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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解决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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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新型的电子商务模式在改变了传统的中药材交易模式，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存在着 Ｃｏｏｋｉｅ 技术安全、软

件对用户输入的数据没有进行合法判断、数据传输过程未有效加密以及数据库的敏感信息加密算法简单等安全问题。为提
高中药材电子商务软件的信息安全，应对应用程序、传输的数据进行对称加密，对数据库中的敏感信息进行不可逆加密，对
称加密体系和非对称加密体系结合使用，定期更换数据库系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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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药材电子商务是现代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着 ２１ 世纪信息技术和网络迅猛发展，中药材电子商
务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新型的电子商务模
式，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改变了传统中药材的交易模
式，随之也带来了一些交易信息的安全性问题。例如：
Ｃｏｏｋｉｅ 技术的安全性、对用户输入的数据没有进行合法
判断、对数据传输中的数据未进行加密以及对数据库中
敏感信息未加密。如何确保电子商务活动中的隐私数据
的安全，
让客户在网上从事交易提供信心保证，是开发应
用中药材电子商务软件的前提。

健康发展的保障就是提高安全性。若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中药材电子商务软件将无法谈到发展，更谈不上电子交
易。因此笔者建议：一是对 Ｗｅｂ 应用程序的 Ｃｏｏｋｉｅ 进行
对称加密，对于一些涉及到敏感信息的数据不要放在
Ｃｏｏｋｉｅ 中；二是对用户输入的信息软件能进行合法性的
逻辑判断，特别是对其中敏感的字符系统能进行自动过
滤；
三是对传输的数据进行对称加密，以保证传输的数据
相对安全；
四是对数据库中的敏感信息进行不可逆加密，
并定期更换数据库密码。

三、
中药材电子商务软件的信道加密
（一）ＳＳＬ 和 ＴＬＳ 协议

二、
解决中药材电子商务软件中信息不安全的问题

就目前的 Ｗｅｂ 应用程序来说，他们基本都采用了

在电子商务产品中不会存在绝对安全的电子商务产

ＳＳＬ 和 ＴＬＳ 两种形式对通信进行保护。而作为 Ｗｅｂ 默认

品安全技术，随着技术的发展，任何一款电子商务软件是
不可能永远攻不破的。只有随着电商技术的发展，
不断的

Ｗｅｂ 应用程序使用了 ＨＴＴＰ 协议，那么使用者的所有信

调整和完善电商的应对策略，定期的更换商品加密方式
等，
才能保证电子商务的相对安全。中药材电子商务软件

保护协议的 ＨＴＴＰ 则是基于明文的信息传输协议。如果
息就会完全的在网络连接中暴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
需要对信息进行加密。比如一般常用的方法是通过 ＳＳ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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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ＴＬＳ 隧道传输这些明码。但是伴随加密而来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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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发邮件给其他人。

ＨＴＴＰＳ 通信流量。
ＳＳＬ 和 ＴＬＳ 是两种安全协议，它们通过加密技术为
传输信息提供安全信道、机密性和身份验证等安全功能。
如果系统采用了弱密码，或者密码强度过低，攻击者就可
以在有效的时间内破解密钥。
（二）中药材电子商务软件中的 ＳＳＬ
普通 ＨＴＴＰ 信道传输的数据是没有安全保证的，但
是普通的 ＨＴＴＰＳ 只能保护其自身的 Ｗｅｂ 程序页面，有很
大的局限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引进了 Ｓｙｍａｎｔｅｃ
ＳＳＬ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 加密技术。因为 Ｓｙｍａｎｔｅｃ ＳＳＬ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
加密技术提高并保护了数据传输中的密码性能。Ｓｙｍａｎ－
ｔｅｃ ＳＳＬ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 加密技术不仅可帮助 Ｗｅｂ 访问者提供
更安全的在线体验，还可扩大保护范围，将面向公众的网
页 ＨＴＴＰ 包括在内，
使其不局限于 ＨＴＴＰＳ。

四、
中药材电子商务软件的信息加密

上图中，
明文 Ａ＝［Ａ１，
Ａ２，…，
Ａｍ］首先输入计算机，经
过 ＦＫ＝［Ｋ１，
Ｋ２，
…，
Ｋｊ］加密以后，
形成密文 Ｘ＝［Ｘ１，
Ｘ２，
…，
Ｘｎ］，我们可以表示为发送方 Ｘ＊ＦＫ→Ｘ，通过传输通道传
输给接收方，在接收方收到密文 Ｘ 以后，可以用 ＳＫ＝［Ｋ’
１，
Ｋ’
２，…，
Ｋ’
ｊ］进行解密，表示为 Ｘ＊ＳＫ（这里 ＦＫ≠ＳＫ）→
Ａ，在这种加密体系中，虽然比对称加密算法多出一个密
钥，但是由于 ＳＫ 只有用户本人知道，
ＦＫ 是公开的，如果
有 ｎ 个用户参与通信，
每个用户都可以拥有别人的 ＦＫ 和
自己的 ＳＫ，
则只需要 ２ｎ 个密钥就可以了。比起对称加密
体系的 ｎ（ｎ－１）／２ 少多了。也便于密钥的管理。

（一）信息加密技术一：
对称密钥密码体系

（三）中药材电子商务软件中信息加密

对称密钥密码体系又称对称密钥体系，它对加密密

我们已经将第一层通讯层通过 ＳＳＬ 加密。在第二层

钥和解密密钥使用相同的算法。

业务层中，
我们采用对称加密算法防止数据被截获。ＤＥＳ
加密算法：使用一个 ５６ 位的密钥以及附加的 ８ 位奇偶校
验位，产生最大 ６４ 位的分组大小。这是一个迭代的分组
密码，
其中将加密的文本块分成两半。使用子密钥对其中
一半应用循环功能，然后将输出与另一半进行“异或”运

上图中，我们将明文输入计算机，用 Ｂ＝［Ｂ１，
Ｂ２，…，
Ｂｍ］表示，使用加密算法加密时，产生一个密钥，用 Ａ＝

算；接着交换这两半，这一过程会继续下去，但最后一个
易被
循环不交换。有 ８ 位用于奇偶检验该算法相对简单，

Ａｎ］表示。如果密钥由发送方产生，那么它就
［Ａ１，
Ａ２，…，

采用三重 ＤＥＳ 加密，
就是使用三
破解。为了增加安全性，

需要经过安全途径发送给接收方。如果密匙由第三方产

个密钥进行三次加密。密钥的第一个 ５６ 位数据位组首先

生，则由其发给发送方和接收方。对 Ｂ 进行加密得到密

加密，然后用密钥的第二个 ５６ 位数据位组加密，使密钥

…，
Ｘｊ］表示。则可以表示为 Ｂ＊Ａ→Ｘ。通
文，
用 Ｘ＝［Ｘ１，
Ｘ２，

的复杂度和长度增加一倍，最后再对第一个 ５６ 位数据块

过传输通道，接收方收到 Ｘ，进行解密，表示为 Ｘ＊Ａ’→Ｂ

加密，再一次增加了密钥的复杂性，但没有增加密钥长

（这里 Ａ＝Ａ’
）。由于加密算法和解密算法采用了同样的算

度。这样形成的密钥利用穷举搜索法很难破解，
因为它只

法，
所以一旦一方泄漏或丢失了密码，加密算法就无什么

允许 ２１１２ 次的一次性尝试，
而不是标准 ＤＥＳ 的 ２２５６ 次。

秘密可言，
为保证密钥不被第三者知道，就需每两个用户

在第三层数据层，
我们采用非对称加密算法 ＡＥＳ。ＡＥＳ 加

之间拥有一个不同的密钥，这将使密钥很难共享，如果有

密算法：
其产生的密码是迭代对称的分组密码，代加密使

ｎ 个用户相互通信的话，为了保证每对用户之间都有不

用一个循环结构，在该循环中重复置换和替换输入数据。

同的密钥，
就需要 ｎ（ｎ－１）／２ 对密钥。

ＡＥＳ 密钥默认长度是 １２８ 位的，实际使用过程中考虑到

（二）信息加密技术二：
非对称密钥密码体系

溢出，
我们采用 １２０ 位。在中药材电子商务软件使用过程

非对称密钥密码体系又称为双密码体制或公钥体

中，
把对称加密体系和非对称加密体系结合使用，获得更

制。非对称密钥密码体系下的用户和对称密钥密码体系

高的安全性和灵活性。

下的用户不同，每个用户保存着两个密钥，一个 ＦＫ 和一
个 ＳＫ，分别称作公钥和私钥，加密和解密使用不同的密
钥，
这也是非对称加密体系最重要的特点。由于加密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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