时，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芯片例如焊接到终端或机器的母板上并构成e-UICC。

[0013] 对于未完全链接到设备但是由于其不意图被移除而难于移除的UICC，所述UICC位

于遥远的或深深集成在机器中的终端中，可以完成这样的焊接的UICC的并联，或者可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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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包含与包括在UICC中的芯片相同的应用的这样的芯片的并联。UICC的特殊形式因素(例

如非常小并且因此不宜手持)也可以是将其考虑为实际上集成在终端中的理由。当将UICC

集成在不意图开启的机器中时，这也同样适用。

[0014] 在下一段描述中，包含或设计为包含和UICC相同的应用的熔接的芯片或UICC一般

将称作嵌入式UICC或嵌入式安全元件(相对于可移除UICC或可移除安全元件)。对于难于移

除的UICC或安全元件，这将同样适用。

[0015] 本发明涉及通知在UICC上运行的应用它将要被移除并且从UICC输出(例如被安装

在另一个UICC中)的一种方式，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通过主机(服务器)。

[0016] 本发明发生在可以用远程配置系统可将订阅和相关应用下载到UICC卡上的环境

中。

[0017] 在这些UICC卡上，可以由当前MNO或第三方(例如交通或银行应用)来安装和管理

不同的应用。

[0018] 存在将所有数据从UICC卡移动到另一个UICC卡的需要，并且特别是MNO和第三方

应用的数据。

[0019] 这些可以通过专有解决方案来完成。

[0020] 本发明涉及可应用于Javacard应用的方法，所述Javacard应用将与对应的数据一

起从(可移除的或嵌入式的)UICC输出到主机，该主机例如是另一个UICC。

[0021]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用于将存储在UICC中的Javacard应用数据输出到主机的方法，

该方法包括：

[0022] -通过Javacard  API来向应用发送转移命令；

[0023] -格式化包中的数据，其中格式化由应用实现；

[0024] -将包输出到主机。

[0025] 主机可以是远程服务器，将包输出到所述远程服务器用于之后被下载，例如下载

到另一个UICC上。

[0026] 主机还可以是另一个UICC。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将包从第一UICC转移到第二UICC

而无需中介。

[0027] 可以由主机(主机检索数据包)或由UICC(UICC发送数据包)来管理输出。

[0028] 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用于将存储在主机中的Javacard应用数据包输入到UICC的

方法，该方法包括：

[0029] -通过Javacard  API来向应用发送数据的输入命令，而应用位于UICC上；

[0030] -解包数据，其中解包由应用实现。

[0031] 应用编程接口(API)是由软件程序实现的接口，所述软件程序使其能和其它软件

交互。其促进不同软件程序之间的交互，和用户接口促进人机交互的方式类似。

[0032] 本发明提出定义新的输出/输入Javacard  API，其可以由基于Javacard标准API的

任何应用所使用。该新的输出/输入Javacard  API包括至少一个入口点以通知应用它应该

输出它的数据，并且至少包括一个入口点以通知应用必须输入数据以及哪些数据。如果这

些入口点由应用实现，则由UICC的操作系统调用这些入口点。实现这个新的API的应用可以

部署在提供该API的任意Javacard兼容UICC上(独立于卡制造商)，从而确保容易的互操作

性。用于输出的入口点对应于输出UICC中存储的应用数据的功能，该UICC例如嵌入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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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可移除的)，例如移动终端或机器。移动终端例如是移动电话。然后可能的是，从第一

UICC转移应用数据到第二UICC，而第二UICC包括和第一UICC相同的应用。第二UICC然后将

能够在与第一UICC相同的环境中用该应用来工作，即用相同的数据。第一和第二UICC不需

要是相同的UICC制造商的。

[0033] 当由该事件触发时，应用采取必要的行动用远程服务器来备份，通知其所需的，以

维持和应用相关的机密的用户数据的可移植性(例如备份电子钱包信用)。

[0034] 当应该从一个UICC卡向另一个UICC卡移动数据时，优选地，通知UICC上实现该API

的所有应用，其将要被从该UICC卡上删除并且被输出(例如输出到另一个UICC卡)。

[0035] 用于将存储在UICC中的Javacard应用数据输出到主机的方法包括首先通过

Javacard  API来向该应用发送转移命令。可以由UICC的OS来完成该命令的发送，例如在终

端的GUI的菜单中的用户行动之后。

[0036] 应用本身然后格式化链接到该应用的数据包。然后包准备好被输出到主机，例如

经由IP或链接被输出到远程服务器。还可以将包直接转移到另一个UICC，例如经由NFC或蓝

牙。

[0037] 主机可以采取主动从UICC检索包，或UICC本身决定输出数据包。

[0038] 数据包优选地以加密方式发送到主机。

[0039] 一旦在主机中安装，可以检索输出包，以被安装在另一个UICC上。在这方面，本发

明提出通过输出/输入Javacard  API来向相同的应用发送数据的输入命令，其中该应用位

于UICC上，并解包数据(解包由该应用实现)。

[0040] 由于已经实现了第一UICC中的数据包的格式化的应用和第二UICC中解包数据包

的应用相同，所以在第二UICC的级别上获得相同的环境。

[0041] 一旦被输出，就删除第一UICC上的数据和应用，以便避免复制应用和数据。

[0042] 由于本发明，正如通知的那样，被嵌入在UICC中的应用或所有应用将能够将用户

的机密的和可移植的数据备份到远程服务器。

[0043] 应用本身注意的是，哪些数据应该被输出以及如何保证它们的安全。

[0044] 本发明优选地适用于嵌入式UICC，例如为了从包括在第一终端中的第一UICC转移

应用数据(例如银行应用)到包括在第二终端中的第二UICC。当数据向第二UICC的转移发生

时，银行应用已经被安装在第二UICC中，或可以在之后被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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