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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标准框架

 密码标准化  密码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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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011年10月，密码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密标委”）正式成立，负责密码技术、

产品、系统和管理等方面的标准化工作。

p 截至2020年6月，已发布密码行业标准93项（GM/T系列、GM/Y系列、GM/Z系列），范围涵盖

密码算法、密码应用协议、密码设备接口等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化的密码技术标准。

p 密标委发布的密码行业标准查询网址

 http://www.gmbz.org.cn/main/bzlb.html

p 密标委编制GM/Y 5001《密码标准应用指南》，指导国内各行业对密码算法、协议及产品等

标准的正确使用，对已发布的密码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进行分类阐述。

http://www.gmbz.org.cn/main/viewfile/20180325235911093903.html

1.1 密码标准化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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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002年4月，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信安标委”）成立，负责全国信息

安全标准化工作。

https://www.tc260.org.cn

p 以信安标委WG3工作组（密码技术标准工作组）为依托，将具有通用性的密码行业标准陆续转

化为国家标准（GB/T系列等）。

p 信安标委发布的国家标准查看地址

https://www.tc260.org.cn/front/bzcx/zhcx.html

1.1 密码标准化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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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算法国际化

p ZUC算法：2011年，纳入3GPP国际组织4G LTE标准；2020年4月，ZUC算法成功推进至ISO/IEC 

18033-4发布阶段。

p SM2算法：2018年11月，SM2数字签名算法纳入ISO/IEC 14888-3：2018正文发布。

p SM3算法：2018年10月，纳入ISO/IEC 10118-3：2018正文发布；

p SM4算法：2018年11月，已经获批纳入ISO/IEC 18033-3正文，进入最终国际标准草案阶段。

p SM9算法：2018年11月，SM9数字签名算法纳入ISO/IEC 14888-3：2018正文发布。

1.1 密码标准化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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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密码标准体系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如密码行业标准；

团体标准，如深圳市商用密码行业协会标准

不同的社会行业，如金融、电力等。

不同的应用场景，如物联网、云计

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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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密码标准体系

通用密码技术，基础性规范，如SM系列密码算法、密码标识等。密码基础类

密码产品接口、规格、安全要求，如IPSec 

VPN、安全认证网关、智能密码钥匙。
密码产品类

密码基础设施，包括数字证书格式、证书

认证系统等。
基础设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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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密码标准体系

密码报文、交互流程、调用接口等规范，包括通用密码服务（通

用密码服务接口规范）和典型密码服务（如证书应用服务等）。
应用支撑类

使用密码技术实现安全功能，如动态口令、

电子签章、非接触卡门禁系统等。
密码应用类

设备管理、密钥管理、产业管理等，如商

用密码产品生产和保障能力建设规范。
密码管理类

随机性检测、密码算法和协议检测、密码

产品安全性检测等、密码产品功能检测。
密码检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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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商用密码产品类别

产品类型 产品型号命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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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商用密码产品的形态类型

板卡软件

芯片 整机

系统模块

纯软件形态出现，如密码算法软件。

以芯片形态出现的密码产品，如算法芯片。

将单或多芯片组装在同一块电路板上，具

备专用密码功能的产品，如加解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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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商用密码产品的形态类型

以系统形态出现，由密码功能支撑，如安全认

证系统、密钥管理系统。

以板卡形态出现，如智能IC卡、智能密码钥匙、

密码卡。

以整机形态出现，如网络密码机、服务器密码机。

板卡软件

芯片 整机

系统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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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商用密码产品的功能类型

密钥管
理类

密码算
法类

综合类
证书管
理类

密码防
伪类

认证鉴
别类

数据加
解密类

提供基础密码运算功能，如密码芯片等

提供数据加解密功能，如服务器密码机、VPN设备等

提供身份鉴别等功能，如认证网关、签名验签服务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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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管
理类

密码算
法类

综合类
证书管
理类

密码防
伪类

认证鉴
别类

数据加
解密类

2.2 商用密码产品的功能类型

提供证书产生、分发、管理功能，如证书认证系统等。

提供密码防伪验证功能，如电子印章系统、支付密码器等。

提供密钥管理功能，如密钥管理系统等。

提供前述六类产品功能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如ATM密

码应用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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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商用密码产品型号命名规则

名称 简称 标识

软件 软 R

芯片 芯 X

模块 模 M

板卡 卡 K

整机 机 J

系统 统 T

商用密码产品的形态类型

名称 简称 标识

密码算法类 算 S

数据加解密类 加 J

认证鉴别类 认 R

证书管理类 证 Z

密钥管理类 钥 Y

密码防伪类 防 F

综合类 合 H

商用密码产品的功能类型

商用密码标识“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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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商用密码产品型号命名规则

商用密码产品的形态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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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商用密码产品型号命名规则

商用密码产品的形态

类型

例，SHM1807移动智能终端安全密码模块：

p S：固定标识

p H：综合类

p M：模块

p 18 ： 2018年

p 07：同规格产品登记型号的顺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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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密码产品认证流程

 产品认证流程

检测机构 认证材料

认证机构



3.1 认证政策

2019年12月，国家密码管理局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商用密码产品管理方

式的公告》，“自2020年1月1日起，国家密码管理局不再受理商用密码产品品种和

型号申请，停止发放《商用密码产品型号证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家密码管理

局建立国家统一推行的商用密码认证制度” 。

200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认证认可工作的通知》。

2020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密码管理局关于发布《商用密码产品认证目录（第

一批）》、《商用密码产品认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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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认证流程

• 认证委托 ：厂商应提交认证委托资料。

• 型式试验：检测机构进行产品测试。

• 初始工厂检查：对生产企业实施初始工厂检查，包括其生产能力、质量保障能
力、安全保障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控制能力等。

• 认证评价与决定 ：认证机构对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

• 获证后监督：认证机构对认证有效期内的获证产品和生产企业进行持续监督。

商用密码产品认证实施环节：

认证委托 + 型式试验 + 初始工厂检查 + 认证评价与决定 + 获证后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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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认证流程

p 认证委托

p 型式试验

p 初始工厂检查

p 认证评价与决定

p 获证后监督

认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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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认证流程

1）认证委托——认证机构

22

认证委托：厂商提交认证委托资料



3.2 认证流程

资料名 对比

认证委托材料清单+编制说明+格式规范 新增

1 认证委托书 有变动

2-1 技术工作总结报告（通用产品类） 无显著变动

2-2 安全性设计报告（通用产品类） 无显著变动

2-3 密码模块分级检测申请材料（通用产品类）（如适用） 无显著变动

2-4 用户手册（通用产品类） 无显著变动

3-2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和保证能力自我评估表 新增[注] 

3-3 生产一致性证明文件 无显著变动

3-4 产品实物图 无显著变动

注：参见GM/T 0065-2019、GMT/ 0066-2019。

1）认证委托——认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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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认证流程

豪符密码检测技术(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资质申请中）
联系人：陈万钢 
联系电话：18600844177
邮箱：chen_wangang@cdhfct.com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梓州大道红星路南延线东
-新川创新科技园C2-12F

2）型式试验——检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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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试验：检测机构进行产品测试。



3.2 认证流程

符合《商用密码产品认证目录（第一批）》的22类商用密码产品商用密码检测中心

限智能密码钥匙、智能IC卡、服务器密码机、IPSec VPN安全网关、

动态令牌/动态令牌认证系统、签名验签服务器、安全电子签章系统、

时间戳服务器、POS密码应用系统/ATM 密码应用系统/多功能密码应

用互联网终端

鼎铉商用密码测评技术
（深圳）有限公司

限智能密码钥匙、智能IC卡
智巡密码（上海）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资质申请中
豪符密码检测技术

(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2）型式试验——检测机构检测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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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认证流程

3）初始工厂检查

p 初始工厂检查生产能力、质量保障能力、安全保障能力、服务保障能力，以及产品一致

性检查等。参考GM/T 0065《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和保障能力建设规范》和GM/T 0066《商

用密码产品生产和保障能力建设实施指南》等。

4）认证评价与决定

p 认证机构对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结论和相关资料信息进行综合评价，作出认证决定。

对符合认证要求的，颁发认证证书并允许使用认证标志；对暂不符合认证要求的，可要

求认证委托人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的则书面通知认证委托人终止认证。

26

5）获证后监督

p 认证机构将持续进行获证后监督，监督频次一般为一年一次。可采用工厂检查或文件审

查方式，必要时可现场抽样检测。



3.3 其它

其它问题

p 近日，商用密码检测中心网站发布了22类商用密码产品

认证实施细则。

p 认证时限、收费标准等更多详情参见商用密码检测中心

网站。

p http://www.scct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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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密码产品检测要点

产品认证框架  密码算法合规性检测

密码芯片检测 密码模块检测



4.1 商用密码产品认证检测框架

商用密码产品检测

p 既对送检产品满足的技术规范进行合规性检测，

p 同时也对该产品申报的安全芯片或密码模块安全等级进行符合性检测。

29

检测框架



4.1商用密码产品认证检测框架

（1）安全等级符合性检测：安全等级符合性检测针对密码产品申报的安全等级，对该安

全等级的敏感安全参数管理、接口安全、自测试、攻击缓解、生命周期保障等方面要求

进行符合性检测，即进行安全等级的核定。

p 密码模块的检测：GM/T 0028-2014 《密码模块安

全技术要求》将密码模块安全分为4个安全等级。

p 安全芯片的检测：GM/T 0008-2012 《安全芯片密

码检测准则》将安全芯片安全分为3个安全等级。

30

检测框架



4.1 商用密码产品认证检测框架

（2）功能标准符合性检测：对算法合规性、产品功能、密钥管理、接口、性能等具体产

品标准要求的内容进行符合性检测。

p 按照不同产品各自的标准分别开展，如智能IC卡按照GM/T 0041-2015 《智能IC卡

密码检测规范》进行检测。

p 详情参见《商用密码产品认证规则》——2020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密码管

理局发布。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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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密码算法合规性检测

p 商用密码算法实现的合规性检测：测试密码算法在不同功能模式下实现的正确性，参

考各密码算法对应的标准

p 随机数生成合规性检测：随机数质量检测，目前相关标准为GM/T 0005-2012《随机性

检测规范》和GM/T 0062-2018《密码产品随机数检测要求》(规范随机数在不同类型

密码产品中检测方式的)，其它相关标准制定中。

32

密码算法合规性检测



4.2 密码算法合规性检测

随机数检测GM/T 0005《随机性检测规范》（修订中）变化

p 检测参数差异：部分检测项的参数有变化。

p 判定准则差异：增加了基于Q_Value的分布均匀性检测。

p 检测项差异：15个检测项中有3个检测项有少许差异。

Ø 块内最大游程检测、累加和检测、游程分布检测

33

密码算法合规性检测



4.3 密码模块检测

p 密码模块检测标准GM/T 0028-2014《密码模块安全技术要求》，参考ISO 19790《密

码模块安全要求》、FIPS PUB 140-2《密码模块安全要求》。

p GM/T 0039-2015《密码模块安全检测要求》规定了密码模块的一系列检测方法。

p 截至2019年7月，210款密码模块通过检测，达到安全等级一级的有92款，达到安全等

级二级及以上的有118款。北京三未信安的密码卡SJK1926是国内首个达到安全三级要

求的密码模块。

p 后续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密码产品按照密码模块标准进行安全性检测。

34

密码模块检测与标准



4.3 密码模块检测

密码模块检测标准GM/T 0028-2014《密码模块安全技术要求》

p 安全等级：四个，一级最低，四级最高。

p 模块类型：分为硬件密码模块、软件密码模块、固件密码模块和混合密码模块。

p 检测维度/安全域：十一个，包括密码模块规格，密码模块接口，角色、鉴别和服务，

敏感安全参数管理等。

p 密码模块在11个域中独立评级，整体评级设定为11个域所获得的最低评级。

p 软件密码模块能够达到的最高等级为安全二级。

p 对应的送检文档：《2-3 密码模块分级检测申请材料（通用产品类）》
35

密码模块检测与标准



4.4 密码芯片检测

p 密码芯片检测标准GM/T 0008-2012《安全芯片密码检测准则》

p 安全等级：三个，一级最低，三级最高。

p 检测维度：九个，包括密码算法、安全芯片接口、密钥管理、敏感信息保护、安全芯

片固件安全、自检、审计、攻击的削弱与防护和生命周期保证。

p 安全芯片的整体安全等级定为该安全芯片在以上9个领域中所达到最低等级。

p 此标准修订中，拟扩展为五个安全等级（增加1+级和2+级），检测维度也做了相应的

扩展。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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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商用密码标准与产品

密码机 VPN

电子签章 动态口令



5.1 智能密码钥匙

功能：有一定的存储空间（一般从几KB到几十MB不等），作为私钥和数字证书的载体，

提供用户身份鉴别、数据加解密、数据完整性校验、数字签名、访问控制等功能。

智能密码钥匙可作为身份鉴别介质，如网上银行、服务器密码机的管理员身份鉴别，

使用智能密码钥匙存储的对称/非对称密钥，利用“挑战一响应”等机制完成对于管理

员的鉴别需求。

产品概述

形态：外形与普通U盘类似，使用USB接口，也被称作USB Key。第

二代智能密码钥匙的主机接口除USB外，也出现了更多形态，如

WiFi、蓝牙、音频、NFC、红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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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智能密码钥匙

密评要求相关：

p 数据存储完整性保护

信息系统可以采用外接密码产品的形式实现存储完整性保护，如密码机、智能密码

钥匙等。

p 用户、设备的真实性鉴别

信息系统可以采用外接密码产品的形式实现对用户、设备的真实性鉴别，如 VPN、

安全认证网关、智能密码钥匙、动态令牌等。

p ……

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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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智能密码钥匙

p 用户登录网上银行系统选择服务（如转账）并确认交易信息；输入PIN码； 智能密码钥匙

验证PIN码。

p 用户用自己私钥对交易信息签名，并将签名的交易信息、数字证书等发给网银系统服务器。

p 网银系统服务器验证用户发送的数字证书有效性；验证用户签名的交易信息；若验证通过，

则执行交易，并返回交易成功。

在网上银行中的应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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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智能密码钥匙

p 4项技术规范

相关标准规范

规范 简介

GM/T 0016-2012
智能密码钥匙应用接口规范

规范智能密码钥匙的应用接口，为智能密码钥匙中间

件和应用提供统一的服务接口。

GM/T 0017-2012
智能密码钥匙密码应用接口格式规范

标准对智能密码钥匙的应用数据接口进行规范，用于

指导智能密码钥匙的数据层互操作。

GM/T 0027-2014
智能密码钥匙技术规范

阐明智能密码钥匙应遵循的各方面要求，相当于智能

密码钥匙产品白皮书。

GM/T 0048-2016
智能密码钥匙密码检测规范 适用于智能密码钥匙密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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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密码机

功能：通常实现数据加解密、签名/验证、密钥管理、随机数生成等功能。

形态：密码机是以整机形态出现，与一般的服务器、工控机等没有太大区别，可以部

署在通用的机架中。

常见密码机：（1）通用型的服务器密码机；（2）应用于证书认证领域的签名验签服

务器；（3）应用于金融行业的金融数据密码机。

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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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密码机

为应用实体提供基于PK1体系和数字证书的数字签名、验证签名等

运算功能，保证关键业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不可否认性，

主要用于数字证书认证系统，也可以用于电子银行、电子商务、电

子政务等基于PKI的业务系统。

签名验签服务器

金融数据密码机 功能：金融领域内的数据安全保护，提供PIN加密、PIN转加密、

MAC产生、MAC校验、数据加解密、签名验证及密钥管理等金融业务

相关功能，还可以提供基本的密码算法服务，为通用业务提供密码

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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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密码机

密评要求

p 电子门禁记录数据完整性、视频记录数据完整性。

可使用专用设备，如服务器密码机、加密存储设备、视频加密系统等，采用MAC或数

字签名等技术，对电子门禁记录数据、视频监控音像记录进行完整性保护。

p 数据存储保密性、数据存储完整性等。

一种选择方式是，利用外部服务器密码机加密后再存放至数据库或其他存储介质中。

p ……

服务器密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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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密码机

从硬件组成看，服务器密码机通常分为两类

p “工控机+PCI/PCI-E密码卡”：PCI/PCI-E

密码卡进行实际的密钥管理和密码计算，集

成在工控机上供其调用。

p 服务硬件自主设计，将计算机主板的功能和

密码芯片集成到一个板卡上，以进一步提高

集成度和稳定性。

管理员的身份鉴别：一般配备智能卡、智能密

码钥匙等介质完成对于管理员的身份鉴别。

服务器密码机

45



5.2 密码机

p 3项技术规范，3项检测规范

p 1项与服务器密码机相关的接口规范GM/T 0018-2012《密码设备应用接口规范》

相关标准规范

 技术规范 检测规范

服务器密码机
GM/T 0030-2014

《服务器密码机技术规范》
GM/T 0059-2018

《服务器密码机检测规范》

签名验签服务器
GM/T 0029-2014

《签名验签服务器技术规范》
GM/T 0060-2018

《签名验签服务器检测规范》

金融数据密码机
GM/T 0045-2016

《金融数据密码机技术规范》
GM/T 0046-2016

《金融数据密码机检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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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VPN

功能：VPN使用密码技术在公用网络中构建临时的安全通道，使得分散在各地的企业子

网和个人终端安全互联，为网络通信数据提供加密、完整性校验、数据源身份鉴别和

抗重放攻击等安全功能。

产品概述

主流的VPN产品

p IPSec VPN网关：采用IPSec 密码协议。

p SSL VPN网关：采用SSL密码协议。

p 安全认证网关：大多数基于IPSec或SSL协议实现，并

提供了与IPSec VPN、 SSL VPN产品相近的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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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VPN

密评要求：

p 身份鉴别、设备接入认证

通信实体身份真实性鉴别通常采用安全认证网关与PKI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其中安全认

证网关可由IPSec/SSL VPN实现。

p 通信数据完整性、通信数据保密性

可以采用IPSec/SSL VPN来实现通信数据加密和完整性保护，可同时实现身份鉴别。

p 集中管理通道安全，远程管理鉴别信息保密性

利用IPSec/SSL VPN在内部网络中构建管理内网，管理员通过管理内网对网络中的安全

设备或组件进行管理，对鉴别信息加密实现防窃听。

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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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VPN

IPSec VPN 产品通常部署于站到站

模式和端到站模式的安全互联场景，

端到端模式的场景并不多见。

站到站、端到站之间的IPSec VPN

通信需采用隧道模式，而端到端之

间的IPSec VPN通信可以采用隧道

模式或者传输模式。

IPSec VPN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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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VPN

SSL VPN产品更多地用于端到站的应用场景。

而端到站和端到端 两种部署模式，一般要求接入端安装IPSec客户端；站到站部署模式要求两

端网络出口成对部署IPSec VPN网关

SSL VPN在应用时，只需在内网出口部署SSL VPN网关，接入端采用集成SSL协议的终端即可。

SSL VPN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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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VPN

安全认证网关产品物理串联部署（必备模式）：从物理网络拓扑，用户必须经过网关才能访

问到受保护的应用。

可以在支持物理串联部署模式之外，选择支持物理并联部署方式。

安全认证网关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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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VPN

Ø GM/T 0022-2014《IPSec VPN技术规范》

Ø GM/T 0023-2014《IPSec VPN网关产品规范》

Ø GM/T 0024-2014《SSL VPN技术规范》

Ø GM/T 0025-2014《SSL VPN网关产品规范》

Ø GM/T 0026-2014《安全认证网关产品规范》

Ø GB/T 32922-2016《信息安全技术IPSec VPN安全接入基本要求与实施指南》

相关标准规范

p 5项密码行业标准

p 1项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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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电子签章系统

电子签章：将传统印章与电子签名技术进

行结合，通过采用密码技术、图像处理技

术等，使电子签名操作和纸质文件盖章操

作具有相同的可视效果，让电子文档的电

子签章具有了和传统印章一样的功能。

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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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电子签章系统

电子签章系统：实现电子签章和电子签章验证等业务，包含：

p 电子印章管理系统：电子印章制作与管理、电子印章验证、印章管理员管理、安全审计

等。

p 电子签章软件：使用电子印章对各类电子文档进行电子签章的软件。

产品概述

电子签章：

p 基于公钥密码技术，以电子形式对电子文档进行数字签名及签章，确保签名文档来源

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防止对文档篡改，并确保签章行为的不可否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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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电子签章系统

密评要求：

p 应用和数据安全要求：抗抵赖——在可能涉及法律责任认定的应用中，应采用密码技术提

供数据原发证据和数据接收证据，实现数据原发行为的不可否认性和数据接收行为的不可

否认性。

产品概述

应用

p 可在电子公文、电子合同、电子发票、电子票据等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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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电子签章系统

Ø GM/T 0031-2014《安全电子签章密码技术规范》

Ø GM/T 0047-2016《安全电了签章密码检测规范》

Ø GB/T 33190-2016《电子文件存储与交换格式版式文档》（规定版式电子文件存储与

交换格式）

Ø GB/T 33481-2016《党政机关电子印章应用规范》

相关标准规范

p 2项密码行业标准，2项国家标准

56



5.4 电子签章系统

电子签章在电子公文领域的应用

A. 完成电子印章的制作与管理。

B. 公文处理系统完成电子公文从拟制到成文的流程。

C. 电子签章软件对成文的电子公文签章。

D. 公文处理系统对签章后电子公文执行发文、阅览、

归档等流程。

E. 阅览公文时使用电子签章软件验证公文中的电子

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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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电子签章系统

在企业合同中的应用

p 电子签章含签章人证书，可鉴别印章真伪。

p 电子签章含数字签名，抗抵赖，确保签章行为的不可否认性。

p 电子签章含数字签名，防止篡改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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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沟通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