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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６０）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众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复旦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飞天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密码管理局商用密码检测中心、北京集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

限责任公司、紫光同芯微电子有限公司、上海林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分公司、格尔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谈剑锋、尤磊、李坤、柳逊、郑强、朱鹏飞、田敏求、吕春梅、郭思健、陈岩、李阗、

周学庆、王凤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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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技术

动态口令密码应用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动态口令技术框架，动态口令生成算法、鉴别和密钥管理等的相关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动态口令相关产品的研制、生产、应用，也可用于指导相关产品的检测。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Ａ：低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Ｂ：高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２０１６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Ｃａｂ：恒定湿热试验

ＧＢ／Ｔ２４２３．７—２０１８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Ｅｃ：粗率操作造成的冲击（主要用于

设备型样品）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２０１９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Ｆｃ：振动（正弦）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１—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Ｍ：低气压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２０１２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Ｎ：温度变化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３—２００５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Ｘｂ：由手的摩擦造成

标记和印刷文字的磨损

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２０１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８３３６．１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性评估准则　第１部分：简介和一般模型

ＧＢ／Ｔ１８３３６．２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性评估准则　第２部分：安全功能组件

ＧＢ／Ｔ１８３３６．３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性评估准则　第３部分：安全保障组件

ＧＢ／Ｔ３２９０５　信息安全技术　ＳＭ３密码杂凑算法

ＧＢ／Ｔ３２９０７　信息安全技术　ＳＭ４分组密码算法

ＧＢ／Ｔ３２９１５　信息安全技术　二元序列随机性检测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动态口令　狅狀犲狋犻犿犲狆犪狊狊狑狅狉犱；犱狔狀犪犿犻犮狆犪狊狊狑狅狉犱

由种子密钥与其他数据，通过特定算法，运算生成的一次性口令。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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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动态令牌　狅狀犲狋犻犿犲狆犪狊狊狑狅狉犱狋狅犽犲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狋狅犽犲狀

生成并显示动态口令的载体。

３．３　

种子密钥　狊犲犲犱犽犲狔

计算动态口令的密钥。

注：种子密钥即令牌种子密钥。

３．４　

静态口令　狊狋犪狋犻犮狆犪狊狊狑狅狉犱

用户设置的，除非用户主动修改，否则不会发生变化的口令。

３．５　

挑战码　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犮狅犱犲

可参与到动态口令生成过程中的一种数据。

注：挑战码即挑战因子。

３．６　

大端　犫犻犵犲狀犱犻犪狀

数据在内存中的一种表示格式，规定左边为高有效位，右边为低有效位。

注：数的高阶字节放在存储器的低地址，数的低阶字节放在存储器的高地址。

３．７　

鉴别模块　犪狌狋犺犲狀狋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能够为应用系统提供动态口令身份鉴别服务的系统。

３．８　

服务报表　狊犲狉狏犻犮犲犾犻狊狋

系统提供的，对于令牌和系统不同时间段对应的状态和结果的统计报表。

３．９　

主密钥　 犿犪狊狋犲狉犽犲狔

用于生成种子密钥、种子密钥加密密钥、厂商生产主密钥等的系统根密钥。

３．１０　

种子密钥加密密钥　犲狀犮狉狔狆狋犻狅狀犽犲狔犳狅狉狊犲犲犱犽犲狔

用于对种子密钥进行加密的密钥。

３．１１　

厂商生产主密钥　 犿犪犻狀犽犲狔犳狅狉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犲狉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生成令牌生产时所需的种子密钥加密密钥。

３．１２　

厂商代码　 犿犪狀狌犳犪犮狋狌狉犲狉犮狅犱犲

用于标识厂商的代码，可以是数字、英文字母、数字与英文字母的混合。

３．１３　

内部挑战鉴别　犻狀狋犲狉狀犪犾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犪狌狋犺犲狀狋犻犮犪狋犻狅狀

一种由用户主动解除令牌异常状态时采用的挑战鉴别方式。

４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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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ｔ犖：一个字节当中的第犖＋１个比特位（从低位计起）。

Ｃ：参与运算的事件因子。

Ｆ（）：算法函数。

ＩＤ：杂凑及分组算法的输入信息。

ＩＰ４４：防护等级第一特性４（防尘），防护等级第二特性４（防水）。

Ｋ：长度不少于１２８比特的运算密钥。

Ｋｍ：主密钥。

Ｋｔ：传输密钥。

Ｋｐ：厂商生产主密钥。

Ｋｓ：种子密钥加密密钥。

犖：令牌或其他终端显示口令的位数。

ＯＤ：输出结果。

ＰＩＮ：用于使令牌工作并显示动态口令的一种口令，是一个至少６位长度的十进制数。

Ｑ：鉴别双方通过协商输入的挑战因子。

Ｓ：算法函数输出结果。

Ｔ：参与运算的时间因子。

Ｔ０：以ＵＴＣ时间为标准的一个长度为８字节的整数。

犜ｃ：以秒为单位的口令变化周期。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截位函数。

ＵＴＣ：距１９７０年１月１日００：００时（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秒数。

：^幂运算符，即２^狀代表２的狀次方。

％：求余运算，即５％３＝２。

｜｜：连接符，将两组数据根据左右顺序拼接。

田：算术加符号，且不进位。

５　技术框架

５．１　总体框架

动态口令系统为应用系统提供动态口令鉴别服务。由动态令牌、鉴别模块和密钥管理模块组成。

动态令牌生成动态口令，鉴别模块验证动态口令的正确性，密钥管理模块负责动态口令的密钥管

理，应用系统将动态口令按照指定的协议（报文）发送至鉴别模块进行鉴别。动态口令系统架构如图１

所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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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动态口令系统架构

５．２　系统组成

５．２．１　动态令牌

动态令牌产生动态口令，作为用户身份鉴别依据。硬件动态令牌产品的要求见附录Ａ。

５．２．２　鉴别模块

鉴别模块用于执行动态口令鉴别和令牌同步，以及令牌相关状态的管理及配置等功能。鉴别模块

通过鉴别通讯协议与应用系统进行通讯，或支持调用鉴别接口的方式，用以完成动态口令的鉴别、同步

等功能。动态口令鉴别原理参见附录Ｂ。

５．２．３　密钥管理模块

密钥管理模块用于动态令牌种子密钥的生成、传输和存储进行安全管理，包括系统登录鉴别子模

块、用户管理子模块、保护密钥生成子模块、种子密钥生成子模块、令牌序号生成子模块、时间同步子模

块（可选）、令牌生产配置子模块、密码机接口模块和动态令牌读写接口等。

５．２．４　应用系统

应用系统是指集成了将动态口令按照鉴别通讯协议（或鉴别接口）与鉴别模块交互完成动态口令鉴

别的应用程序集合，应用系统可以是软件系统，可以是硬件设备，也可以是软件和硬件相结合的形式。

５．２．５　鉴别接口

鉴别接口是鉴别模块提供的用于连接应用系统与鉴别模块的接口集合。应用系统通过调用接口，

可以完成动态口令鉴别、同步等功能。鉴别模块的接口参见附录Ｃ。

５．２．６　鉴别通讯协议

鉴别通讯协议是鉴别服务通过标准的通讯协议和应用系统进行通讯的依据。应用系统通过发送报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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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形式完成动态口令的鉴别、同步等功能。

６　动态口令生成

６．１　口令生成方式

６．１．１　计算时间因子

Ｔ＝ Ｔ０／犜ｃ

Ｔ是参与运算的时间因子，是一个８字节整数。犜０ 是以ＵＴＣ时间或用户选择的时间标准为计量

标准的一个８字节整数。犜ｃ是以秒为单位的口令变化周期，最大值为６０。

６．１．２　组装输入序列

ＩＤ＝ ｛Ｔ｜｜Ｃ｜｜Ｑ｝

ＩＤ是杂凑或分组算法的输入序列。Ｔ是６．１．１的计算结果。Ｃ是参与运算的事件因子，是一个４

字节整数。Ｑ是鉴别双方通过协商输入的挑战因子或其他类型需要参与运算的因子，使用ＡＳＣＩＩ码表

示，最小长度为４字节。

ＩＤ最小长度为１２８比特，至少需要包含Ｔ、Ｃ的其中一个参数，Ｑ为可选参数，并按照Ｔ｜｜Ｃ｜｜Ｑ

的顺序进行数据组装。未包含的参数位置，由下一个参数进行补充。如ＩＤ由Ｔ、Ｑ组成，则数据组装方

式为Ｔ｜｜Ｑ。如ＩＤ由Ｃ、Ｑ组成，则数据组装方式为Ｃ｜｜Ｑ。如组成ＩＤ的数据不足１２８比特，ＩＤ的

数据末端填零至１２８比特。

６．１．３　计算一次性中间值

Ｓ＝Ｆ（Ｋ，ＩＤ）

Ｋ是长度不小于１２８比特的种子密钥，只有鉴别双方持有；Ｆ（）是算法函数，使用分组算法ＳＭ４或

者杂凑算法ＳＭ３，其中使用ＳＭ４时Ｓ的输出长度为１２８比特，使用ＳＭ３时Ｓ的输出长度为２５６比特。

６．１．４　截位计算

ＯＤ＝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Ｓ）

输入为６．１．３的输出。Ｔｒｕｎｃａｔｅ（）是截位函数，ＯＤ是其输出结果，长度为３２比特。

选用ＳＭ３作为Ｆ运算时，定义Ｓ１、Ｓ２、Ｓ３、Ｓ４、Ｓ５、Ｓ６、Ｓ７、Ｓ８为８个４字节整数，通过如下方法

赋值：

Ｓ＝Ｓ１｜｜Ｓ２｜｜Ｓ３｜｜Ｓ４｜｜Ｓ５｜｜Ｓ６｜｜Ｓ７｜｜Ｓ８

ＯＤ＝ （Ｓ１＋Ｓ２＋Ｓ３＋Ｓ４＋Ｓ５＋Ｓ６＋Ｓ７＋Ｓ８）％ （２^３２）

使用ＳＭ４作为Ｆ运算时，定义Ｓ１、Ｓ２、Ｓ３、Ｓ４为４个４字节整数，通过如下方法赋值：

Ｓ＝Ｓ１｜｜Ｓ２｜｜Ｓ３｜｜Ｓ４

ＯＤ＝ （Ｓ１＋Ｓ２＋Ｓ３＋Ｓ４）％ （２^３２）

６．１．５　计算动态口令

Ｐ＝ ＯＤ％ （１０^犖）

犖 是令牌或其他终端显示口令的位数，犖 不小于６。Ｐ是最终显示的动态口令。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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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算法使用说明

６．２．１　使用要求

算法使用应满足以下要求：

———分组密码算法应采用ＳＭ４算法，应满足ＧＢ／Ｔ３２９０７的要求。分组长度为１２８比特，密钥长

度为１２８比特，运算方式选用ＥＣＢ加密的工作模式，加密结果长度为１２８比特。

———密码杂凑算法应采用ＳＭ３算法，应满足ＧＢ／Ｔ３２９０５的要求。

———涉及随机数生成的算法，应满足ＧＢ／Ｔ３２９１５的要求。

６．２．２　杂凑算法使用说明

在Ｓ＝Ｆ（Ｋ，ＩＤ）环节，当使用ＳＭ３算法时，Ｋ｜｜ＩＤ为输入参数。

６．２．３　分组算法使用说明

在Ｓ＝Ｆ（Ｋ，ＩＤ）环节，当使用ＳＭ４算法时，Ｋ为运算密钥，ＩＤ为输入参数，Ｋ或ＩＤ大于１２８比特

时，运算过程如下：

Ｋ大于１２８比特时，记 Ｋ的长度为Ｌ１ 比特。狀 为不小于 Ｌ１／１２８的最小整数，在 Ｋ 末端填充

１２８狀－Ｌ１个比特０。再将Ｋ以１２８比特长度进行分组，高位在前，分别为Ｋ１、Ｋ２、Ｋ３…Ｋ狀。

ＩＤ大于１２８比特时，记ＩＤ的长度为Ｌ２ 比特。犿 为不小于Ｌ２／１２８的最小整数，在ＩＤ末端填充

１２８犿－Ｌ２ 个比特０。再将ＩＤ以１２８比特长度进行分组，高位在前，分别为ＩＤ１、ＩＤ２、ＩＤ３…ＩＤ犿。

运算过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犛犕４运算过程图

　　ＩＤ１ 和Ｋ１ 作为第一个分组运算的输入，通过ＳＭ４运算生成Ｓ１。将Ｓ１ 分别与ＩＤ２ 和Ｋ２ 进行算术

加运算（高位溢出舍去），获得ＩＤ２＇和Ｋ２＇，用于第二个分组的输入，通过ＳＭ４运算生成Ｓ２。之后的运算

以此类推。

如Ｋ狀 和ＩＤ犿 中，狀＞犿，则犿 次运算以后，使用ＩＤ犿 与Ｓ犻（犿－１＜犻＜狀）算术加运算（高位溢出舍

去）生成ＩＤ犻＋１＇，参与后续运算。

如Ｋ狀 和ＩＤ犿 中，狀＜犿，则狀次运算以后，使用 Ｋ狀 与Ｓ犻（狀－１＜犻＜犿）算术加运算（高位溢出舍

去）生成Ｋ犻＋１＇，参与后续运算。

如图２中所示，Ｓ＝Ｓｍａｘ｛犿，狀｝。

６．２．４　数据格式和输入输出用例

数据运算与存储，应采用大端（ｂｉｇｅｎｄｉａｎ）格式。见附录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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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口令生成算法的Ｃ语言实现用例参见附录Ｅ，输入输出的用例数据见附录Ｆ。

７　鉴别

７．１　鉴别模块说明

７．１．１　鉴别模块构成

鉴别模块是为应用系统提供动态令牌鉴别及管理的服务系统，由两个部分构成：

ａ）　鉴别服务子模块对应用提供鉴别和管理服务。

ｂ）　管理子模块对鉴别模块的运行进行管理。

７．１．２　令牌的状态

令牌的状态为鉴别模块内保存的令牌工作状态见表１。

表１　令牌工作状态表

状态 描述 说明

未激活
令牌出厂时的状态，应激活后令牌才能进入就绪

状态
未激活令牌不能提供正常的口令鉴别

就绪 令牌正常工作状态 就绪状态下令牌可用于口令鉴别

锁定
令牌因连续错误、重放攻击、人工方式等原因被锁

定后处于锁定状态
锁定状态的令牌不能提供正常的口令鉴别

挂起 令牌被人为挂起后，处于挂起状态 挂起状态的令牌不能提供正常的口令鉴别

作废 令牌执行作废操作后，进入作废状态 作废的令牌不能提供正常的口令鉴别

７．１．３　令牌的数据

令牌的数据应包括：令牌序列号、密钥数据、令牌状态、上次使用时间、连续错误次数、令牌偏移量、

其他配置参数等，其中：

ａ）　密钥数据应加密存放。

ｂ）　其他数据应采用校验机制保证完整性。

７．１．４　令牌的同步

鉴别模块应提供对令牌的内部计数器与系统的令牌计数器之间的同步处理。对于时间型令牌，使

用双向时间窗口；对于事件型令牌，使用单向事件窗口。

窗口指用于令牌时间与系统时间同步的窗口。时间型令牌根据不同的令牌同步需求，分别采用大

窗口、中窗口、小窗口进行同步。

使用各种窗口时，要求如下：

ａ）　大窗口，窗口大小不应超过±１０ｍｉｎ。使用大窗口同步时，要求下一个连续的动态口令匹配，

同时调整系统的令牌偏移量。大窗口要求使用受限的同步服务，即进一步身份鉴别或需要更

高权限才能执行大窗口的同步服务。大窗口可由鉴别模块的授权运维人员使用，并应与应用

系统的验证码机制同时使用。

ｂ）　中窗口，窗口大小不应超过±５ｍｉｎ。使用中窗口同步时，要求下一个连续的动态口令匹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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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调整系统的令牌偏移量。中窗口可由令牌用户或鉴别模块的运维人员使用，并应与应用系

统的验证码机制同时使用。

ｃ）　小窗口，窗口大小不应超过±２ｍｉｎ。使用小窗口同步时，鉴别模块通过动态口令鉴别，同时调

整系统的令牌偏移量。小窗口可由鉴别模块自动调用，在令牌用户使用动态口令进行身份鉴

别时使用。

ｄ）　事件型令牌的大窗口、中窗口、小窗口的大小，可由用户与厂商协商制定，但应保证其鉴别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

７．１．５　自动锁定和自动解锁

令牌在使用过程中若连续多次验证错误超过最大次数后，鉴别模块会自动将该令牌状态修改为“锁

定”。在超过设定的自动解锁时间后，鉴别模块会自动解除该令牌的锁定状态。

自动解锁只能解除被自动锁定的令牌。

７．２　鉴别模块服务

７．２．１　安全服务

７．２．１．１　动态口令鉴别

对提交的动态口令进行鉴别的服务，鉴别方式包括：静态口令＋动态口令、动态口令。其中静态口

令为与该动态令牌绑定的静态口令。

７．２．１．２　挑战应答鉴别

对提交的挑战应答码进行鉴别的服务，鉴别方式包括：挑战鉴别、内部挑战鉴别。

挑战鉴别是用户采用向令牌输入应用服务提供的挑战码的方式，获取相应的动态口令，完成鉴别。

内部挑战鉴别是用户通过向令牌输入ＰＩＮ、静态口令等用户私有数据，获取相应的动态口令，完成

鉴别。

７．２．１．３　产生挑战码

根据应用的请求产生挑战码，生成的挑战码格式包括：数字型、字符型、数字＋字符型。其中数字为

阿拉伯数字０～９，字符为英文字符或符号字符，区分大小写。挑战码的最小长度和最大长度可由鉴别

模块进行设置。

７．２．２　管理服务

７．２．２．１　激活

将未激活的令牌设为可用状态。激活动态口令令牌的方法如下：

ａ）　激活时验证动态口令的窗口使用大窗口；

ｂ）　令牌成功激活后，状态设置为就绪；

ｃ）　激活不成功，记录激活错误次数，但不锁定令牌。

７．２．２．２　锁定

令牌在连续错误、重放攻击等操作下将就绪状态的令牌设置为锁定状态。令牌被锁定后解决方法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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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令牌被锁定后，应通过解锁服务回到就绪状态；

ｂ）　令牌被锁定后，应通过废止服务设置为废止状态。

７．２．２．３　解锁

通过静态口令、静态口令＋动态口令将锁定状态的令牌解锁，设置为就绪状态。令牌解锁方法

如下：

ａ）　解锁时，要求当前的动态口令；

ｂ）　若设置了静态口令，要求验证静态口令；

ｃ）　若静态口令的验证方式是内部挑战方式，使用内部挑战鉴别；

ｄ）　若静态口令的验证方式是静动态混合方式，使用静态口令＋动态口令鉴别。

７．２．２．４　挂起

将动态令牌设置为挂起状态方法如下：

ａ）　只有就绪或锁定状态的令牌应被设置为挂起状态；

ｂ）　令牌被挂起后，应通过废止服务设置为废止状态。

７．２．２．５　解挂

解除令牌的挂起状态步骤如下：

ａ）　解挂成功后令牌的状态设置为就绪状态；

ｂ）　要求验证当前的动态口令；

ｃ）　若设置了静态口令，要求验证静态口令；

ｄ）　若静态口令的验证方式是内部挑战方式，使用内部挑战鉴别；

ｅ）　若静态口令的验证方式是普通方式，使用静态口令＋动态口令鉴别。

７．２．２．６　设置静态口令

设置动态令牌绑定的静态口令步骤如下：

ａ）　要求验证原有的静态口令；

ｂ）　若静态口令的验证方式是内部挑战方式，使用内部挑战鉴别；

ｃ）　若静态口令的验证方式是静动态混合方式，使用静态口令＋动态口令鉴别。

７．２．２．７　远程解犘犐犖

鉴别模块可提供远程解ＰＩＮ的功能（针对具有ＰＩＮ保护的令牌）。根据应用请求，鉴别模块生成当

前的远程解ＰＩＮ密码，应从以下几个方法来设置：

ａ）　解ＰＩＮ的密码为０～９的数字串，长度最少为６位；

ｂ）　解ＰＩＮ的操作最大尝试次数不可超过５次，若超过最大尝试次数，应至少等待１ｈ才可继续

尝试；

ｃ）　超过最大尝试次数的情况不可超过５次，否则令牌应永久锁定，不可再使用。

７．２．２．８　同步与窗口要求

鉴别模块提供令牌的同步服务有以下几种：

ａ）　在大窗口、中窗口内验证令牌的连续２个动态口令，若成功，调整令牌的系统偏移量；

ｂ）　在小窗口内验证令牌的当前动态口令，若成功，调整令牌的系统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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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令牌的同步服务不改变令牌状态。

７．２．２．９　废止

令牌损坏或失效后，可使用鉴别模块的废止服务将其废止。废止的令牌不可再用于用户的身份鉴

别和交易验证。系统仅保留该令牌的使用历史记录。

７．２．２．１０　令牌信息查询

鉴别模块应提供令牌的信息查询服务，包括：令牌的当前状态、上次使用时间、当前累计错误次

数等。

信息查询服务不改变令牌状态。

７．３　鉴别模块管理功能

７．３．１　权限管理

鉴别模块应对访问人员采取权限控制，不同角色的访问人员赋予不同的操作权限。

７．３．２　参数配置

鉴别模块应能对鉴别和管理功能参数进行配置。

７．３．３　日志管理

日志管理包括日志的写入，查询等功能，每条日志至少记录事件的日期和时间、事件类型、主体身

份、事件的结果（成功或失效）、日志级别。以下事件应记录日志：

ａ）　动态口令鉴别，同步的结果；

ｂ）　令牌系统状态的变更；

ｃ）　日志应保留至少２年。

７．３．４　服务报表

鉴别模块应提供对令牌和系统不同时间段对应的状态和结果的统计报表。

７．３．５　种子导入

鉴别模块应能导入令牌的种子密钥，并设置令牌的初始状态。

７．３．６　备份恢复

鉴别模块应能对敏感信息进行备份和恢复。

７．４　安全要求

７．４．１　接入端控制

鉴别模块应具有控制应用系统安全接入的方法和措施。

７．４．２　通讯敏感字段加密

为了防止网络监听的形式对鉴别数据进行窃听和分析，应在鉴别模块和应用系统之间的通讯数据

上做加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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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３　种子密钥存储加密

鉴别模块中的种子密钥是加密存储的，当鉴别模块接收到鉴别请求时，鉴别模块应首先解密种子密

钥加密密钥密文，然后读通过种子密钥和时间因子等信息生成对应的动态口令，并与接收到的动态口令

进行比较，从而完成动态口令身份鉴别。

７．４．４　令牌安全性控制

７．４．４．１　锁定及解锁

提供锁定机制，当一个令牌连续尝试鉴别失败次数累计达到上限，应对令牌进行锁定，应提供人工

解锁和自动解锁机制。

７．４．４．２　防重复鉴别

对于已经通过鉴别的动态口令，鉴别模块将予以作废，通过鉴别的动态口令，不能再次通过鉴别。

７．４．４．３　日志安全

日志信息应具有校验码，用户对日志信息进行修改可通过校验码检查出来。

敏感数据应具有备份恢复机制。

鉴别模块针对日志访问应具备相应的访问控制策略，对日志的操作应有记录，以保证日志的完整性

和安全性。

７．４．４．４　接入端控制

鉴别模块应具有时间校准的处理方法和措施。

７．４．４．５　鉴别模块安全

鉴别模块安全应符合目标应用服务或系统的安全需求。

８　密钥管理

８．１　概述

密钥管理主要是指对种子密钥的生成、传输和存储的安全管理，种子密钥是否安全直接影响到整个

鉴别模块是否安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保护：

ａ）　生成的安全性；

ｂ）　传输的安全性；

ｃ）　存储的安全性；

ｄ）　使用的安全性。

８．２　模块架构

８．２．１　模块组成

８．２．１．１　密钥管理模块组成

密钥管理模块主要由系统登录鉴别子模块、用户管理子模块、保护密钥生成子模块、种子密钥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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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模块、令牌序号生成子模块、时间同步子模块（可选）、令牌生产配置子模块、硬件密码设备接口子模块

和动态令牌读写接口子模块组成，如图３所示。

图３　密钥管理模块组成图

８．２．１．２　系统登录鉴别子模块

该模块负责密钥管理模块的用户登录鉴别。

８．２．１．３　用户管理子模块

该模块负责密钥管理模块操作员的管理（新建、删除和修改）和权限分配。

８．２．１．４　保护密钥生成子模块

该模块主要用于生成密钥系统的根密钥及传输密钥。

８．２．１．５　种子密钥生成子模块

该模块的功能是调用硬件密码设备接口生成动态令牌的种子密钥，同时将生成的种子密钥加密后

写入导出数据文件。

８．２．１．６　令牌序号生成子模块

该模块的功能是根据序号生成规则生成动态令牌的唯一序列号。

８．２．１．７　时间同步子模块（可选）

该模块的功能是同步密钥系统的系统时间，以保证种子密钥生成系统与动态口令鉴别模块的时间

一致。

８．２．１．８　令牌生产配置子模块

该模块的功能是将令牌序列号和种子密钥通过动态令牌读写接口子模块写入动态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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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１．９　硬件密码设备接口子模块

该模块的功能是完成软件与硬件密码设备之间的通讯。

８．２．１．１０　动态令牌读写接口子模块

该模块的功能是完成软件和令牌之间的通讯。

８．２．２　系统安全

系统安全的主要目标是保障网络、主机系统、应用系统及数据库运行的安全。应采取防火墙、病毒

防治、漏洞扫描、入侵监测、数据备份、灾难恢复等安全防护措施。

８．３　功能要求

８．３．１　模块功能

８．３．１．１　系统登录鉴别

系统登录鉴别是指密钥管理模块的使用应在系统合法用户登录以后才能使用，且系统对用户分权

限管理，不同的用户授权使用不同的功能。用户登录系统一段时间未操作后，系统应能够自动锁定。

８．３．１．２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的功能包用户账号和角色的分配、修改和删除。系统角色包括：系统管理员、密钥管理操

作员、种子生成操作员和令牌生成操作员。密码管理系统的用户应通过身份鉴别后才能登录系统。

８．３．１．３　保护密钥管理

保护密钥管理是指主密钥、传输密钥的生成、备份和更新。密钥的备用载体应使用国家密码管理部

门定型的硬件。

８．３．１．４　令牌序列号管理

令牌序列号管理功能包括：令牌序列号模板的定义、修改和删除；令牌序列号的生成。

８．３．１．５　种子密钥生成

种子密钥管理功能包括：种子密钥的生成和加密导出。

８．３．１．６　令牌生产配置

令牌生成配置功能主要是指将种子密钥、序列号和时间（可选）写入动态令牌

８．３．１．７　时间同步

时间同步功能是指生产时间同步令牌时，应预先校对生产电脑的时间。

８．３．１．８　日志

日志功能记录密钥管理模块的所有操作及运行日志。

８．３．２　兼容性

兼容性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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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算法兼容性：能够支持多种分组密码算法来对密钥的管理。

ｂ）　硬件密码设备兼容性：能够兼容多种密码硬件设备，如密码机、密码卡、ＩＣ卡等。

８．４　系统安全性设计

８．４．１　密钥管理的目的

密钥管理的目的是保障系统中所使用的密钥，在其生成、存储、使用等生命周期中的安全性。

８．４．２　密钥管理的原则

本系统中密钥安全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ａ）　采用国家密码管理局批准的硬件密码设备。

ｂ）　主密钥的生成、存储在硬件密码设备中，并且无法导出。

ｃ）　所有密钥的运算都在硬件密码设备中完成。

ｄ）　种子加密密钥由主密钥对令牌序号分散得到。

ｅ）　主密钥管理机制和灾难恢复机制。

８．４．３　密钥管理的机制

８．４．３．１　对称算法密钥

采用非对称算法进行密钥管理保护种子密钥安全时应符合８．４．２的原则。

对称算法密钥管理模块管理的密钥包括以下６种：

ａ）　主密钥 Ｋｍ：在令牌应用服务商（如银行、电信公司、企业等）的硬件密码设备中生成与存储、

使用。

ｂ）　种子密钥：由硬件密码设备生成。

ｃ）　种子密钥加密密钥Ｋｓ：由主密钥Ｋｍ 对令牌序列号分散获得，用于加密给鉴别模块使用的种

子密钥。

ｄ）　厂商生产主密钥Ｋｐ：由主密钥Ｋｍ 对厂商代码分散获得，通过Ｋｔ加密提供给厂商使用。

ｅ）　厂商种子密钥加密密钥Ｋｐｓ：由厂商生产主密钥Ｋｐ 对令牌序列号分散获得，用于加密给动态

令牌使用的种子密钥。

ｆ）　传输密钥Ｋｔ：由令牌应用服务商的硬件密码设备随机生成，可分拆成多个分量，交付给令牌厂

商使用。

对称算法密钥管理的示例流程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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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对称算法密钥管理示例流程图

８．４．３．２　主密钥

主密钥Ｋｍ 是在令牌应用服务商（如银行、电信公司、企业等）的硬件密码设备中生成与存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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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离开该硬件密码设备。有严格的主密钥管理机制和灾难恢复机制。

８．４．３．３　厂商生产主密钥

厂商生产主密钥Ｋｐ由主密钥Ｋｍ 分散厂商代码后得到，通过Ｋｔ加密提供给厂商使用，存储在令牌

应用服务商的硬件密码设备中。

８．４．３．４　传输密钥犓狋

用于加密保护厂商生产主密钥Ｋｐ的交换。

传输密钥Ｋｔ随机产生，可分拆成多个分量。解密厂商生产主密钥Ｋｐ 时，输入传输密钥的多个分

量及厂商生产主密钥Ｋｐ密文，内部合成传输密钥并解密出厂商生产主密钥Ｋｐ保存。

８．４．３．５　种子密钥加密密钥

系统中有两种类型的种子密钥加密密钥分别是鉴别硬件密码设备中的种子密钥加密密钥Ｋｓ和生

产所用的硬件密码设备中的Ｋｐｓ。Ｋｓ由主密钥Ｋｍ 对令牌序号分散后生成。Ｋｐｓ由厂商生产主密钥Ｋｐ

对令牌序号分散后生成。硬件密码设备内部使用ＳＭ４算法负责密钥的分散过程，分散出的种子密钥加

密密钥不向硬件密码设备以外导出，不在硬件密码设备内部保存。

８．４．４　种子密钥的安全

８．４．４．１　种子密钥的生成安全

种子密钥采用国家密码管理部门批准的随机数发生器生成。

８．４．４．２　种子密钥的传输安全

种子密钥的传输安全主要是指种子密钥在生成以后，写入令牌和导入鉴别模块过程中种子密钥的

安全。

８．４．４．３　种子密钥写入动态令牌过程的安全

该过程应在安全的生产环境中进行，具有安全的管理机制，保证其写入线路的安全性。

８．４．４．４　种子密钥导入鉴别模块过程的安全

通过硬件传输方式导入到相关鉴别模块中。

数据文件命名规则：ｏｔｐ＿［厂商代码］＿ｙｙｙｙｍｍｄｄ＿［数量］．ｄａｔａ。

数据文件内容格式如图５所示。

图５　数据文件的内部格式

８．４．４．５　种子密钥的存储安全

种子密钥的存储安全是指种子密钥在鉴别模块中的存储安全。当种子密钥在鉴别模块中以ＳＭ４

算法加密后的密文方式存储时，种子密钥具体的加密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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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硬件密码设备使用主密钥Ｋｍ 对令牌的序列号填充数据到１６字节（填充数据为０ｘ００），然后使

用ＳＭ４算法进行分散，得到种子密钥加密密钥Ｋｓ。

ｂ）　对刚刚生成种子密钥进行填充到１６字节的整数倍，填充数据的规则遵循ＰＫＣＳ＃５中定义的

规范（即：对输入数据 ＭＳＧ，在 ＭＳＧ的右端添加１６－（｜｜ＭＳＧ｜｜％１６）个取值为１６－（｜｜

ＭＳＧ｜｜％１０）的ＰＡＤ字符；也就是说，对 ＭＳＧ，最右端数据块，缺狀个字节则补充狀个数值

狀，最少补１个０ｘ０１，最多补１６个０ｘ１０（当 ＭＳＧ长度为１６字节的整数倍时）。

ｃ）　使用种子密钥加密密钥Ｋｓ对填充后的种子密钥数据进行ＳＭ４加密。

ｄ）　加密完成后，将种子密钥加密密钥Ｋｓ和明文种子密钥数据销毁。

ｅ）　采用上述加密过程好处是每个令牌的种子密钥加密密钥发生重复情况为小概率事件。即便意

外失窃一份加密后的令牌种子密钥，并对其破译，对系统内其他令牌的种子密钥安全性也不会

造成影响。

种子密钥存储时，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属性：令牌序列号、密文种子、密钥索引、校验值、创建时间。

８．４．４．６　种子密钥的使用安全

种子密钥的使用安全是指使用种子密钥计算动态口令过程中的安全。种子密钥的使用过程全部在

硬件密码设备内完成，杜绝了种子密钥在使用过程中泄密的可能。具体使用流程如下：

ａ）　将令牌序号和密文种子密钥发送到硬件密码设备中，硬件密码设备对加密的种子密钥根据令

牌序号进行“种子密钥存储”相同运算，即使用令牌序号由主密钥Ｋｍ 分散得到种子密钥加密

密钥Ｋｓ。

ｂ）　对种子密钥密文进行ＳＭ４解密获得种子密钥的原文。

ｃ）　使用明文种子密钥和其他相应的参数运算得到动态口令，对客户端发送的鉴别请求进行甄别。

ｄ）　解密完成后，将种子密钥加密密钥Ｋｓ和明文种子密钥数据销毁。

８．５　硬件密码设备接口说明

８．５．１　硬件密码设备应用接口

动态口令计算功能：使用种子密钥密文，计算动态口令。

８．５．２　鉴别模块密钥管理接口

鉴别模块包含以下接口：

ａ）　种子密钥的生成接口

应具备功能：随机产生或运算产生指定长度的种子密钥，根据令牌序号产生种子密钥加密密

钥，返回加密后的种子密钥密文。

ｂ）　向令牌导入种子密钥

应具备功能：将种子明文写入令牌中。

ｃ）　合成主密钥接口

应具备功能：根据密钥成分合成主密钥。

ｄ）　主密钥的备份接口

应具备功能：将主密钥备份成多个密文密钥成分。

ｅ）　主密钥的恢复接口

应具备功能：将备份的密钥成分，在硬件设备内恢复成主密钥。

ｆ）　传输密钥保护导出主密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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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备功能：将主密钥从硬件密码设备中密文导出。

ｇ）　传输密钥保护导入主密钥接口

应具备功能：将密文主密要导入硬件密码设备。

８．５．３　接口使用权限控制机制

建立接口使用权限机制，以达到控制管理接口使用权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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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硬件动态令牌要求

犃．１　令牌硬件要求

犃．１．１　高温

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００８中试验方法Ｂｂ，严酷等级选择温度：＋５０℃，持续时间：２ｈ。

犃．１．２　低温

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２００８中试验方法Ａｂ，严酷等级选择温度：－１０℃，持续时间：２ｈ。

犃．１．３　高低温冲击

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２０１２，严酷等级选择高温温度：＋５０℃，低温温度：－１０℃，暴露试验时间：

１０ｍｉｎ，转换时间：２ｍｉｎ～３ｍｉｎ，循环次数：３次。

犃．１．４　湿度

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２０１６，严酷等级选择温度：３０℃±２℃，相对湿度（９３±３）％，试验时间：２ｈ。

犃．１．５　工作海拔

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１—２００８，严酷等级选择气压：５５ｋＰａ，持续时间：２ｈ。

犃．１．６　跌落

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７—２０１８中方法一，严酷等级选择跌落高度：１０００ｍｍ。

犃．１．７　防尘防水

按照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ＩＰ４４的要求。

犃．１．８　标记和印刷

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３—２００５，试验液体：人工合成汗液，力的大小：（１±０．２）Ｎ，循环次数：１０００次。

产品应具备标记文字为：“序列号”和“有效期”。

犃．１．９　振动

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２０１９，严酷等级选择频率范围：１０Ｈｚ～３００Ｈｚ，振动幅值：３．５ｍｍ，持续时

间：６０ｍｉｎ。

犃．１．１０　静电放电

不低于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２０１８中试验等级３的标准，即满足外壳端口接触放电±６ｋＶ，空气放

电±８ｋ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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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１．１１　试验过程中试验样品是否处于工作状态的判断标准

样品带电运行，目视检查，提供最少１２个显示相同动态口令的样品，６个一组为参与试验样品，６个

一组为不参与试验样品，参与试验的样品显示动态口令与不参与试验样品一致即为合格。

犃．２　令牌安全要求

犃．２．１　种子密钥安全

种子密钥为令牌重要安全要素，令牌应保证产品内的种子密钥的完整性，且种子密钥为单向导入令

牌（或在令牌内生成），种子密钥不能被导出产品外部。

令牌应拥有种子密钥的保护功能。令牌种子密钥加密、存储、使用在令牌芯片的安全区域内实现。

犃．２．２　令牌芯片安全

本标准涉及的令牌芯片，应是国家密码管理部门批准产品型号证书的安全芯片。

犃．２．３　令牌物理安全

令牌具有低电压检测功能。

令牌完成种子密钥导入后，通讯Ｉ／Ｏ端口应失效，不能再输入或输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参与

口令生成运算的Ｋ、Ｔ、Ｃ信息。

令牌应防范通过物理攻击的手段获取设备内的敏感信息，物理攻击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开盖、搭

线、复制等。

令牌芯片应具备令牌掉电后，会自动销毁种子密钥的措施。

令牌芯片应保证种子密钥无法通过外部或内部的方式读出，包括但不限于：调试接口、改编的程序。

令牌芯片可防范通过物理攻击的手段获取芯片内的敏感信息，确保种子密钥和算法程序的安全性。

令牌芯片应具备抵抗旁路攻击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抗ＳＰＡ／ＤＰＡ 攻击能力、抗ＳＥＭＡ／ＤＥＭＡ

攻击能力。

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令牌芯片不应泄露敏感信息或影响安全功能。外部环境的变化包含但不

限于：高低电压、高低温、强光干扰、电磁干扰、紫外线干扰、静电干扰。

犃．２．４　使用安全

具有数字和功能按键的令牌应具有ＰＩＮ保护功能，ＰＩＮ长度不少于６位，并具有ＰＩＮ防暴力穷举

功能。令牌可具有ＰＩＮ找回功能，即令牌用户如果忘记令牌ＰＩＮ，可通过安全有效的环境与机制找回

令牌ＰＩＮ，或对令牌ＰＩＮ进行重新设置（如远程解ＰＩＮ）。

ＰＩＮ输入错误的次数不可超过５次，若超过，应至少等待１ｈ才可继续尝试。

ＰＩＮ输入超过最大尝试次数的情况不可超过５次，否则令牌应永久锁定，不可再使用。

令牌基本使用寿命为３年，令牌产品最长使用不超过５年。

室温环境下，令牌时间偏差小于２ｍｉｎ／年。

犃．２．５　安全评估

动态令牌产品安全评估按照ＧＢ／Ｔ１８３３６．１、ＧＢ／Ｔ１８３３６．２和ＧＢ／Ｔ１８３３６．３的规定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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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动态口令鉴别原理

动态口令的鉴别原理是通过客户端（动态令牌）与鉴别服务端（鉴别模块），以相同的运算因子，采用

相同的运算方法，生成相同的口令，并进行比对来完成整个鉴别过程。通常，口令的比对是由鉴别服务

提供端完成。具体如图Ｂ．１所示。

图犅．１　基本鉴别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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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鉴别模块接口

犆．１　服务报文格式

犆．１．１　报文格式

鉴别模块的服务报文由＜报头＞＋＜报体＞构成。其中报头定义报文类型和选项，报体为具体的

服务请求或服务响应数据。

报头的格式见表Ｃ．１。

表犆．１　鉴别模块的报头格式

偏移量 名称
长度

（字节）
描述 说明

０ 报头长度 １ 标识报头长度

１ 报文类型 １ 标识报文类型

ｘ０：请求报文

ｘ１：响应报文

０ｘ：不需要校验 ＭＡＣ

８ｘ：需要校验 ＭＡ

２ 版本 １ 标识报文版本 ０１：版本１

３ 调用者 ８ 标识调用者 为调用者分配的标识，缺省可为８个００

１１ 调用号 ８ 标识本次调用／响应 由调用者产生的调用号，调用号应每次不同

１９ 报体长度 ２ 标识报体长度 不包含报头的报文长度

２１ ＭＡＣ ４ ＭＡＣ校验值

如果报文类型ｂｉｔ７设置为１，即需要 ＭＡＣ

校验，有本数据项。

将报头（不含本项）与报文，使用ＳＭ３算法运

算，取低位的４个字节，作为 ＭＡＣ校验值

犆．１．２　服务请求报文

当报头的报文类型标识的ｂｉｔ０是０时，为服务请求报文。服务请求报文的格式为：＜请求头＞＋

＜数据体＞。

请求头的格式见表Ｃ．２。

表犆．２　请求头格式

偏移量 名称
长度

（字节）
描述 说明

０ 服务标识 ２ 标识请求的鉴别模块服务
鉴别模块提供的服务。其中１０００以上为自

定义服务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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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２（续）

偏移量 名称
长度

（字节）
描述 说明

２ 服务选项 ２ 标识服务请求的参数 根据具体服务的不同设置参数

４ 数据项个数 １ 标识服务请求的数据项个数 数据体包含的数据项个数

犆．１．３　服务响应报文

当报头的报文类型标识的ｂｉｔ０是１时，为服务响应报文。服务响应报文的格式为：＜响应头＞＋

＜数据体＞。

响应头的格式见表Ｃ．３。

表犆．３　响应头格式

偏移量 名称
长度

（字节）
描述 说明

０ 服务标识 ２ 标识响应的服务请求
鉴别模块提供的服务。其中８０００以上为自

定义服务

２ 结果标识 ２ 标识服务响应的结果
其中８０００以上标识服务请求错误。第１个

字节标识具体的结果代码

４ 数据项个数 １ 标识服务响应的数据项个数 数据体包含的数据项个数

犆．１．４　数据体及数据项格式

数据体由请求头或响应头设定的数据项个数的数据单元组成，其格式为：

＜数据项１＞＋＜数据项２＞＋…＋＜数据项狀＞

每个数据项的格式见表Ｃ．４。

表犆．４　数据项格式

偏移量 名称
长度

（字节）
描述 说明

０ 数据属性 １ 标识数据属性
ｂｉｔ７为１，加密数据

ｂｉｔ７为０，明文数据

１ 数据标识 ２ 标识数据的含义
数据项的含义，其中８０００以上为自定义数

据项

４ 数据长度 １ 标识数据项的长度

０ 数据内容 数据长度 由数据长度规定的数据内容

犆．２　服务标识

鉴别模块的服务标识见表Ｃ．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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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５　鉴别模块服务标识

名称 值 描述 说明

动态口令鉴别 ０００１ 动态口令鉴别请求

挑战应答鉴别 ０００２ 挑战应答鉴别请求

产生挑战码 ０００３ 请求一个挑战码

激活 ０１０１ 激活令牌

锁定 ０１０２ 锁定令牌

解锁 ０１０３ 解锁令牌

挂起 ０１０４ 挂起令牌

解挂 ０１０５ 解除令牌挂起

设置静态口令 ０１０６ 设置令牌绑定的静态口令

远程解ＰＩＮ ０１０７ 请求远程解ＰＩＮ密码

同步 ０１０８ 强制令牌同步

更新 ０１０９ 更新令牌密钥

废止 ０１０ａ 将令牌废止

令牌信息查询 ０１０ｂ 查询令牌信息

犆．３　数据标识

鉴别模块的数据标识见表Ｃ．６。

表犆．６　鉴别模块的数据标识

名称 标识 描述 说明

厂商标识 ０００１ 令牌的厂商标识

序列号 ０００２ 令牌序列号

动态口令 ０００３ 动态口令

下一口令 ０００４ 下一个动态口令

交易内容 ０００５ 交易内容 用于计算挑战码或校验挑战应答口令

挑战码 ０００６ 根据交易内容产生的挑战码

应答码 ０００７ 应答码 用于验证的应答码

ＰＩＮ码 ０００８ 与令牌绑定的ＰＩＮ码

新ＰＩＮ码 ０００９ 设置的新ＰＩＮ码

更新码 ０００ａ 更新令牌的更新码

初次激活时间 ０１０１ 初次激活时间

最近使用时间 ０１０２ 最近使用时间

过期时间 ０１０３ 过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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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６（续）

名称 标识 描述 说明

错误次数 ０１０４ 错误次数

令牌状态 ０１０５ 令牌状态 未激活、就绪、锁定、挂起、作废

令牌型号 ０１０６ 令牌型号

犆．４　返回码

鉴别模块的返回码见表Ｃ．７。

表犆．７　鉴别模块的返回码

名称 Ｂｙｔｅ１ Ｂｙｔｅ０ 描述 说明

安全服务成功

００ ｘｘ 安全服务成功

００ ０１ 动态口令鉴别成功

００ ０２ 挑战应答鉴别成功

００ ０３ 挑战码成功

安全服务失败

８０ ｘｘ 安全服务失败

８０ ０１ 要求下一个口令

８０ ０２ 动态口令错

８０ ０３ ＰＩＮ码失败

８０ ０４ 口令已被验证过

管理服务成功 ０１ ｘｘ 管理服务成功 ｘｘ标识对应的管理服务

管理服务失败

８１ ｘｘ 管理服务失败

８１ ０１ 要求下一个口令

８１ ０２ 动态口令错

８１ ０３ ＰＩＮ码失败

８１ ０４ 口令已被验证过

８１ ０５ 同步失败

令牌错误

８４ ｘｘ 令牌错误

８４ ０１ 没有厂商号

８４ ０２ 没有这个令牌

８４ ０３ 令牌记录错误

８４ ０４ 令牌被锁定

８４ ０５ 令牌被挂起

８４ ０６ 令牌未激活

８４ ０７ 令牌已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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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７（续）

名称 Ｂｙｔｅ１ Ｂｙｔｅ０ 描述 说明

令牌错误 ８４ ０８ 令牌已过期

报文错误

９０ ｘｘ 报文错误

９０ ０１ 报文不正确

９０ ０２ 报文校验错

９０ ０３ 未授权的访问

９０ ０４ 没有指定的服务

９０ ０５ 服务参数错误

犆．５　应用接口

鉴别模块应提供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接口和Ｓｏｃｋｅｔ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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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运算参数与数据说明用例

采用ＳＭ３和ＳＭ４的运算参数与数据说明用例，Ｋ为种子密钥，犜ｃ为１ｓ，Ｔ＝ Ｔ０ 为ＵＴＣ时间表

示的时间因子，Ｃ为事件因子，Ｑ为挑战数据，ＳＭ４和ＳＭ３输出结果分别是１２８比特和２５６比特，截位

结果是截位运算后的输出数据。具体见表Ｄ．１和表Ｄ．２。

表犇．１　犛犕３算法产生动态口令的中间结果实例表

ＳＭ３ 输入 参与运算的值（ＨＥＸ）

Ｋ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

Ｔ １３１３６５５０３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Ｅ４ＣＣ８Ｆ６

Ｃ １２３４ ０００００４ｄ２

Ｑ ５６７８ ３５３６３７３８

ＳＭ３输出结果
２５ｅ０ｂ００ｄ７５０ｅｂ０１２５８ｅｆ７ｄｂ５３７５６２６４１４ａｃｆｅ７ｆｄ

８２６ａｃ０７ｅ３ｅ５ｅｂ３ｅ８ｄ８ｅｂｂａ４ｂ

截位结果 ０ｆｂａ１ａｃ３

表犇．２　犛犕４算法产生动态口令的中间结果实例表

ＳＭ４ 输入 参与运算的值（ＨＥＸ）

Ｋ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

Ｔ １３４０７８３０５３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ｆｅａｂ９ｃｄ

Ｃ １２３４ ０００００４ｄ２

Ｑ ５６７８ ３５３６３７３８

ＳＭ４输出结果 ８８０ｄ６ａｅ７７ｅｃｆ８ｅｅ５２３５ｃ７１９８ｅ１３ｆ１５９ｃ

截位结果 ０ｂ７８８１００

７２

犌犅／犜３８５５６—２０２０



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动态口令生成算法犆语言实现用例

犈．１　采用犛犕３的动态口令生成算法用例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ｄｉｏ．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ｒｉｎｇ．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ｍａｔｈ．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ｍ３．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ｍ＿ｄｐｗｄ．ｈ＂

＃ｉｆｄｅｆ＿＿ｃｐｌｕｓｐｌｕｓ

＃　ｄｅｆｉｎｅＩＮＬＩＮＥｉｎｌｉｎｅ

＃ｅｌｓｅ

＃　ｄｅｆｉｎｅＩＮＬＩＮＥ

＃ｅｎｄｉｆ

ＩＮＬＩＮＥｂｏｏｌＩｓＢｉｇＥｎｄｉａｎ（）

｛

　　ｕｎｉｏｎＴ

　　｛

　　　　ｃｈａｒ　ｃ［２］；

　　　　ｓｈｏｒｔｓ；

　　｝；

　　

　　Ｔｔ；

　　ｔ．ｓ＝０ｘ００３１；

　　ｉｆ（ｔ．ｃ［１］＝＝０ｘ３１）

　　｛

　　　　ｒｅｔｕｒｎｔｒｕｅ；

　　｝

　　ｒｅｔｕｒｎｆａｌｓｅ；

｝

ＩＮＬＩＮＥｂｏｏｌＩｓＬｉｔｔｌｅＥｎｄｉａｎ（）

｛

　　ｒｅｔｕｒｎ！ＩｓＢｉｇＥｎｄｉ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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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ＬＩＮＥｕｉｎｔ３２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ｕｉｎｔ３２ｘ）

｛

　　ｒｅｔｕｒｎ（（ｘ＆０ｘ００００００ｆｆ）＜＜２４）

　　　　｜（（ｘ＆０ｘ００００ｆｆ００）＜＜８）

　　　　｜（（ｘ＆０ｘ００ｆｆ００００）＞＞８）

　　　　｜（（ｘ＆０ｘｆｆ００００００）＞＞２４）；

｝

ＩＮＬＩＮＥｕｉｎｔ６４Ｒｅｖｅｒｓｅ６４（ｕｉｎｔ６４ｘ）

｛

　　ｕｉｎｔ３２ｎＴｅｍｐ［３］＝ ｛０｝；

　　ｍｅｍｃｐｙ（ｎＴｅｍｐ＋１，＆ｘ，ｓｉｚｅｏｆ（ｕｉｎｔ６４））；

　　ｎＴｅｍｐ［０］＝ 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ｎＴｅｍｐ［２］）；

　　ｎＴｅｍｐ［１］＝ 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ｎＴｅｍｐ［１］）；

　　ｒｅｔｕｒｎ（ｕｉｎｔ６４）ｎＴｅｍｐ；

｝

ＩＮＬＩＮＥｓｍ＿ｗｏｒｄＭＬ（ｂｙｔｅＸ，ｕｉｎｔ８ｊ）

｛

　　ｉｆ（ＩｓＢｉｇＥｎｄｉａｎ（））

　　｛

　　　　ｒｅｔｕｒｎ（ｓｍ＿ｗｏｒｄ）（Ｘ＜＜ （ｊ％３２））；

　　｝

　　ｅｌｓｅ

　　｛

　　　　ｒｅｔｕｒｎ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ｓｍ＿ｗｏｒｄ）（Ｘ＜＜ （ｊ％３２）））；

　　｝

｝

ＩＮＬＩＮＥｓｍ＿ｗｏｒｄＳＵＭ（ｓｍ＿ｗｏｒｄＸ，ｓｍ＿ｗｏｒｄＹ）

｛

　　ｉｆ（ＩｓＢｉｇＥｎｄｉａｎ（））

　　｛

　　　　ｒｅｔｕｒｎ（Ｘ＋ Ｙ）；

　　｝

　　ｅｌｓｅ

　　｛

　　　　ｒｅｔｕｒｎ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Ｘ）＋ 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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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ＳＭ３（ＩＮｂｙｔｅｐＳｒｃ［３２］，ＩＮｉｎｔｎＳｒｃＬｅｎ，ＯＵＴｂｙｔｅｐＤｓｔ［４］，ＩＮｉｎｔｎＤｓｔＳｉｚｅ）

｛

　　ｉｆ（ｎＳｒｃＬｅｎ！＝３２｜｜ｎＤｓｔＳｉｚｅ＜４）

　　｛

　　　　ｒｅｔｕｒｎ－１；

　　｝

　　ｍｅｍｓｅｔ（ｐＤｓｔ，０，ｎＤｓｔＳｉｚｅ）；

　　ｂｙｔｅＳ＝ （ｂｙｔｅ）ｐＳｒｃ；

　　ｓｍ＿ｗｏｒｄＳ１＝ ＭＬ（Ｓ［０］，２４）｜ＭＬ（Ｓ［１］，１６）｜ＭＬ（Ｓ［２］，８）｜ＭＬ（Ｓ［３］，０）；

　　ｓｍ＿ｗｏｒｄＳ２＝ ＭＬ（Ｓ［４］，２４）｜ＭＬ（Ｓ［５］，１６）｜ＭＬ（Ｓ［６］，８）｜ＭＬ（Ｓ［７］，０）；

　　ｓｍ＿ｗｏｒｄＳ３＝ ＭＬ（Ｓ［８］，２４）｜ＭＬ（Ｓ［９］，１６）｜ＭＬ（Ｓ［１０］，８）｜ＭＬ（Ｓ［１１］，０）；

　　ｓｍ＿ｗｏｒｄＳ４＝ ＭＬ（Ｓ［１２］，２４）｜ＭＬ（Ｓ［１３］，１６）｜ＭＬ（Ｓ［１４］，８）｜ＭＬ（Ｓ［１５］，０）；

　　ｓｍ＿ｗｏｒｄＳ５＝ ＭＬ（Ｓ［１６］，２４）｜ＭＬ（Ｓ［１７］，１６）｜ＭＬ（Ｓ［１８］，８）｜ＭＬ（Ｓ［１９］，０）；

　　ｓｍ＿ｗｏｒｄＳ６＝ ＭＬ（Ｓ［２０］，２４）｜ＭＬ（Ｓ［２１］，１６）｜ＭＬ（Ｓ［２２］，８）｜ＭＬ（Ｓ［２３］，０）；

　　ｓｍ＿ｗｏｒｄＳ７＝ ＭＬ（Ｓ［２４］，２４）｜ＭＬ（Ｓ［２５］，１６）｜ＭＬ（Ｓ［２６］，８）｜ＭＬ（Ｓ［２７］，０）；

　　ｓｍ＿ｗｏｒｄＳ８＝ ＭＬ（Ｓ［２８］，２４）｜ＭＬ（Ｓ［２９］，１６）｜ＭＬ（Ｓ［３０］，８）｜ＭＬ（Ｓ［３１］，０）；

　　ｓｍ＿ｗｏｒｄＯＤ＝ＳＵＭ（ＳＵＭ（ＳＵＭ（ＳＵＭ（ＳＵＭ（ＳＵＭ（ＳＵＭ（Ｓ１，Ｓ２），Ｓ３），Ｓ４），Ｓ５），Ｓ６），

Ｓ７），Ｓ８）；

　　ｍｅｍｃｐｙ（ｐＤｓｔ，＆ＯＤ，ｓｉｚｅｏｆ（ｓｍ＿ｗｏｒｄ））；

　　ｒｅｔｕｒｎ０；

｝

＃ｄｅｆｉｎｅＳＭ＿ＤＰＷＤ＿ＫＥＹ＿ＬＥＮ＿ＭＩＮ　　　　　　　　（１２８／８）

＃ｄｅｆｉｎｅＳＭ＿ＤＰＷ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ＬＥＮ＿ＭＩＮ　 （４）

＃ｄｅｆｉｎｅＳＭ＿ＤＰＷＤ＿ＬＥＮ＿ＭＡＸ　　　　　　 （１０）

＃ｄｅｆｉｎｅＳＭ＿ＨＡＳＨ＿ＯＵＴ＿ＬＥＮ　　　　　　 （３２）

ｉｎｔＳＭ３＿ＤＰａｓｓｗｄ（ＩＮ ｂｙｔｅ ｐＫｅｙ，ＩＮｉｎｔｎＫｅｙＬｅｎ，ＩＮ ｕｉｎｔ６４ ｐＴｉｍｅ，ＩＮ ｕｉｎｔ６４

ｐ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ＩＮｕｉｎｔ３２ｐＣｏｕｎｔｅｒ，

　　　　　　　　ＩＮｃｈａｒ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ＩＮｉｎｔｎＧｅｎＬｅｎ，ＯＵＴｃｈａｒｐＤｙｎＰｗｄ，ＩＮｉｎｔｎＤｙｎ

ＰｗｄＳｉｚｅ）

｛

　　ｉｆ（ｐＫｅｙ＝＝ ＮＵＬＬ｜｜（ｐＴｉｍｅ＝＝ ＮＵＬＬ＆＆ｐＣｏｕｎｔｅｒ＝＝ ＮＵＬＬ＆＆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 ＮＵＬＬ）

　　　　｜｜ｐＤｙｎＰｗｄ＝＝ ＮＵＬＬ｜｜ｎＫｅｙＬｅｎ＜ＳＭ＿ＤＰＷＤ＿ＫＥＹ＿ＬＥＮ＿ＭＩＮ｜｜ｎＧｅｎＬｅｎ＞

ＳＭ＿ＤＰＷＤ＿ＬＥＮ＿ＭＡＸ

　　　　｜｜（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ＮＵＬＬ ＆＆ｓｔｒｌｅｎ（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ＳＭ＿ＤＰＷ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ＬＥＮ＿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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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ＤｙｎＰｗｄＳｉｚｅ＜ｎＧｅｎＬｅｎ＋１）

　　｛

　　　　ｒｅｔｕｒｎＳＭ＿ＤＰＷＤ＿ＰＡＲＡＭ＿ＥＲＲＯＲ；

　　｝

　　ｍｅｍｓｅｔ（ｐＤｙｎＰｗｄ，０，ｎＤｙｎＰｗｄＳｉｚｅ）；

　　／／Ｔ＝Ｔｏ／Ｔｃ

　　ｉｆ（ｐＴｉｍｅ！＝ ＮＵＬＬ＆＆ｐ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ＮＵＬＬ＆＆ ｐ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０）

　　｛

　　　　ｐＴｉｍｅ＝ （ｐＴｉｍｅ）／（ｐ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

　　／／Ｃｏｎｖｅｒｔｔｏｂｉｇ－ｅｎｄｉａｎ．

　　ｉｆ（！ＩｓＢｉｇＥｎｄｉａｎ（））

　　｛

　　　　ｉｆ（ｐＴｉｍｅ！＝ ＮＵＬＬ）

　　　　｛

　　　　　　ｐＴｉｍ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６４（ｐＴｉｍｅ）；

　　　　｝

　　　　ｉｆ（ｐＣｏｕｎｔｅｒ！＝ ＮＵＬＬ）

　　　　｛

　　　　　　ｐ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ｐＣｏｕｎｔｅｒ）；

　　　　｝

　　｝

　　ｉｎｔ　　ｏｆｆｓｅｔ　　　　　　　　＝０；

　　ｂｙｔｅ　ｓｍ＿ｉ　　　　　　　　　＝ ＮＵＬＬ；

　　ｂｙｔｅ　ｓｍ＿ｏ［ＳＭ＿ＨＡＳＨ＿ＯＵＴ＿ＬＥＮ］＝ ｛０｝；

　　ｉｎｔ　　ｓｍ＿ｉ＿ｌｅｎ　　　　　　　＝０；

　　ｉｎｔ　　ｓｍ＿ｏ＿ｌｅｎ　　　　　　　＝ｓｉｚｅｏｆ（ｓｍ＿ｏ）；

　　ｕｉｎｔ３２ｐｗｄ　　　　　　　　　 ＝ ｛０｝；

　　／／ＩＤ（Ｔ｜Ｃ｜Ｑ）Ｌｅｎｇｔｈａｔｌｅａｓｔ１２８ｂｉｔｓ

　　ｓｍ＿ｉ＿ｌｅｎ＝ （ｐＴｉｍｅ？ｓｉｚｅｏｆ（ｕｉｎｔ６４）：０）＋ （ｐ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ｉｚｅｏｆ（ｕｉｎｔ３２）：０）＋ （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ｓｔｒｌｅｎ（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０）；

　　ｉｆ（ｓｍ＿ｉ＿ｌｅｎ＜１６）

　　｛

　　　　／／ＦｉｌｌＩＤｔｏ１２８ｂｉｔｓｗｉｔｈ０ａｔｔｈｅｅｎｄ．

　　　　ｓｍ＿ｉ＿ｌｅｎ＝１６；

　　｝

　　ｓｍ＿ｉ＿ｌｅｎ＋＝ｎＫｅｙＬ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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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ＩＮ－Ｄａｔａｍｅｍｏｒｙ．

　　ｓｍ＿ｉ＝ｎｅｗｂｙｔｅ［ｓｍ＿ｉ＿ｌｅｎ］；

　　ｉｆ（ｓｍ＿ｉ＝＝ ＮＵＬＬ）

　　｛

　　　　ｒｅｔｕｒｎＳＭ＿ＤＰＷＤ＿ＮＯ＿ＭＥＭＯＲＹ；

　　｝

　　ｍｅｍｓｅｔ（ｓｍ＿ｉ，０，ｓｍ＿ｉ＿ｌｅｎ）；

　　／／１．ＫＥＹ｜ＩＤ（Ｔ｜Ｃ｜Ｑ）

　　ｍｅｍｃｐｙ（ｓｍ＿ｉ，ｐＫｅｙ，ｎＫｅｙＬｅｎ）；

　　ｏｆｆｓｅｔ＝ｎＫｅｙＬｅｎ；

　　ｉｆ（ｐＴｉｍｅ！＝ ＮＵＬＬ）

　　｛

　　　　ｍｅｍｃｐｙ（ｓｍ＿ｉ＋ｏｆｆｓｅｔ，ｐＴｉｍｅ，ｓｉｚｅｏｆ（ｕｉｎｔ６４））；

　　　　ｏｆｆｓｅｔ＋＝ｓｉｚｅｏｆ（ｕｉｎｔ６４）；

　　｝

　　ｉｆ（ｐＣｏｕｎｔｅｒ！＝ ＮＵＬＬ）

　　｛

　　　　ｍｅｍｃｐｙ（ｓｍ＿ｉ＋ｏｆｆｓｅｔ，ｐ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ｉｚｅｏｆ（ｕｉｎｔ３２））；

　　　　ｏｆｆｓｅｔ＋＝ｓｉｚｅｏｆ（ｕｉｎｔ３２）；

　　｝

　　ｉｆ（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ＮＵＬＬ）

　　｛

　　　　ｍｅｍｃｐｙ（ｓｍ＿ｉ＋ｏｆｆｓｅｔ，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ｒｌｅｎ（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

　　／／２．ＳＭ３

　　ＳＭ３（ｓｍ＿ｉ，ｓｍ＿ｉ＿ｌｅｎ，ｓｍ＿ｏ，ｓｍ＿ｏ＿ｌｅｎ）；

　　

　　／／３．Ｔｒｕｎｃａｔｅ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ＳＭ３（ｓｍ＿ｏ，ｓｍ＿ｏ＿ｌｅｎ，（ｂｙｔｅ）＆ｐｗｄ，ｓｉｚｅｏｆ（ｐｗｄ））；

＃ｉｆｄｅｆ＿＿ＳＭ＿ＤＢＧ＿ＯＵＴ

＿＿＿ＤＩｎｉｔ（）；

＿＿＿ＤＡｄｄ（＂　　 Ｋ：［％ｓ］＼ｒ＼ｎ＂，　　＿＿＿Ｓ２Ｍ（ｐＫｅｙ，ｎＫｅｙＬｅｎ））；

＿＿＿ＤＡｄｄ（＂　　 Ｔ：［％０１６ｓ］＼ｒ＼ｎ＂，＿＿＿Ｓ２Ｍ（ｐＴｉｍｅ，８））；

＿＿＿ＤＡｄｄ（＂　　Ｃ：［％０８ｓ］＼ｒ＼ｎ＂，　＿＿＿Ｓ２Ｍ（ｐＣｏｕｎｔｅｒ，４））；

＿＿＿ＤＡｄｄ（＂　　 Ｑ：［％ｓ］＼ｒ＼ｎ＂，　　＿＿＿Ｓ２Ｍ（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ＮＵＬＬ？０：ｓｔｒｌｅｎ

（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ＤＡｄｄ（＂ＳＭ３－ＩＮ：［％ｓ］＼ｒ＼ｎ＂，　　＿＿＿Ｓ２Ｍ（ｓｍ＿ｉ，ｓｍ＿ｉ＿ｌｅｎ））；

＿＿＿ＤＡｄｄ（＂ＳＭ３－ＯＵＴ：［％ｓ］＼ｒ＼ｎ＂，　　＿＿＿Ｓ２Ｍ（ｓｍ＿ｏ，ｓｍ＿ｏ＿ｌ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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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ｄｄ（＂　Ｃｕｔ：［％ｓ］＼ｒ＼ｎ＂，　　＿＿＿Ｓ２Ｍ（＆ｐｗｄ，ｓｉｚｅｏｆ（ｐｗｄ）））；

＃ｅｎｄｉｆ／／＿＿ＳＭ＿ＤＢＧ＿ＯＵＴ

　　／／４．ＭＯＤ

　　ｉｆ（！ＩｓＢｉｇＥｎｄｉａｎ（））

　　｛

　　　　ｐｗ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ｐｗｄ）；

　　｝

　　ｐｗｄ＝ｐｗｄ％ （ｉｎｔ）ｐｏｗ（１０，ｎＧｅｎＬｅ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ｃｈａｒｓｚＦｍｔ［３２］＝ ｛０｝；

　　ｓｐｒｉｎｔｆ（ｓｚＦｍｔ，＂％％０％ｄｄ＂，ｎＧｅｎＬｅｎ）；

　　ｓｐｒｉｎｔｆ（ｐＤｙｎＰｗｄ，ｓｚＦｍｔ，ｐｗｄ）；

　　ｄｅｌｅｔｅ［］ｓｍ＿ｉ；

　　ｒｅｔｕｒｎ０；

｝

犈．２　采用犛犕４的动态口令生成算法用例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ｄｉｏ．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ｒｉｎｇ．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ｍａｔｈ．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ｍ４．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ｍ＿ｄｐｗｄ．ｈ＂

＃ｉｆｄｅｆ＿＿ｃｐｌｕｓｐｌｕｓ

＃　ｄｅｆｉｎｅＩＮＬＩＮＥｉｎｌｉｎｅ

＃ｅｌｓｅ

＃　ｄｅｆｉｎｅＩＮＬＩＮＥ

＃ｅｎｄｉｆ

＃ｉｆｎｄｅｆｍａｘ

＃ｄｅｆｉｎｅｍａｘ（ａ，ｂ）　　　　　　（（（ａ）＞ （ｂ））？（ａ）：（ｂ））

＃ｅｎｄｉｆ

＃ｉｆｎｄｅｆｍｉｎ

＃ｄｅｆｉｎｅｍｉｎ（ａ，ｂ）　　　　　　（（（ａ）＜ （ｂ））？（ａ）：（ｂ））

＃ｅｎｄｉｆ

ＩＮＬＩＮＥｂｏｏｌＩｓＢｉｇＥｎｄｉａｎ（）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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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ｎｉｏｎＴ

　　｛

　　　　ｃｈａｒ　ｃ［２］；

　　　　ｓｈｏｒｔｓ；

　　｝；

　　

　　Ｔｔ；

　　ｔ．ｓ＝０ｘ００３１；

　　ｉｆ（ｔ．ｃ［１］＝＝０ｘ３１）

　　｛

　　　　ｒｅｔｕｒｎｔｒｕｅ；

　　｝

　　ｒｅｔｕｒｎｆａｌｓｅ；

｝

ＩＮＬＩＮＥｂｏｏｌＩｓＬｉｔｔｌｅＥｎｄｉａｎ（）

｛

　　ｒｅｔｕｒｎ！ＩｓＢｉｇＥｎｄｉａｎ（）；

｝

ＩＮＬＩＮＥｕｉｎｔ３２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ｕｉｎｔ３２ｘ）

｛

　　ｒｅｔｕｒｎ（（ｘ＆０ｘ００００００ｆｆ）＜＜２４）

　　　　｜（（ｘ＆０ｘ００００ｆｆ００）＜＜８）

　　　　｜（（ｘ＆０ｘ００ｆｆ００００）＞＞８）

　　　　｜（（ｘ＆０ｘｆｆ００００００）＞＞２４）；

｝

ＩＮＬＩＮＥｕｉｎｔ６４Ｒｅｖｅｒｓｅ６４（ｕｉｎｔ６４ｘ）

｛

　　ｕｉｎｔ３２ｎＴｅｍｐ［３］＝ ｛０｝；

　　ｍｅｍｃｐｙ（ｎＴｅｍｐ＋１，＆ｘ，ｓｉｚｅｏｆ（ｕｉｎｔ６４））；

　　ｎＴｅｍｐ［０］＝ 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ｎＴｅｍｐ［２］）；

　　ｎＴｅｍｐ［１］＝ 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ｎＴｅｍｐ［１］）；

　　ｒｅｔｕｒｎ（ｕｉｎｔ６４）ｎＴｅｍｐ；

｝

ＩＮＬＩＮＥｓｍ＿ｗｏｒｄＭＬ（ｂｙｔｅＸ，ｕｉｎｔ８ｊ）

｛

　　ｉｆ（ＩｓＢｉｇＥｎｄ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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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ｒｅｔｕｒｎ（ｓｍ＿ｗｏｒｄ）（Ｘ＜＜ （ｊ％３２））；

　　｝

　　ｅｌｓｅ

　　｛

　　　　ｒｅｔｕｒｎ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ｓｍ＿ｗｏｒｄ）（Ｘ＜＜ （ｊ％３２）））；

　　｝

｝

ＩＮＬＩＮＥｓｍ＿ｗｏｒｄＳＵＭ（ｓｍ＿ｗｏｒｄＸ，ｓｍ＿ｗｏｒｄＹ）

｛

　　ｉｆ（ＩｓＢｉｇＥｎｄｉａｎ（））

　　｛

　　　　ｒｅｔｕｒｎ（Ｘ＋ Ｙ）；

　　｝

　　ｅｌｓｅ

　　｛

　　　　ｒｅｔｕｒｎ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Ｘ）＋ 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Ｙ））；

　　｝

｝

ｉｎｔ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ＳＭ４（ＩＮｂｙｔｅｐＳｒｃ［１６］，ＩＮｉｎｔｎＳｒｃＬｅｎ，ＯＵＴｂｙｔｅｐＤｓｔ［４］，ＩＮｉｎｔｎＤｓｔＳｉｚｅ）

｛

　　ｉｆ（ｎＳｒｃＬｅｎ！＝１６｜｜ｎＤｓｔＳｉｚｅ＜４）

　　｛

　　　　ｒｅｔｕｒｎ－１；

　　｝

　　ｍｅｍｓｅｔ（ｐＤｓｔ，０，ｎＤｓｔＳｉｚｅ）；

　　

　　ｂｙｔｅＳ＝ （ｂｙｔｅ）ｐＳｒｃ；

　　ｓｍ＿ｗｏｒｄＳ１＝ ＭＬ（Ｓ［０］，２４）｜ＭＬ（Ｓ［１］，１６）｜ＭＬ（Ｓ［２］，８）｜ＭＬ（Ｓ［３］，０）；

　　ｓｍ＿ｗｏｒｄＳ２＝ ＭＬ（Ｓ［４］，２４）｜ＭＬ（Ｓ［５］，１６）｜ＭＬ（Ｓ［６］，８）｜ＭＬ（Ｓ［７］，０）；

　　ｓｍ＿ｗｏｒｄＳ３＝ ＭＬ（Ｓ［８］，２４）｜ＭＬ（Ｓ［９］，１６）｜ＭＬ（Ｓ［１０］，８）｜ＭＬ（Ｓ［１１］，０）；

　　ｓｍ＿ｗｏｒｄＳ４＝ ＭＬ（Ｓ［１２］，２４）｜ＭＬ（Ｓ［１３］，１６）｜ＭＬ（Ｓ［１４］，８）｜ＭＬ（Ｓ［１５］，０）；

　　

　　ｓｍ＿ｗｏｒｄＯＤ＝ＳＵＭ（ＳＵＭ（ＳＵＭ（Ｓ１，Ｓ２），Ｓ３），Ｓ４）；

　　ｍｅｍｃｐｙ（ｐＤｓｔ，＆ＯＤ，ｓｉｚｅｏｆ（ｓｍ＿ｗｏｒｄ））；

　　ｒｅｔｕｒｎ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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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ｆｉｎｅＳＭ＿ＤＰＷＤ＿ＫＥＹ＿ＬＥＮ＿ＭＩＮ　　　　 （１２８／８）

＃ｄｅｆｉｎｅＳＭ＿ＤＰＷ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ＬＥＮ＿ＭＩＮ　 （４）

＃ｄｅｆｉｎｅＳＭ＿ＤＰＷＤ＿ＬＥＮ＿ＭＡＸ　　　　　　 （１０）

＃ｄｅｆｉｎｅＳＭ＿ＨＡＳＨ＿ＯＵＴ＿ＬＥＮ　　　　　　 （３２）

ｉｎｔＳＭ４＿ＤＰａｓｓｗｄ（ＩＮ ｂｙｔｅ ｐＫｅｙ，ＩＮｉｎｔｎＫｅｙＬｅｎ，ＩＮ ｕｉｎｔ６４ ｐＴｉｍｅ，ＩＮ ｕｉｎｔ６４

ｐ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ＩＮｕｉｎｔ３２ｐＣｏｕｎｔｅｒ，

　　　　　　　　ＩＮｃｈａｒ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ＩＮｉｎｔｎＧｅｎＬｅｎ，ＯＵＴｃｈａｒｐＤｙｎＰｗｄ，ＩＮｉｎｔｎＤｙｎ

ＰｗｄＳｉｚｅ）

｛

　　ｉｆ（ｐＫｅｙ＝＝ ＮＵＬＬ｜｜（ｐＴｉｍｅ＝＝ ＮＵＬＬ＆＆ｐＣｏｕｎｔｅｒ＝＝ ＮＵＬＬ＆＆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 ＮＵＬＬ）

　　　　｜｜ｐＤｙｎＰｗｄ＝＝ ＮＵＬＬ｜｜ｎＫｅｙＬｅｎ＜ＳＭ＿ＤＰＷＤ＿ＫＥＹ＿ＬＥＮ＿ＭＩＮ｜｜ｎＧｅｎＬｅｎ＞

ＳＭ＿ＤＰＷＤ＿ＬＥＮ＿ＭＡＸ

　　　　｜｜（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ＮＵＬＬ ＆＆ｓｔｒｌｅｎ（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ＳＭ＿ＤＰＷ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ＬＥＮ＿ＭＩＮ）

　　　　｜｜ｎＤｙｎＰｗｄＳｉｚｅ＜ｎＧｅｎＬｅｎ＋１）

　　｛

　　　　ｒｅｔｕｒｎＳＭ＿ＤＰＷＤ＿ＰＡＲＡＭ＿ＥＲＲＯＲ；

　　｝

　　ｍｅｍｓｅｔ（ｐＤｙｎＰｗｄ，０，ｎＤｙｎＰｗｄＳｉｚｅ）；

　　／／Ｔ＝Ｔｏ／Ｔｃ

　　ｉｆ（ｐＴｉｍｅ！＝ ＮＵＬＬ＆＆ｐ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ＮＵＬＬ＆＆ ｐ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０）

　　｛

　　　　ｐＴｉｍｅ＝ （ｐＴｉｍｅ）／（ｐ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

　　／／Ｃｏｎｖｅｒｔｔｏｂｉｇ－ｅｎｄｉａｎ．

　　ｉｆ（！ＩｓＢｉｇＥｎｄｉａｎ（））

　　｛

　　　　ｉｆ（ｐＴｉｍｅ！＝ ＮＵＬＬ）

　　　　｛

　　　　　　ｐＴｉｍ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６４（ｐＴｉｍｅ）；

　　　　｝

　　　　ｉｆ（ｐＣｏｕｎｔｅｒ！＝ ＮＵＬＬ）

　　　　｛

　　　　　　ｐ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ｐＣｏｕｎｔｅ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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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ｔ　　ｏｆｆｓｅｔ　 ＝０；

　　ｂｙｔｅ　ｓｍ＿ｂｕｆ　 ＝ ＮＵＬＬ；

　　ｂｙｔｅ　ｓｍ＿ｋ　　 ＝ ＮＵＬＬ；

　　ｂｙｔｅ　ｓｍ＿ｉ　　 ＝ ＮＵＬＬ；

　　ｂｙｔｅ　ｓｍ＿ｏ［１６］＝ ｛０｝；

　　ｉｎｔ　　ｓｍ＿ｋ＿ｌｅｎ＝０；

　　ｉｎｔ　　ｓｍ＿ｉ＿ｌｅｎ＝０；

　　ｉｎｔ　　ｓｍ＿ｏ＿ｌｅｎ＝ｓｉｚｅｏｆ（ｓｍ＿ｏ）；

　　ｕｉｎｔ３２ｐｗｄ　　　＝ ｛０｝；

　　／／Ｉｆ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Ｋｅｙｉｓｎｏ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ｆ１２８ｂｉｔｓ，ｅｘｔｅｎｄｉｔｔｏ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ｆ１２８ｗｉｔｈ０．

　　ｓｍ＿ｋ＿ｌｅｎ＝ｎＫｅｙＬｅｎ；

　　ｉｆ（ｓｍ＿ｋ＿ｌｅｎ％１６！＝０）

　　｛

　　　　ｓｍ＿ｋ＿ｌｅｎ＋＝１６－ｓｍ＿ｋ＿ｌｅｎ％１６；

　　｝

　　

　　／／Ｉｆ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ＩＤ（Ｔ｜Ｃ｜Ｑ）ｉｓｎｏ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ｆ１２８ｂｉｔｓ，ｅｘｔｅｎｄｉｔｔｏ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ｏｆ１２８ｗｉｔｈ０．

　　ｓｍ＿ｉ＿ｌｅｎ＝ （ｐＴｉｍｅ？ｓｉｚｅｏｆ（ｕｉｎｔ６４）：０）＋ （ｐ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ｉｚｅｏｆ（ｕｉｎｔ３２）：０）＋ （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ｓｔｒｌｅｎ（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０）；

　　ｉｆ（ｓｍ＿ｉ＿ｌｅｎ％１６！＝０）

　　｛

　　　　ｓｍ＿ｉ＿ｌｅｎ＋＝１６－ｓｍ＿ｉ＿ｌｅｎ％１６；

　　｝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ＳＭ４ｂｕｆｆｅｒ（ＫＥＹａｎｄＩＤ）ｍｅｍｏｒｙ．

　　ｓｍ＿ｂｕｆ＝ｎｅｗｂｙｔｅ［ｓｍ＿ｋ＿ｌｅｎ＋ｓｍ＿ｉ＿ｌｅｎ］；

　　ｉｆ（ｓｍ＿ｂｕｆ＝＝ ＮＵＬＬ）

　　｛

　　　　ｒｅｔｕｒｎＳＭ＿ＤＰＷＤ＿ＮＯ＿ＭＥＭＯＲＹ；

　　｝

　　ｍｅｍｓｅｔ（ｓｍ＿ｂｕｆ，０，ｓｍ＿ｋ＿ｌｅｎ＋ｓｍ＿ｉ＿ｌｅｎ）；

　　ｓｍ＿ｋ＝ｓｍ＿ｂｕｆ；

　　ｓｍ＿ｉ＝ｓｍ＿ｂｕｆ＋ｓｍ＿ｋ＿ｌｅｎ；

　　／／ＫＥＹ

　　ｍｅｍｃｐｙ（ｓｍ＿ｋ，ｐＫｅｙ，ｎＫｅｙＬｅｎ）；

　　／／ＩＤ＝ Ｔ｜Ｃ｜Ｑ

　　ｉｆ（ｐＴｉｍｅ！＝ ＮＵＬ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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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ｅｍｃｐｙ（ｓｍ＿ｉ，ｐＴｉｍｅ，ｓｉｚｅｏｆ（ｕｉｎｔ６４））；

　　　　ｏｆｆｓｅｔ＋＝ｓｉｚｅｏｆ（ｕｉｎｔ６４）；

　　｝

　　ｉｆ（ｐＣｏｕｎｔｅｒ！＝ ＮＵＬＬ）

　　｛

　　　　ｍｅｍｃｐｙ（ｓｍ＿ｉ＋ｏｆｆｓｅｔ，ｐ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ｉｚｅｏｆ（ｕｉｎｔ３２））；

　　　　ｏｆｆｓｅｔ＋＝ｓｉｚｅｏｆ（ｕｉｎｔ３２）；

　　｝

　　ｉｆ（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ＮＵＬＬ）

　　｛

　　　　ｍｅｍｃｐｙ（ｓｍ＿ｉ＋ｏｆｆｓｅｔ，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ｒｌｅｎ（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

　　ｉｎｔｋ＿ｃｎｔ＝ｓｍ＿ｋ＿ｌｅｎ／１６；

　　ｉｎｔｉ＿ｃｎｔ＝ｓｍ＿ｉ＿ｌｅｎ／１６；

　　ｉｎｔ＿ｃｎｔ＝ ｍａｘ（ｋ＿ｃｎｔ，ｉ＿ｃｎｔ）；

＃ｉｆｄｅｆ＿＿ＳＭ＿ＤＢＧ＿ＯＵＴ

＿＿＿Ｄｕｍｐ（＂　　 Ｋ：［％ｓ］＼ｒ＼ｎ＂，　　＿＿＿Ｓ２Ｍ（ｐＫｅｙ，ｎＫｅｙＬｅｎ））；

＿＿＿Ｄｕｍｐ（＂　　 Ｔ：［％０１６ｓ］＼ｒ＼ｎ＂，＿＿＿Ｓ２Ｍ（ｐＴｉｍｅ，８））；

＿＿＿Ｄｕｍｐ（＂　　Ｃ：［％０８ｓ］＼ｒ＼ｎ＂，　＿＿＿Ｓ２Ｍ（ｐＣｏｕｎｔｅｒ，４））；

＿＿＿Ｄｕｍｐ（＂　　 Ｑ：［％ｓ］＼ｒ＼ｎ＂，　　＿＿＿Ｓ２Ｍ（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ＮＵＬＬ？０：ｓｔｒｌｅｎ

（ｐ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ｅｎｄｉｆ／／＿＿ＳＭ＿ＤＢＧ＿ＯＵＴ

　　ｆｏｒ（ｉｎｔｉ＝０；ｉ＜ ＿ｃｎｔ；＋＋ｉ）

　　｛

　　　　ｉｎｔｒｃ＝ＳＭ４＿Ｅｎｃｒｙｐｔ（ｓｍ＿ｋ，１６，ｓｍ＿ｉ，１６，ｓｍ＿ｏ，ｓｍ＿ｏ＿ｌｅｎ）；

　　　　ｉｆ（ｒｃ＜０）

　　　　｛

　　　　　　ｒｅｔｕｒｎｒｃ；

　　　　｝

＃ｉｆｄｅｆ＿＿ＳＭ＿ＤＢＧ＿ＯＵＴ

＿＿＿Ｄｕｍｐ（＂ＳＭ４－ＩＮ：［％ｓ］＼ｒ＼ｎ＂，　　＿＿＿Ｓ２Ｍ（ｓｍ＿ｉ，１６））；

＿＿＿Ｄｕｍｐ（＂ＳＭ４－ＯＵＴ：［％ｓ］＼ｒ＼ｎ＂，　　＿＿＿Ｓ２Ｍ（ｓｍ＿ｏ，ｓｍ＿ｏ＿ｌｅｎ））；

＃ｅｎｄｉｆ／／＿＿ＳＭ＿ＤＢＧ＿ＯＵＴ

　　　　ｉｎｔｊ，ｋ；

　　　　ｕｉｎｔ８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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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ｕｔ＇＋ｎｅｘｔ１６ｂｙｔｅｓ＇ｋｅｙ＇．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０；

　　　　ｋ＝ ｍｉｎ（ｉ＋１，ｋ＿ｃｎｔ－１）；

　　　　ｆｏｒ（ｊ＝１５；ｊ＞＝０；－－ｊ）

　　　　｛

　　　　　　ｕｉｎｔ１６ｓｕｍ ＝ｓｍ＿ｏ［ｊ］＋ｓｍ＿ｋ［１６ｋ＋ｊ］＋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ｓｍ＿ｋ［ｊ］＝ （ｕｉｎｔ８）ｓｕｍ；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ｕｉｎｔ８）（ｓｕｍ ＞＞８）；

　　　　｝

　　　　／／＇ｏｕｔ＇＋ｎｅｘｔ１６ｂｙｔｅｓ＇ｉｎ＇．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０；

　　　　ｋ＝ ｍｉｎ（ｉ＋１，ｉ＿ｃｎｔ－１）；

　　　　ｆｏｒ（ｊ＝１５；ｊ＞＝０；－－ｊ）

　　　　｛

　　　　　　ｕｉｎｔ１６ｓｕｍ ＝ｓｍ＿ｏ［ｊ］＋ｓｍ＿ｉ［１６ｋ＋ｊ］＋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ｓｍ＿ｉ［ｊ］＝ （ｕｉｎｔ８）ｓｕｍ；

　　　　　　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ｕｉｎｔ８）（ｓｕｍ ＞＞８）；

　　　　｝

　　｝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ＳＭ４（ｓｍ＿ｏ，ｓｍ＿ｏ＿ｌｅｎ，（ｂｙｔｅ）＆ｐｗｄ，ｓｉｚｅｏｆ（ｐｗｄ））；

＃ｉｆｄｅｆ＿＿ＳＭ＿ＤＢＧ＿ＯＵＴ

＿＿＿Ｄｕｍｐ（＂　Ｃｕｔ：［％ｓ］＼ｒ＼ｎ＂，　　＿＿＿Ｓ２Ｍ（＆ｐｗｄ，ｓｉｚｅｏｆ（ｐｗｄ）））；

＃ｅｎｄｉｆ／／＿＿ＳＭ＿ＤＢＧ＿ＯＵＴ

　　ｉｆ（！ＩｓＢｉｇＥｎｄｉａｎ（））

　　｛

　　　　ｐｗ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３２（ｐｗｄ）；

　　｝

　　ｐｗｄ＝ｐｗｄ％ （ｉｎｔ）ｐｏｗ（１０，ｎＧｅｎＬｅｎ）；

　　ｃｈａｒｓｚＦｍｔ［３２］＝ ｛０｝；

　　ｓｐｒｉｎｔｆ（ｓｚＦｍｔ，＂％％０％ｄｄ＂，ｎＧｅｎＬｅｎ）；

　　ｓｐｒｉｎｔｆ（ｐＤｙｎＰｗｄ，ｓｚＦｍｔ，ｐｗｄ）；

　　ｄｅｌｅｔｅ［］ｓｍ＿ｂｕｆ；

　　ｒｅｔｕｒｎ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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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规范性附录）

动态口令生成算法计算输入输出用例

犉．１　采用犛犕３的动态口令生成算法输入输出用例

Ｋ为种子密钥，犜ｃ为１ｓ，Ｔ＝ Ｔ０ 为ＵＴＣ时间表示的时间因子，Ｃ为事件因子，Ｑ为挑战数据，Ｐ

为最终显示的６位长度动态口令。具体见表Ｆ．１。

表犉．１　犛犕３算法产生动态口令的输入输出实例表

Ｋ Ｔ Ｃ Ｑ Ｐ（ＳＭ３）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 １３１３９９８９７９ １２３４ ５６７８ ８１４０９５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ａｂｃｄｅｆ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 １３１３９９８９９５ ５６２１ ３６９８ ９５９６９１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０９８７６５４３２１ａｂｃｄｅｆ １３１３９９９０１４ ５６２１ ３６９８ ０６３０１４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ａｂｃｄｅｆ０９８７６５４３２１ １３１３９９９０４７ ２０５３ ６９８４ ３０２５９３

８７５２４１３８０２５ａｄｃｆｅ２５８４３７６１９５ａｂｆｅｄｃ １３１３９９９０６７ ２０５８ ３０２４ ６５７３３７

８７５２４１３８０２５ａｄｃｆｅａｂｆｅｄｃ２５８４３７６１９５ １３１３９９９０９８ ２０５６ ２０１８ ３４５８２１

ａｄｃｆｅ８７５２４１３８０２５ａｂｆｅｄｃ２５８４３７６１９５ １３１３９９９１３１ ２３５８ １０３６ ６２９６６０

５８ａｄｅ３６９８ｆｅ２８０ｃｂ６９２５０１０ｄｄ２３６ｃａｅｆ １３１３９９９１５５ ２５４７ ２０５８ ４７９８２１

５８ａｄｅ３６５２０１ｄ８０ｃｂｄｄ２３６ｃａｅｆ６９２５０１０ １３１３９９９１７４ ６０３１ ２０５８ ８９３８２６

６５２０１ｄ８０ｃｂ５８ａｄｅ３ｄｄ２３６ｃａｅｆ６９２５０１０ １３１３９９９１８９ ６５８０ １０４７ ６０７６１４

犉．２　采用犛犕４的动态口令生成算法输入输出用例

Ｋ为种子密钥，犜ｃ为１ｓ，Ｔ＝ Ｔ０ 为ＵＴＣ时间表示的时间因子，Ｃ为事件因子，Ｑ为挑战数据，Ｐ

为最终显示的６位长度动态口令。具体见表Ｆ．２。

表犉．２　犛犕４算法产生动态口令的输入输出实例表

Ｋ Ｔ Ｃ Ｑ Ｐ（ＳＭ４）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 １３４０７８３０５３ １２３４ ５６７８ ４４６７２０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ａｂｃｄｅｆ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 １３４０７８３４１６ ５６２１ ３６９８ ０４９８４５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０９８７６５４３２１ａｂｃｄｅｆ １３４０７８３４７６ ２５８４ ２１０５ ７１７７７７

８７５２４１３８０２５ａｄｃｆｅａｂｆｅｄｃ２５８４３７６１９５ １３４０７８３５０９ ２０５３ ６９８４ ０３７０００

８７５２４１３８０２５ａｄｃｆｅ２５８４３７６１９５ａｂｆｅｄｃ １３４０７８３５８８ ２０５８ ３０２４ ５０２２０６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ａｂｃｄｅｆａｂｃｄｅｆ０９８７６５４３２１ １３４０７８３６２４ ２０５６ ２０１８ ６９２８４３

ａｄｃｆｅ８７５２４１３８０２５ａｂｆｅｄｃ２５８４３７６１９５ １３４０７８３６５２ ２３５８ １０３６ ９０２６９０

０４

犌犅／犜３８５５６—２０２０



表犉．２（续）

Ｋ Ｔ Ｃ Ｑ Ｐ（ＳＭ４）

５８ａｄｅ３６９８ｆｅ２８０ｃｂ６９２５０１０ｄｄ２３６ｃａｅｆ １３４０７８３７２９ ２５４７ ２０５８ ４９９８１１

５８ａｄｅ３６５２０１ｄ８０ｃｂｄｄ２３６ｃａｅｆ６９２５０１０ １３４０７８３７７１ ６０３１ ２０５８ ５６５１８０

６５２０１ｄ８０ｃｂ５８ａｄｅ３ｄｄ２３６ｃａｅｆ６９２５０１０ １３４０７８３８１５ ６５８０ １０４７ ７２４６５４

犌犅／犜３８５５６—２０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