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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无线局域网鉴别与保密基础结构 WAPI（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authentication and privacy
infrastructure）为无线局域网中的数据链路层提供了安全解决方案，包括身份鉴别、密钥管理、数据
加密、数据鉴别和重放保护等功能。在无线局域网中，由于无线通信的特点，用户随时会发生漫游移动，
为实现用户移动接入网络的便捷性，需要设计无需用户的参与而实现无缝的漫游协议，满足大规模应用
的需要。
本工作组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详细说明了在漫游接入情况下的 WAPI 证书鉴别的协议流程、协议
处理和帧格式等技术内容，适用于指导符合 GB15629.11 系列国家标准的无线局域网产品的开发。

CBWIPS
IV

CBWIPS/Z 022—2010

无线局域网证书鉴别漫游规范
1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了WAPI证书漫游鉴别的协议流程、协议处理和帧格式等技术内容。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指导符合GB15629.11系列国家标准的无线局域网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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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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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29.11-2003 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局域网和城域网 特定要求 第11
部分：无线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和物理层规范
GB 15629.11-2003/XG1-2006 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局域网和城域网 特定要
求 第11部分：无线局域网媒体访问控制和物理层规范 第1号修改单
CBWIPS/Z 010-2009 WAPI多信任证书实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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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拓扑和协议流程
3.1 综述

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中采用了WAPI安全接入机制。WAPI提供了基于证书和预共享密钥的安全机制，
其中证书机制适合于运营应用的环境。本方案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解决WAPI安全机制的证书
漫游鉴别问题，提供一种安全性高、运行性能高的基于WAPI证书的漫游鉴别协议。
本方案实际物理网络部署时可用以下方式，AS之间直接建立信任关系互联或由中心（集团）AS负责
中转AS之间的漫游鉴别消息，见图1。

图1 漫游网络拓扑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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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协议设计
本方案基于 GB 15629.11-2003/XG1-2006 中的 WAPI 鉴别协议进行扩展，在用户漫游时，对终端证
书的鉴别返回到归属地进行。在鉴别协议设计时考虑了同一运营商内部和不同运营商之间的漫游问题。
3.2.1 AS 之间有直接信任关系
证书鉴别过程见图2。

图2 证书漫游鉴别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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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AS 之间无直接信任关系
证书鉴别过程见图3。

图3 证书漫游鉴别过程（中心转发）
相邻 AS 可互相交换存储证书，或预置共享密钥来建立信任关系。接入地 AS 如果没有找到直接信任
的归属地 AS，则把漫游证书鉴别请求发往中心 AS（每个运营网络一个中心 AS，各地区 AS 和中心 AS 互
相交换存储证书或预置共享密钥建立信任关系），接入地 AS 负责把该漫游认证请求发往中心 AS，中心
AS 再把漫游证书鉴别请求发给归属地 AS 进行证书认证。
若用户跨运营商漫游，接入地 AS 把漫游证书鉴别请求发往中心 AS（每个运营商一个中心 AS，各地
区 AS 和中心 AS 互相交换存储证书或预置共享密钥）
，中心 AS 负责把该漫游认证请求发往归属地运营商
中心 AS，归属地运营商中心 AS 再把漫游证书鉴别请求发给归属地 AS 进行证书认证。
4 协议分组格式
4.1 漫游证书鉴别请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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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接入地 ASU 发往归属地 ASU，漫游证书鉴别请求分组数据字段定义见图 4。
终端信任的
AS 证书持

AE
ADDID

有者名称
可变

询
问

12

32

ASUE

STAASUE 的

STAAE 的

询问

证书

证书

32

可变

可变

STAAE 的

接入地

证书鉴

ASU 的证

别结果

书

1

可变

扩展属

扩展

消息

性个数

属性

鉴别

1

可变

可变

图4 漫游证书鉴别请求分组数据字段格式（单位：八位位组）
其中：
――终端信任的 AS 证书持有者名称定义见图 5。
标识

长度

内容

2

2

可变

图5 终端信任的 AS 证书持有者名称定义（单位：八位位组）
其中：
• 标识字段用于表示持有者名称类型：
1 表示内容字段为采用 DER 编码格式的终端信任的 AS 证书持有者名称；
其他值保留。
• 长度字段值表示内容字段的八位位组数；
• 内容字段：标识字段值为 1 时，表示采用 DER 编码格式的终端信任的 AS 证书持有者名称。
――ADDID，AE 询问，STAASUE 的证书，STAAE 的证书，字段格式见 GB 15629.11-2003/XG1-2006 中的
定义。
――STAAE 的证书鉴别结果，长度为一个八位位组。值的定义见 GB 15629.11-2003/XG1-2006 中
8.1.4.2.4。
――扩展属性个数字段标识后面包含的扩展属性个数。
――扩展属性字段采用 TLV 格式。
――消息鉴别字段采用 TLV 格式，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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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长度

内容

1

2

可变

图6 TLV 格式（单位：八位位组）
当类型字段值为 1 时，表示内容字段为证书和签名信息，见图 7。
证书

签名

可变

可变

图7 证书和签名信息格式（单位：八位位组）
签名字段属性定义见 GB 15629.11-2003/XG1-2006 中 8.1.4.1.2，表示对本分组中除消息鉴别字段
外其他分组内容信息计算签名。
此处的证书为接入地鉴别服务器 AS 或中转（中心）AS 的证书，签名为用该证书对应的私钥计算的
签名。
当类型字段值为 2 时，表示内容字段为共享密钥计算得出的消息鉴别码，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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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鉴别码
20

图8 消息鉴别码格式（单位：八位位组）
消息鉴别码字段长度为20个八位位组，表示用HMAC-SHA256算法对本分组中除消息鉴别字段外其他
分组内容信息计算得到，算法的具体信息见GB15629.11-2003/XG1-2006附录E。
AS接收到AP发送的证书鉴别请求后，首先根据证书鉴别请求分组中终端的证书颁发者和ASUE信任的
ASU列表判断是否可在本地鉴别，即判断终端是否信任本地的AS，若不信任则需要构造漫游证书鉴别请
求分组并发到合适的AS进行漫游鉴别。构造漫游证书鉴别请求时，选择合适的终端信任的AS证书持有者
名称时优先选择ASUE信任的ASU列表中信任的AS，若选择的AS无响应或收到的漫游证书鉴别响应中终端
的证书鉴别结果为“颁发者不明确”，选择其他信任的AS构造漫游证书鉴别请求，发送漫游证书鉴别请
求分组，若用可选的终端信任的AS构造的漫游证书鉴别请求均无响应或收到的响应中终端证书的鉴别结
果为“颁发者不明确”，则AS向AP返回证书鉴别响应分组，其中终端的证书鉴别结果为“颁发者不明确”。
AS收到漫游证书鉴别请求后，首先验证消息鉴别字段的有效性，若验证失败丢弃该分组，然后验证
分组中的终端信任的AS证书持有者名称，判断自己是否能验证终端的证书有效性，若能验证，则验证终
端证书的合法性，构造漫游证书鉴别响应分组返回给发送漫游证书鉴别请求的AS；若不能验证则根据本
地存贮的信任AS信息列表构造漫游证书鉴别请求发给适合的AS，若在本地存贮的信任AS信息列表中找不
到适合的AS，则构造漫游证书鉴别响应分组返回给发送漫游证书鉴别请求的AS,其中终端的证书鉴别结
果设置为“颁发者不明确”，且分组中的ASUE信任的服务器签名字段由本AS私钥计算填充。
漫游证书鉴别请求分组格式中每经过一个中间ASE，替换分组中的消息鉴别字段（漫游证书鉴别请
求和响应分组在ASE之间进行中转传输时的格式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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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漫游证书鉴别响应

由归属地ASU发往接入地ASU，漫游证书鉴别响应分组数据字段定义见图9。

接入地 AS 证书
持有者名称
可变

ADDID
12

证书的验

ASUE 信任的服

接入地 ASU

ASUE 信任的

扩展属性

扩展

消息

证结果

务器签名 1

的证书

服务器签名 2

个数

属性

鉴别

1

可变

可变

可变

可变

可变

可变

图9 漫游证书鉴别响应分组数据字段格式（单位：八位位组）
其中：
――接入地 AS 证书持有者名称字段格式定义同漫游证书鉴别请求分组中的终端信任的 AS 证书持
有者名称；
――ADDID，证书的验证结果，接入地 ASU 的证书，ASUE 信任的服务器签名 1，ASUE 信任的服务器
签名 2 字段格式见 GB 15629.11-2003/XG1-2006 中的定义；
――扩展属性个数字段标识后面包含的扩展属性个数；
――扩展属性字段采用 TLV 格式，见图 10。
目前的扩展属性有业务鉴权属性。
类型

长度

内容

2

2

可变

图10 TLV 格式（单位：八位位组）
当类型字段值为6时，表示内容字段为用户的业务鉴权属性。
――消息鉴别字段定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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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E 信任的服务器签名 1 是由 ASUE 信任的服务器的证书对证书的验证结果字段进行的签名。
ASUE 信任的服务器签名 2 是由 ASUE 信任的服务器的证书对接入地 ASU 证书字段进行的签名。
消息鉴别字段采用 TLV 格式，见图 11。
类型
1

长度

内容

2

可变

图11 TLV 格式（单位：八位位组）
当类型字段值为 1 时，表示内容字段为证书和签名信息，见图 12。
证书

签名

可变

可变

图12 证书和签名信息（单位：八位位组）
此处的证书为 ASUE 信任的归属地服务器 AS 或中转（中心）AS 证书，签名为用该证书对应的私钥
计算的签名。
当类型字段值为 2 时，表示内容字段为共享密钥计算得出的消息鉴别码，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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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消息鉴别码（单位：八位位组）
证书、签名和消息鉴别码定义见 4.1。
AS 收到漫游证书鉴别响应后，首先验证消息鉴别字段的有效性，若验证失败丢弃该分组，然后验
证分组中的接入地 AS 证书持有者名称，若与自身的证书持有者名称不符合则根据本地存贮的信任 AS
信息列表构造漫游证书鉴别响应发给适合的 AS，若与自身的证书持有者名称相符，则构造证书鉴别响
应分组返回给 AP。
其他涉及到的分组格式定义见 GB 15629.11-2003/XG1-2006。
5 协议类型字段定义
在 GB 15629.11-2003/XG1-2006 中 8.1.4.1 的基础上扩展定义 WAI 协议分组头中的子类型字段：
——AS 之间的漫游鉴别分组利用 UDP 端口 3810 进行通信；
——128: 表示漫游证书鉴别请求分组；
——129: 表示漫游证书鉴别响应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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