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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承受着信息化产业的不断推进，人们在工作，生活，娱乐等诸多方面都依赖于信息化，

在信息化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隐私的保护，数据的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一序

列的挑战。 

深圳奥联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安全引擎采用基于标识的加密方法，即有非对称式加密

体系所带来的安全性，又比传统的PKI体系有着易布署，易使用的特点，同时它还被国家密

码局所认定。被列入国家密码算法标准，其号为SM9 

对于一些现有的系统，其安全性上一般有如下需求。 

1、传统的用户名，密码的登录方式不可靠，很容易被泄露或者被钓鱼网站或者其它钩

子等技术手段欺骗。 

2、在一些业务系统中，对一些敏感的数据，要求进行加密 

3、在一些业务系统中，对一些数据需要进行签名，并且要求识别未被修改性和不可抵

赖性，比如对于订单，出货单等的电子签名。 

4、一些软件厂商，需要对交付给最终用户的产品进行一些时间控制，比如试用，样品

等，可以在密码层就直接控制。 

 

深圳奥联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安全引擎在解决企业的上述问题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和

领先性，其还可以使用兼容IBC与PKI算法的IBC-UKEY，内置一序列的算法，是企业使用加

密技术的不二选。 

深圳奥联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安全引擎包含SDK及其各类产品，企业可以使用SDK

进行二次开发，也可以选购一序列已有的产品，至撰写本文时止，主要包含以下产品 

邮件加密插件：OMAIL, OUTLOOK插件，FOXMAIL插件，NOTES插件 

百密文件柜，百密磁盘柜。 

远程安全接入 

百密盾等一序列产品，更详尽的产品请参见  http://www.myib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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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深圳奥联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安

全引擎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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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深圳奥联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安全引擎，在各类平台上均有两

种以上的接口，用户可以选择底层的接口 EYIBC 来设置各类更详尽的参数，算法等，也可

以选择高一层的 SecurityEngine，因为这一层上已经将大量的接口进行了封装，大大地简化

了开发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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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ecurityEngine 系统的架构与组成 

 

 

 

3.1 接口层 

为使得不同的开发语言的开发者的便利性，将常用的几种接口进行了封装。各类接口的

使用范围及特点，请点击这里 

3.2 私钥管理 

以统一的接口进行访问私钥管理设备，这些设备可能是文件，模拟 SIM 卡，SIM 卡，

USB KEY，其它接口的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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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NTLS 

远程安全接入，在 ANDROID 平台上，提供了用户开发远程安全接入的接口。 

3.4 SOAP 

以 SOAP 的方式，封装了对 IBC 平台服务器数据的访问，有着更好的扩展性与扩充性。 

3.5 加解密管理 

封装了大量进行加解密的参数，方便用户的调用，普通的调用只需要传递几个简单的参

数即可，即支持的数据操作类型如下。 

数据
类型

加密 加密
签名

模糊
签名

透明
签名

文件 ○ ○ ○ ○

二进
制流

○ ○ ○ ○

短信 ○ × × ×

邮件 ○ ○ ○ ○

 

四、  SecurityEngine 产品特点详述 

在广泛研究客户需求的基础上，深圳奥联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采用先进的软硬件技

术，开发出了 SecurityEngine。该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深圳奥联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www.myibc.com.cn 

4.1 支持主流算法 

SM9(IBC)、SM1、RSA、3DES、SHA1 

SM9：即 IBC 算法，其使用的是基于椭圆曲线的非对称算法。 

SM1：商密算法 1，即 SCB2 

RSA：非对称加密算法 

3DES：对称加密算法 

SHA1：哈希算法 

4.2 封装性强 

封装了一序列简单易用的接口，将一些普通的开发者不需要的加密参数，一大堆难懂的

接口进行了封装。 

如加密文件，只需要调用 EncryptP7File(handle, 需要加密的文件名，加密后的文件

名)，即可 

普通的开发者，根本不需要去设备一大堆的对称算法，非对称算法，哈希算法，封装格

式等 

加密后的文件是以标准的 P7 格式进行封装的 

4.3 集成性高 

其与 IBC 平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私钥的注册，状态查询，私钥的下载等都集中在

这个引擎内部。 

开发者可以根据这些接口，将企业的特殊应用进行结合 

4.4 设备无关性 

与 USB KEY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用户不需要了解 USB KEY 的一大堆访问细节，只需

要使用简单的一两个函数，便可以使用，而且集成了 SIM 卡的访问操作，在移动设备上有

了更好的移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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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平台无关性 

支持了目前大多数平台，在写本文时，已经包含， 

WINDOWS：WINDOWS 2000, WINDOWS 2008, XP，VISTA, WIN7, 

LINUX：FreeBSD, Red Hat, Ubentu 等 

MOBILE：Windows Mobile 5 以上均支持 

ANDROID：Android 1.6 以上均支持 

SYMBIAN：S60 3rd 以上均支持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会支持更多的平台，详情请访问我们公司的网站  

http://www.myibc.com.cn 获取最新的支持列表。 

4.6 语言无关性 

已经为各类开发语言提供了可访问接口及示例，目前主要有，C/C++, C#, DELPHI, 

JAVA，PASCAL, PHP，脚本等，其它的语言可以使用提供的 CLI 来扩展使用，在对开发者

的语言要求上，几乎没有特殊要求。 

包 动态
库

COM JNI CLI

windows ○ ○ ○ ○

Linux ○ × ○ ○

android ○ × ○

mobile ○ ○ ○

symbian ○ × × ○

 

 

我们对常用的几种接口进行说明。 

DLL：这是在 WINDOWS 下最常用的开发接口，只要支持 DLL 开发的语言，均可以使

用，我们提供了 C++, DELPHI, C#的头文件及示例。 

SO 库：这是在 LINUX 及 ANDROID 下最常用的开发接口。 

http://www.myib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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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这是在 WINDOWS 下浏览器下脚本语言可以使用的组件，用户使用

JAVASCRIPT 或者 VBSCRIPT 便可以访问 

JNI：全称为 java native interface ,为 java 语言访问本地库的一种封装。可以广泛使用

在使用 JAVA 语言开发的平台中，如 WINDOWS, LINUX, ANDROID，MOBILE 下。 

CLI：全称为 command line interface，使用 SOCKET 的协议，封装了调用者与被调用

者的数据传递，调用者只需要建一个指向 5560 端口的 TCP 链接，使用规定的数据传递方

式即可，它几乎支持所有的平台，彻底的语言和平台无关性。但其需要先启动一个

CLISERVER 来进行侦听。 

在我们的开发包中，已经针对大量的语言做好了示例，开发者根据示例，便能非常方便

地开发。 

4.7 布署简单易用 

只需要几个简单的库，便可以完全所有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