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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ＥＦＩ的信任链传递研究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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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提高ＢＩＯｓ的安全性，提出一种利用可信平台模块（ＴＰＭ）在可扩展固件接口
（ＥＦＩ）中建立可信链的方案。该方案通过对ＥＦＩ启动过程的分析，建立了一条从ＥＦＩ的第一个阶段

开始，一直到揉作系统的可信链。从而较大地缩小了信任根的范围，使得Ｂ１０ｓ的安全性得到很大程
度的提高。随着ＥＦＩ的普及，这将在实现安全计算机系统土具有较好的应用前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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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ＢＩＯｓ面临的安全威胁。而且ＥＦＩ太部分程序是用ｃ语

引言

言实现的，这就意味着很多人都可以很容易破译ＥＦｌ，这对

可扩展固件接口（Ｅｎ）是英特尔公司为其新一代６４位

Ｅ玎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实现一个安全可信的

处理器安腾（ｎ ａｒＩｉｕＩｎ）架构的服务器设计的操作系统和平台

ＢＩＯｓ成为目前对ＥＦｌ研究的热点。

固件之间的接口规范，同时也兼容英特尔３２位平台。Ｅｎ定

使平台町信的根基在于有可信赖的根，然后以某种技术

义了许多重要的数据结构以及系统服务，实现了这些数据结

使信任从根转移到平台上来，使平台可信。系统在程序代码

构与系统服务，就相当于实现了一个真正的ＢＩＯｓ核心。

运行控制转移过程中，对下一级可执行代码真实性和完整性

虽然Ｅ兀有传统ＢＩＯｓ无法比拟的优点，但是Ｅｎ并设有

加以验证，就可以通过可信链传递的模式建立安全可信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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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珊启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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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运行环境。

２１７５

ＴｃＧ接口来实现和平台的通信。在ＥＦＩ中所有与ＴＰＭ有关

年９月提出了基于Ｅｎ的Ｔｃｃ接口协议——Ｅ兀一ＴｃＧ—

的活动是用ＥｎＪｃＧ协议来描述的。Ｅｎ中各种协议可以作
为启动服务驱动（Ｂ００ｔ ｓ哪ｉｃｅ Ｄｄｖｅｒ）来提供服务。同样，ＥＦＩ

ＰＲ０ｒｒＯｃＯＬ。”…在ＥＦＩ规范２ ０（ｕｎ讯ｅｄ Ｅｘｔｅｎｓ蝴ｅ¨硼ｗａ地

』℃Ｇ协议实例也可眦作为一个启动服务驱动来提供有关

Ｉｎｔｅ梳ｅ ｓｐ洲商ｃａｔｉｏｎ）中也提供了与安全相关的接口规范：安

ＴＰＭ的启动服务。

全启动（Ｓｅｃｕｒｅ Ｂ００ｔ）、驱动签名（Ｄｄ”ｒ ｓ，ｇｎｌｎｇ）和ＨＡｓＩ｛算

１．３可信链的构建

可信计算组织（Ｔｍ８ｔｅｄ

ｃｏｍｐｕｄｎｇ

Ｇｒｏｕｐ，Ｔｃｅ）在２００６

要实现可信的Ｅ兀ＢＩＯｓ，关键就是要建立可信链。而要

法（Ｈａｓｈ）。”这为实现安全可信的ＥＦＩ提供ｒ统一的规范标

实现一个完整的信任链，必须满足两个条件：１）有一个可信

准！

的根，这个根是通过硬件封装和保护能力实现的；２）系统从

ＥＦＩ中可信链的构建

ｌ
１

１

可信根开始引导，每－．级系统运行控制组件只有在确认其下

ＥＦＩ介绍

一级系统运行控制组件是可信的时候，才将系统运行控制权

Ｅ兀通过对特定平台的抽象，提出了一整套数据结构以
及接口函数。整个ＥＦＩ协议几乎是由许多不同的协议组组

转移给它。图２是在Ｅｎ架构中可信链传递的整个过程。
Ｉ初始化ｒＰＭ

成。Ｅ兀为驱动程序与应用程序的运行准备了一个完全模块
化的运行环境，并且这些应用程序与驱动程序是用ｃ语言开
发的。开发者可以根据需要对Ｅｎ规范中某些相关协议组进
行扩充（完成函数体的编写），实现需要的功能。“
Ｅｎ开发软件包（Ｅｎ

Ｄｅｖｄ０Ｐ

Ｉ
物理平台
验证

ｌ（ｉｔ，ＥＤＫ）是英特尔对于

Ｄｅｖｉｃｅ

阶段是电脑加电后的第一个阶段，主要负责验证平台硬件信
息。ＰＥＩ阶段的目的只是为了找到并最少地初始化内存。
ＤｘＥ阶段是大部分系统初始化的阶段，包括：ＤｘＥ核（ＤｘＥ
ｃｏｒｅ）、ＤｘＥ分发器（ＤｘＥ Ｄｊ８ｐａｔｃｈｅｒ）和一系列ＤｘＥ驱动。
ＤｘＥ核产生一系列的启动服务（Ｂ００ｔ ｓｅ耐ｃｅｓ）、运行服务
（Ｒｕｎ６脚ｅ ｓｅ而ｃｅｓ）和ＤｘＥ服务（ＤｘＥ ｓｅ州ｃｅｓ）。ＤｘＥ分发器
负责发现和呲正确的顺序执行ＤｘＥ驱动。Ｄ）（Ｅ驱动则负责
初始化处理器、芯片以及为系统服务、控制设备和启动设备提
供软件提取的组件。ＢＤｓ阶段和驱动执行阶段一起建立控制
台，并从启动没备中启动操作系统。ＥＤＫ启动完成后就进入

巧Ｌ（１协ｓｉ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ｏａｄ）和ＲＴ（Ｒ帅ｄ皿￡）阶段。ＴｓＬ阶段

是操作系统加载阶段。当操作系统加载完毕时，进人ＲＴ阶
段。这时，从ＤｘＥ阶段开始的大部分服务已终止，对处理器
和平台资源的所有权从平台固件变为操作系统。ＡＬ（Ａｎｅｒ—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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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在Ｆ¨架构中可信链的传递

伸Ｍ在ｓＥｃ阶段进行初始化．并完成加电自检。由ｓＥｃ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ｄｏｎ）阶段。ｓＥｃ

●

验ｉ正Ｏｓ

ｓＥｃ卜一ｌ

所示）。ＥＤＫ启动过程分为４个主要阶段：ｓＥｃ（ｓｅｃｕｄｔｙ）阶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阶段和ＢＤｓ（Ｂ００ｔ

●

扫描０口ＲＯＭ．
验证各个驱动

ｓＨＡ—ｌ算法

Ｅｎ规范的宴现。ＥＤＫ以分阶段的方式初始化平台（如图１

段、ＰＥＩ（ＰｒｅＥｎ“ｔｉ 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阶段、ＤｘＥ（Ｄ＾ｖｅｒ

●

代码得到系统硬件配置信息并对其真实性进行验证，其中包
括ｃＰＵ、主板及ＴＰＭ；ｉｉ：片。因此认为ｓＥｃ阶段是可信的，并
把它作为整个信任链的信任根。当ｓＥｃ阶段执行完毕，调用

ＰⅡ阶段代码时，需要对阿的代码进行验证。由于ＰＥＩ阶
段的代码是放在一个周件卷（Ｆｉ衄ｗ峨Ｖｏｌ岫ｅ，ＦＶ）中，并且
代码量相对较少，因此只需对整个固件卷进行测量，然后用
Ｅｎ』℃Ｇ协议中提供的函数对７ｒＰＭ相应Ｐ（＝Ｒ中的值和测量

值进行ｈａｓｈ运算，将哈希值保存到平台配置寄存器（Ｐｌａ山珊
ｃｏｎ矗９１１ｒ鲥佃Ｒｅ舀ｓｔｅｒ，ＰｃＲ）中，更新事件日志（Ｅｖｅｎｔ ｋｇ）。
此时，信任就传递给了ＰＥＩ。进入ＤＸＥ阶段后，需扫描０ｐ“。ｎ
ＲｏＭ，对将被加载的每一个驱动文件和设备文件进行完整性
测量，更新ＰｃＲ和事件日志。在ＴｓＬ和ＲＴ阶段也做相似的
操作，依次对操作系统加载器（０ｓ

ｋａｄ∽、操作系统核心代

码（Ｏｓ ｋｅｎｌｄ）和操作系统各种应用程序进行测量，然后更新
ＰｃＲ和事件日志。由此，信任依次传递，直到完成操作系统及
其应用程序的加载，这样Ｅ玎中可信链的建立就完成了。

ｌ如）阶段是平台控制从操作系统返回到平台固件的阶段，是
ＲＴ阶段的延长部分。ＡＬ阶段以系统重启或以操作系统从睡
眠状态醒来结束。
１．２

ＴｃＧ接口在Ｅ兀架构中的实现

可信计算的主要功能是由可信平台模块（Ｔ衄ｔｅｄ

２基于ＥＦＩ的文件完整性验证
２．１

ＥＦＩＨａｓｈ协议在３２位平台上的实现
哈希函数的目的就是要产生文件、消息或其他数据块的

“指纹”，即对任意大小的数据块进行“压缩”产生定长的输

Ｐｌａ怕咖Ｍｏｄｕｌｅ，ＴＰＭ）完成的。仰Ｍ也是建立可信链的主要

出。哈希函数又具有单向性和抗强、弱碰撞性，使它能够提供

部件。ＴＰＭ通过低脚位数（ｋｗ ＰｉⅡｃｏｕｎｔ，ＬＨ：）总线与Ｐｃ

保密性、消息认证以及数字签名的功能。

芯片集结合在一起。它主要提供安全存储和平台完整性测

在可信链的建立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对文件的完整性测

量、存储和报告的功能。在建立可信链过程中，佃Ｍ主要用

量和验证。其中需要使用合适的哈希算法计算文件的哈希

来存储、管理密钥和对Ｅ兀各阶段进行完整性测量、存

值，以此来保证文件的完整性。ｕＥ兀规范２．０中提供了哈希

储。‘５’１１

服务接口协议，其中包括硼一卧ＳＨ—ｓＥＲⅦＩｃＥ—Ｂ１舳ｌＮｃ—

ＴｃＧ接口是作为Ｅ兀接口的一部分实现的，删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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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ＨＡｓＨ

ｓＥＲＶⅡｃＥ—ＢＩＮＤＩＮＧ一职ｏＴｏｃｏＬ是哈希服

务绑定协议，其作用是找到某一驱动支持的哈希服务，并且创

已被破坏或篡改，系统会提示用户文件被破坏，并询问用户是
否继续装载。如图５所示。

建和撤销Ｅ兀哈希协议宴例，这样使得多个驱动都能使用哈
希服务。Ｅ兀一ＨＡｓＨ—ｐＲｏＴｏｃ０Ｌ描述了几种重要的标准啥
希函数，其中包括ＭＤ５、ｓＨＡ－１、ｓＨＡ．２２４、ｓＨＡ．２５６、ｓＨＡ－３８４
和ＳＨＡ－５１２。
如图３所示，本文中实现的哈希算法是作为一个ＤｘＥ驱
动实现的。…９

图５验汪签名

需要加载的可执行文件通过验证后，才真正被加载，这样
就保证了被加载文件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对文件完整性的验
证是可信链传递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只有通过验证，信任才
能继续往下一级传递。
圈３在３２位平台的ＥＦＬ，ＥＤＫ上哈希算法的买现

３
当系统通过编译后会产生Ｈ丑呈ｈ．商文件，这个文件就是
Ｈａｓｈ

结语
基于可信根的信任链传递是实现可信平台的一个重要内

ＤｘＥ驱动的可执行文件。这时，就可以调用Ｅｎ—ＨＡｓＨ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协议中的函数对文件进行完整性验证了。

容，是平台系统安全可信的根基。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成

２．２文件完整性验证的实现

果，但是大部分都是认为ＢＩｏｓ是可信的，把整个ＢＩｏｓ作为信

在可信链的建立过程中，为了保证文件的可信，可以根据
策略对每一个被加载的文件进行数字签名，而在以后的每一

任根，在此基础上建立信任链的研究。目前，对ＢｌＯｓ级可信
链传递的研究还很少。
本文对Ｅｎ Ｂ１０ｓ的可信链传递模型作了粗浅的研究，其

次开机时系统会验证签名．这样就保证了每一个驱动文件的

中的许多技术还投有真正实现，如事件日志，密钥管理等，会

完整性。
当第一次初始化系统时根据策略选择某一哈希算法对每

在今后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实现安全Ｅｎ Ｂ】Ｏｓ仅仅依靠建立信任链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加载时需要验证的文件进行啥希运算，得到一个固定长
度的哈希值，用签名算法的私钥对哈希值签名，把得到的签名
值和公钥写入需要验证文件的文件头中，整个过程如图４所
示。签名算法使用的私钥可以用ＴＰＭ中的密钥树来管理。
需要验证的文件

还需要实现很多安全技术，如ＥＦＩ Ｂ１０ｓ安全恢复和更新、关
键数据区保护、用户管理等，对存在的安全漏洞和可能的攻击
进行分析，不断完善ＥＦＩ，才能真正实现安全呵信的ＥⅣ
ＢＩ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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