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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新興的科技不斷地影響我們的生活，例如智慧卡廣泛的應用於各種通

訊機制中，已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然而，也存在許多惡意的攻擊，如猜密碼、偽裝、

重送以及阻斷服務等。所以一套安全的認證機制就顯得很重要，Mishra 等人於 2015 年針對 Li

等人的機制提出弱點以及改進的機制，但其中仍存在有弱點使其遭受阻斷服務、離線猜密碼等攻

擊。 

本研究首先介紹 Mishra 等人的機制，並指出當中的智慧卡安全認證機制的弱點，並說明為

何無法抵禦各種安全性攻擊。 

關鍵字:遠端認證、智慧卡、匿名性、阻斷服務、離線猜密碼。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has gradually changed our life. For 

example, the smart card has been widely used and becomes an essential item in daily life. However, 

there are many malicious attacks, such as password guessing, impersonation, replay and denial of 

service. Therefore, the security authentication schemes become very important. In 2015 Mishra et al. 

proposed an authentication scheme to improve the weaknesses of Li et al.’s scheme, but there are still 

weaknesses and vulnerabilities that make it suffering password guessing and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In this paper, we will introduce Mishra et al.’s scheme, point out the weaknesses, and indicate the 

reason for those security attacks. 

Keywords: Remote authentication, Smart card, Anonymity, Denial of service, Offline password 

guessing. 

 



1. 緒論 

由於資訊及網路科技的不斷進步，被廣泛

應用的智慧卡遠端安全認證機制的應用就變

得重要。各種惡意的攻擊，如猜密碼、偽裝、

重送及阻斷服務等，使得智慧卡的認證機制出

現漏洞。為了抵禦這些攻擊，許多學者提出各

種研究改進認證機制，但部分機制仍存在弱

點。 

在 2002 年，Chien 等人[1]提出了一種高

效率的智能卡遠程認證方案，其中僅需要很少

的雜湊函數運算。後來，Ku 等人[2]提出改進

的方案來修補Chien等人的方案中發現的安全

隱患。在 2004 年，Yoon 等人[3]則提出增強

Ku 等人安全性的方案。在 2007 年 Wang 等人

指出Ku等人和Yoon等人的方案仍會遭受到猜

測、偽造、拒絕服務攻擊。此外，當用戶輸入

錯誤的密碼時，他們的方案缺乏應對的效率。

[4] 

Mishra等人[5]於 2015年指出 Li等人的機

制[6]，因為伺服器沒有儲存使用者之資料，所

以無法驗證使用者的重複註冊，以致於存在偽

裝 攻 擊 (Forgery attack) 、 中 間 人 攻 擊

(Man-in-the middle attack)等弱點。Mishra 等

人亦提出具有更高效率及安全的改良機制。然

而 Mishra 等人的機制中，卻因為儲存太多使

用者資料，而且因傳輸過程無法辨認使用者及

換卡階段的漏洞，導致其認證機制仍無法抵禦

部分攻擊。 

本研究於第二節先描述 Mishra 等人的認

證機制，於第三節分析其機制中的弱點，最後

在第四節提出本研究的結論。 

 

2. Mishra 等人的智慧卡遠端認證機

制 

Mishra 等人提出改良 Li 等人的機制，總

共分為五個階段，分別是註冊、登入、認證、

密碼更換與智慧卡註銷，下列分別說明各階段。

首先定義本研究所使用符號，如下表 1。 

表 1 本研究所使用之符號表 

符號 說明 

Ｕi 使用者 i 

Ｓ 遠端伺服器 

IDi 使用者 i 之身份識別 

PWi 使用者 i 之密碼 

Bi 使用者 i 的生物特徵 

x 伺服器 s 之秘密金鑰 

SCi 使用者 i 之智慧卡 

TU 使用者 i 產生之時間戳記 

TS 伺服器 s 產生之時間戳記 

h(·) 單向雜湊函數 

H(·) 生物特徵之單向雜湊函數 

⊕ 互斥或運算 

|| 串接運算 

△T 最大傳輸延遲時間 

2.1 註冊階段 

    當使用者Ｕi 希望與伺服器進行註冊，以

獲取智慧卡 SCi時。使用者首先選擇個人的身

份和密碼，然後傳送加密的密碼與身份識別到

伺服器進行註冊。Mishra 等人的註冊階段步驟

如下。 

step 1. 使用者Ｕi選取一組身份識別 IDi 與密

碼 PWi，計算NID=h(IDi||b)和 RPW=(PWi||IDi||b)，

其中 b 是隨機數。接著Ｕi 通過安全通道傳送

{IDi, NID, RPW}註冊訊息給 S。 

step 2. 當收到Ｕi 的註冊訊息，S 檢查 IDi 和

NID，如果 IDi 在已存在於註冊使用者紀錄表

中，S 要求Ｕi提供新的身份識別。否則，S 計

算 Xi=h(x⊕IDSC⊕NID)及 Yi=Xi⊕RPW，其中

IDSC是隨機數。 

step 3. S 將{Yi, h()}值存入 SCi，通過安全通道

將 SCi傳送給Ｕi。此外，S 將(NID, IDSC)加入

在存活使用者記錄表及儲存(IDi⊕h(x), NID)

在註冊使用者紀錄表。 

step 4 在收到 SCi後，Ｕi利用讀取器輸入生物

特徵 Bi，計算 V=h(IDi⊕PWi⊕b)和 L=b⊕H(Bi)

其中 H()為生物特徵之單向雜湊函數。然後，



Ｕi儲存 V 和 L 到 SCi。最後，SCi所儲存的參

數{Yi, V, L, h()}。 

2.2 登入階段 

當Ｕi要登入到伺服器，首先將 SCi插入讀

卡機並輸入的身份識別密碼與生物特徵。SCi

檢核輸入的正確性，登入階段驗證成功，SCi

計算及傳送登入信息。步驟如下： 

step 1. Ｕi輸入 IDi、PWi及 Bi計算 b=L⊕H(Bi)，

SCi驗證 V=?h(IDi⊕PWi⊕b)。如果不相等 SCi

結束登入流程，如相等則繼續下列步驟。 

step 2. 計算 RPW=h(PWi||b||IDi)，Xi=Yi⊕RPW

和Mi=h(Xi||TU)，其中 TU為Ｕi當前的時間戳記，

最後 SCi傳送訊息{Mi, TU}給 S。 

2.3 認證階段 

當伺服器收到使用者的登入請求時，將進

行認證階段，以驗證使用者的正確性。其認證

步驟如下。 

step 1. 當收到登入請求{Mi, TU}，S 驗證 TU'- 

TU≤ΔT，其中 ΔT 為延遲傳輸的有效時間，   

TU'為收到信息的時間戳記。如果驗證不成立，

S 終止此次登入。否則，S 取出Ｕi 在存活使用

者紀錄表中的 IDSC 檢查 Mi=?h(h(x⊕IDSC⊕

NID)||TU)兩者是否相等，如果不相等，Ｕi的登

入將被終止。如相等，S 發送訊息{MS, TS}給  

Ｕi，其中 MS=h(h(x⊕IDSC⊕NID)||TU||TS)和 TS

是伺服器當前的時間戳記，並接受Ｕi 的登

入。 

step 2. 接收到訊息{MS, TS}，SCi 檢查 TS'-TS 

≤ΔT，TS'是收到伺服器信息的時間戳記。如果

不成立， S 終止登入。否則， SCi 驗證

MS=?h(Xi||TU||TS)。如果不相等，Ｕi登入將終止。

如相等，S 將獲得驗證，則登入成功。 

2.4 密碼更換階段 

當使用者需要更換密碼時，可向伺服器提

出要求，進行以下步驟通過後便可更換密碼。 

step 1. Ｕi插入卡片並輸入身份識別 IDi、密碼

PWi和生物特徵 Bi，向 SCi要求更換密碼。 

step 2. SCi計算 b=L⊕H(Bi)，然後驗證V=?h(IDi

⊕PWi⊕b)，如不相同，S 便會中止更換密碼

流程，如果相同，S 向Ｕi要求輸入新的密碼。 

step 3. 收到新密碼後，SCi用新的密碼 PWNEW

計算 RPWNEW=(PWNEW||IDi||b)、YNEW=Xi⊕

RPWNEW及 VNEW=h(IDi⊕PWNEW⊕b)並用新的

VNEW取代 V，YNEW取代 Yi。 

2.5 智慧卡更換階段 

當使用者的卡片遺失或是損毀時，可向伺

服器請求智慧片更換，便會進行以下步驟。 

step 1. Ｕi選擇新密碼 PWi'和隨機數 b'。Ｕi計

算 NID'=h(IDi||b')和 RPW'=h(PWi'||b'||IDi)。最後，

Ｕi以(IDi, NID', RPW')通過安全通道向 S 提交

註冊新 SCi的訊息。 

step 2. 在接收到該請求時，S 計算 IDi⊕h(x)，

並在註冊使用者表檢查 IDi⊕h(x)。如果 IDi⊕

h(x)的不存在則 S 終止該請求。除此以外，S

取出(IDi⊕h(x), NID)。 

step 3. S 選用一個新的隨機數 IDSC'，計算

Xi'=h(x⊕IDSC'⊕NID')和 Yi'=Xi'⊕RPW'。S 將{Yi', 

h()}存入 SCi'然後通過安全通道提供 SCi'傳給

Ｕi。S 儲存(NID', IDSC')到存活使用者記錄表中，

並刪除(NID, IDSC)。 

step 4. 在收到 SCi後，Ｕi輸入 Bi，計算 V'=h(IDi

⊕PWi'⊕b')和 L'=b'⊕H(B i)。Ｕi 儲存 V'和 L'

到 SCi'。 

 

3. Mishra 等人機制的弱點 

Mishra 等人的機制看似改善了 Li 等人的

機制，但是其機制卻出現新的缺陷，如無法辨

識使用者、會遭受阻斷服務攻擊、猜密碼攻擊、

偽裝攻擊等及沒有提供私密通訊所需的會期

金鑰以及成本太高等問題，以下將逐個說明其

弱點。 

3.1 無法辨識使用者 

Mishra 等人機制中為了達到匿名性而選

擇在登入時不傳送 IDi，而是將 IDi隱匿在傳送

的訊息中。在登入的階段中Ｕi僅傳遞了{Mi, TS}

給 S 並無包含 IDi，在無 IDi的情況下伺服器將



無法從存活使用者記錄表或是註冊使用者紀

錄表中找出驗證登入所需要之Ｕi的 NID 來進

行 Mi 的驗證。因此伺服器將無法辨識此次登

入要求的使用者，也就無法進行使用者的驗證，

所以此機制中的登入階段應無法進行。 

3.2 存在阻斷服務攻擊(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在 Mishra 等人機制中，認為攻擊者因不

能計算出通過驗證所需要的 Mi。要計算 Mi的

驗證需要 Xi，而 Xi中包含了 x 和 IDSC，而這

些資訊是儲存在伺服器中無法取得，所以攻擊

者無法透過取得 SCi來假冒使用者登入。然而，

本研究發現攻擊者可以利用智慧卡更換階段

中的缺陷來達到相同的效果。 

    由 3.1 節的說明可知，如果使用者在個人

登入階段不傳送 IDi，伺服器則無法驗證使用

者。故假設其機制中的登入階段需傳送 IDi，

而攻擊者 A 便可以從傳遞訊息的過程中取得

Ｕi的 IDi，接下來就可進行阻斷服務攻擊。攻

擊者 A 利用更換卡片向 S 輸入新的密碼 PWA

和隨機亂數 bA 後計算 RPWA=h(PWA||b||IDi)、

NIDA=h(bA||IDi)並要求新的 SCi註冊。在 S 收

到要求後，會用 IDi⊕h(x)來驗證使用者的 IDi

是否存在註冊使用者紀錄表。驗證通過後就計

算新的 XA及 YA的公式並寫入 SCA後，透過安

全通道傳給 A。同時刪除存活使用者記錄表內

的(NID, IDSC)更改為(NIDA, IDSC')。攻擊者 A 取

得新卡後輸入自己的生物特徵 BA，即可用原

本使用者的 IDi,和攻擊者 A 自己的密碼 PWA

和隨機亂數 bA 來進行登入。此階段完成後，

使用者便無法登入，阻斷服務攻擊成功。 

3.3 猜密碼攻擊(Password Guessing Attack) 

    在 Mishra 等人機制中，認為攻擊者 A 無

法利用 V 來驗證所猜密碼是否正確，因

V=h(IDi⊕PWi⊕b)需同時猜出正確的 IDi 及

PWi。此外，亦無法進行 Xi 和 Yi 的驗證，因

需由 Xi計算 Yi，而 Xi需同時知道 IDi及 PWi，

故其機制可抵禦離線猜密碼攻擊。然而，由

3.1 節的說明來假設其機制運作的登入階段需

傳送 IDi，而攻擊者 A 便可以從傳遞訊息的過

程中取得Ｕi的 IDi，並利用社交工程或是遺失

或偷來的 SCi 中取得Ｕi 的 Bi 例如指紋，並由

SCi取得知 h()及 L，有了這些資料便可計算出

b，可以進行離線猜密碼攻擊。攻擊者 A 首先

輸入從上述方法中取得的使用者 IDi和 Bi，由

SCi解析出 h()和L並經由 b=L⊕H(Bi)計算出b。

再猜測假密碼PWA計算V'= h(IDi⊕PWA⊕b)，

如果 V'等於 SCi 中的 V，則 PWA=PWi 成功猜

出密碼。如不相等，在重複上述計算直到成功

驗證，便猜出密碼。 

3.4 偽裝攻擊(Impersonation Attack) 

    偽裝攻擊包含了伺服器偽裝攻擊和使用

者偽裝攻擊，前者在 Mishra 等人機制中因為

無法取的偽裝伺服器所需資訊 x 和 IDSC，所以

是無法成功偽裝，可是後者卻可以成功。

Mishra 等人認為攻擊者 A 因無法取得偽裝使

用者所需要的生物識別以及密碼。然而，由

3.1 節的說明來假設其機制中的登入階段需傳

送 IDi，而攻擊者 A 就可以從傳輸訊息的過程

中取得使用者的 IDi，以及由 3.3 節的說明取

得使用者的密碼 PWA及生物特徵 BA，便可以

使用以下方法來偽裝使用者。首先攻擊者 A 輸

入取得的 IDi、BA和 PWA，然後計算要回傳給

伺服器的訊息 RPWA=h(PWA||bA||IDi)，XA=YA⊕

RPWA和 MA=h(XA||TA)，其中 TA為當前攻擊者

A 的時間戳記。當 S 收到{MA, TA}後，S 先驗

證時間戳記是否為有效時間 TA'-TA≦ΔT。驗證

通過後，S 驗證 MA=?h(h(x⊕IDSC⊕NID)||TA)，

驗證通過後，S 就會回送訊息{MS, TS}給ＵA，

因 XA和 YA皆利用正確的身份識別、密碼以及

生物特徵計算取得，MA 則通過 S 的驗證，並

接受ＵA的登入。在ＵA接收到訊息{MS, TS}，S

通過驗證，則攻擊者 A 偽裝登入成功。 

3.5 不提供會期金鑰的問題 

    會期金鑰是可用來將通訊兩方交換的資

料進行加密等安全處理，保證兩個應用間通訊



的保密性和可靠性，確保使用者與伺服器應用

之間的通訊不被攻擊者竊聽。在 Mishra 等人

機制中，並沒有提供可以做為雙方通訊時所需

要的會期金鑰，將無法去加密雙方的通訊內容，

容易遭到有心人竊取資料，而無法達到所需要

的安全性。 

3.6 伺服器儲存成本太高 

    在 Mishra 等人機制中，為了在傳輸訊息

以及 SCi 中隱匿 IDi 以達到匿名性，所以伺服

器需要儲存(IDi, IDsc)到存活使用者記錄表及

(IDi⊕h(x), NID)到註冊使用者紀錄表中。然而，

儲存大量資料會導致伺服器負擔過重的儲存

成本。而且一旦伺服器遭到破解或是入侵導致

資料流出的話便會造成極大的安全性問題，如

資料遭竄改便會發生使用者無法登入的阻斷

服務攻擊。應考慮在伺服器中不儲存資料，這

樣便能避免儲存大量的資料所造成的風險以

及成本，並提高其機制的安全性。 

 

4. 結論 

在現今資訊網路發達的時代，被廣泛應用

的智慧卡與生活已經密不可分。為了避免惡意

攻擊，一個完善的認證機制就顯得重要。

Mishra 等人提出的機制確實有效改善 Li 等人

的機制因伺服器沒有儲存使用者資料，無法驗

證使用者的重複註冊導致的攻擊。但 Mishra

等人的機制亦因儲存太多傳輸之資料，造成的

成本過高；且在輸過程無 ID 以至於無法進行

驗證。然而傳輸登入 ID 又會導致無匿名性，

並無法抵抗離線猜密碼、使用者偽裝等攻擊。

且因該機制亦無提供會期金鑰，則無法達到認

證及秘密通訊的安全性，上述等等諸多原因使

其認證機制無法抵禦攻擊。 

將來若能提出減少伺服器儲存的資料量

的智慧卡遠端認證機制，並且在換卡階段加入

新的驗證和尋找能夠成為會期金鑰的秘密訊

息，最後再重新思考如何藏匿 ID 卻不影響驗

證。便有希望達到各項安全性的要求，以確保

此項機制免於諸多惡意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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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更換密碼階段流程圖 

 

圖 5 換卡階段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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