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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灵活性更高

可以采用本文所设计的模型来提高自身的安全性. 新

基于 PKI/CA 体系的证书验证通常对证书的格式

用户注册时, 首先通过客户端生成密钥对和证书, 随后

有严格的要求, 且 CA 签发、更新证书前会进行一定

向区块链用户证书管理系统发送证书. 区块链中的验

的审核. 本文所设计的模型避免了对 CA 的依赖, 服务

证节点对证书进行验证后, 将证书记录在区块中, 并向

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计证书的格式, 使用更加

用户返回证书验证结果. 新用户的证书生成完毕后, 用

灵活.

户可以在其注册时使用的设备上通过密码和证书双因

3.2 应用实例

素验证的方式登录到银行系统中进行操作. 此时, 即使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银行交易通

用户的密码丢失, 其他人也不能在其他设备上进行登

过网上银行完成. 网上银行的安全性关系到用户敏感

录. 当需要在其他设备上登录或需要取消某些设备的

信息和财产的安全, 传统的账号加静态口令的方式已

登录权限时, 用户可以通过已有私钥的设备直接向区

不能满足网上银行对安全性的要求

[22]

. 网上银行常用

的 USB KEY 技术虽然在安全性上有所保障, 但是由于

块链系统发送授权/取消授权的请求来对设备进行
管理.

这种技术需要用户携带额外设备才能进行操作, 难以

用户对服务端的验证通过 DNSSEC 机制验证其

满足用户需要在多个终端进行登录的需求. 当前, 网上

TLSA 记录实现, 银行生成自己的证书并在 DNS 中添

银行经常采用短信验证码对用户身份进行验证, 但短

加 TLSA 记录将服务和证书关联起来供用户进行验证.

信验证码易被病毒木马拦截, 近年来也发生了多起由

为了进一步提升安全性, 银行还可以对 TLSA 中的记

于短信验证码丢失造成用户财产损失的案例.

录进行轮转, 防止私钥被暴力破解. 具体流程如图 9

作为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互联网应用, 网上银行
客户端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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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区块链系统, 对于一些小型互联网应用可能存在

本文提出的利用区块链和 DNSSEC 技术进行双
向身份验证的模型, 和现行的身份验证方法相比, 具有

一定难度, 该问题可以通过多家互相信任的互联网服
务提供机构共同搭建和维护区块链得到解决.

一些技术优势, 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 本模型中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

服务端的 DNS 系统必须实施 DNSSEC, 客户端必须支

缺的一部分. 当互联网应用进入到支付、政务管理等

持 DNSSEC 验证, 这一问题将随着 DNSSEC 更为广泛

敏感度较高的领域, 其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 也带来了

地实施而得到解决

[23]

; 其次, 本模型需要服务端搭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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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的安全挑战. 作为一项新兴技术, 区块链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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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可篡改的特性使其在安全领域的应用具有巨大的
潜力. DNSSEC 对 DNS 提供的安全保障, 为 DNS 在域
名解析之外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 对这两项技术的研
究和结合有望使互联网更加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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