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哥教 IT 视频课配套课件 结合视频课程学习效果更佳

www.zhougejiaoit.com

周哥教 IT www.zhougejiaoit.com
1

周哥教 IT 加解密

视频课地址：https://ke.qq.com/course/251981?tuin=a7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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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学和加解密理论的实践和应用

安全领域的重要分支和基础设施

互联网重要数据的传输需要加解密

TCP/IP 协议本身是明文的，不安全

比如登录时候用户名和密码

比如收发的电子邮件

QQ 聊天内容，曾经恐怖分子还列出一份安全 IM 工具列表

加密协议包括：https/tls/ssl 等
重要数据存储也需要加密：

NTFS的 EFS
WINRAR 的文件加密等

防止文件被篡改，也需要数字签名

https://ke.qq.com/course/251981?tuin=a7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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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解密算法的分类

对称加密

单钥密码系统的加密方法，同一个密钥可以同时用作信息的加密和解密，这种加密方法称为

对称加密，也称为单密钥加密。密钥是控制加密及解密过程的指令。对称加密中，数据发送

方将明文（原始数据）和加密密钥一起经过特殊加密算法处理后，使其变成复杂的加密密文

发送出去。接收方收到密文后，若想解读原文，则需要使用加密密钥及相同算法的逆算法对

密文进行解密，才能使其恢复成可读明文。在对称加密算法中，使用的密钥只有一个，发收

信双方都使用这个密钥对数据进行加密和解密。

对称加密算法的优点是算法公开、计算量小、加密速度快、加密效率高。缺点：密钥管理

非对称加密

非对称加密算法需要两个密钥来进行加密和解密，这两个秘钥是公开密钥（public key，简称

公钥）和私有密钥（private key，简称私钥）。

如果用公钥对数据进行加密，只有对应的私钥才能解密；如果私钥对数据进行加密，那么只

有对应的公钥才能解密。因为加密和解密使用的是两个不同的密钥，所以这种算法叫作非对

称加密算法。

A，B 用非对称加密通信：

1、A 生成一对密钥（公钥和私钥）并将公钥向其它方公开，私钥独自严格保密。

2、得到该公钥的 B 使用该密钥对机密信息进行加密后再发送给 A 方。

3、A 方再用自己保存的另一把专用密钥（私钥）对加密后的信息进行解密。A 方只能用其

专用密钥（私钥）解密由对应的公钥加密后的信息。

在传输过程中，即使攻击者截获了传输的密文，并得到了 A 的公钥，也无法破解密文，因

为只有 A 的私钥才能解密密文。

同样，如果 A 要回复加密信息给 B，那么需要 B 先公布 B 的公钥给 A 用于加密，B 自己保存

B 的私钥用于解密。

优点：密钥管理的安全性更好；缺点：加密和解密花费时间长、速度慢，只适合对少量数据

进行加密。所以一般是对称加密与非对称加密相结合。

散列算法

散列（Hash）函数对不同长度的输入消息，产生固定长度（比如 MD5 是 16 字节（128 位））

的输出。这个固定长度的输出称为原输入消息的“散列”或“消息摘要”（Message digest）。
一个安全的哈希函数 H 必须具有以下属性：

l）H 能够应用到大小不一的数据上。

2）H 能够生成大小固定的输出。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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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任意给定的 x，H（x）的计算相对简单。

4）对于任意给定的代码 h，要发现满足 H（x）=h 的 x 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

5) 对于任意给定的块 x，要发现满足 H（y）=H（x）而 y=x 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

6）要发现满足 H（X）=H（y）的（X，y）对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

应用：错误矫正，文件校验（奇偶校验，CRC，无防篡改功能），数字签名等

课程 outline

对称加密：

XOR
DES、3DES
AES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Blowfish
twofish
非对称加密：

RSA
Elgamal
背包算法

Rabin
D-H
ECC（椭圆曲线加密算法）

散列 HASH 算法：

MD5 Message-Digest Algorithm 5
SHA1 SHA2（SHA-256,512）Secure Hash Algorithm
加密运用实践

XOR

异或性质：A^0==A,A^A==0
A 为明文，B 为密文

加密：B=A^key;
解密：A=B^key;
void f(char *data, int datalen,char *key, int keylen)
{

int i;
for (i = 0; i < datalen; i++)

data[i] = (char) (data[i] ^ key[i%keylen]);
}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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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3DES

DES 全称为 Data Encryption Standard，即数据加密标准，是一种使用密钥加密的块算法。DES
算法的入口参数有三个：Key、Data、Mode。其中 Key 为 7 个字节共 56 位，是 DES 算法的

工作密钥；Data为 8 个字节 64 位，是要被加密或被解密的数据；Mode 为 DES 的工作方式,
有两种:加密或解密。

3DES（即 Triple DES）是 DES 向 AES 过渡的加密算法，它使用 3 条 56 位的密钥对数据进行三

次加密。是 DES 的一个更安全的变形。它以 DES 为基本模块，通过组合分组方法设计出分

组加密算法。比起最初的 DES，3DES 更为安全。

DES Demo
DES C demo
DES CryptoAPI demo

AES

高级加密标准（英语：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缩写：AES），是美国联邦政府采用的

一种区块加密标准。这个标准用来替代原先的 DES，已经被多方分析且广为全世界所使用，

成为对称密钥加密中最流行的算法之一。

AES 加密数据块分组长度必须为 128 比特(16 字节)，密钥长度可以是 128 比特、192 比特、

256 比特中的任意一个（如果数据块及密钥长度不足时，会补齐）

AES Demo

RSA

RSA 公钥加密算法是 1977 年由罗纳德·李维斯特（Ron Rivest）、阿迪·萨莫尔（Adi Shamir）
和伦纳德·阿德曼（Leonard Adleman）一起提出的。1987 年首次公布，当时他们三人都在

麻省理工学院工作。RSA 就是他们三人姓氏开头字母拼在一起组成的。

RSA 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公钥加密算法，它能够抵抗到目前为止已知的绝大多数密码攻击，

已被 ISO 推荐为公钥数据加密标准。

RSA 算法是一种非对称密码算法，所谓非对称，就是指该算法需要一对密钥，使用其中一个

加密，则需要用另一个才能解密。

RSA 的算法涉及三个参数，n、e1、e2。
其中，n 是两个大质数 p、q 的积（n 分解为 p，q 是数学难题），n 的二进制表示时所占用的

位数，就是所谓的密钥长度。

e1 和 e2 是一对相关的值，e1 可以任意取，但要求 e1 与(p-1)*(q-1)互质；再选择 e2，要求

(e2*e1)mod((p-1)*(q-1))=1。
（n，e1),(n，e2)就是密钥对。其中(n，e1)为公钥，(n，e2)为私钥。

RSA 加解密的算法完全相同，设 A 为明文，B 为密文，则： B=A^e1 mod n； A=B^e2 mod n；
（公钥加密体制中，一般用公钥加密，私钥解密）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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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和 e2 可以互换使用，即：

A=B^e1 mod n；B=A^e2 mod n;

使用 OpenSSL库加解密

OpenSSL（Open Secure Sockets Layer 安全套接层）是一个安全套接字层密码库，囊括主要的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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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算法、常用的密钥和证书封装管理功能及 SSL 协议，并提供丰富的应用程序供测试或其

它目的使用。由加拿大人 Eric A. Young和 Tim J. Hudson自 1995年开始编写,并产生巨大影响，

这是一个没有太多限制的开放源代码的软件包。1998 年，OpenSSL 项目组接管了 OpenSSL
的开发工作。

OpenSSL包含一个命令行工具用来完成OpenSSL库中的所有功能。Apache使用它加密HTTPS，
OpenSSH 使用它加密 SSH，但是，你不应该只将其作为一个库来使用，它还是一个多用途的、

跨平台的密码工具。

OpenSSL 采用 C 语言作为开发语言，这使得 OpenSSL 具有优秀的跨平台性能。OpenSSL 整个

软件包大概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功能部分：SSL 协议库、应用程序以及密码算法库。OpenSSL
一共提供了 8 种对称加密算法，其中 7 种是分组加密算法，仅有的一种流加密算法是 RC4。
这 7 种分组加密算法分别是 AES、DES、Blowfish、CAST、IDEA、RC2、RC5。OpenSSL 一共实

现了 4 种非对称加密算法，包括 DH 算法、RSA 算法、DSA 算法和椭圆曲线算法（EC）

OpenSSL 曾曝出严重的“心脏流血”漏洞。

OpenSSL 加解密 DEMO
RSA DEMO
运行 out32 目录中的 openssl.exe命令生成公钥和私钥：

生成密钥：openssl genrsa -out test.key 1024
生成公钥：openssl rsa -in test.key -pubout -out test_pub.key
AES DEMO

MD5

MD5 即 Message-Digest Algorithm 5（信息-摘要算法 5），用于确保信息传输完整一致。是计

算机广泛使用的哈希算法，将数据运算为另一固定长度值，是哈希算法的基础原理，MD5
的前身有 MD2、MD3 和 MD4。
MD5 算法具有以下特点：

1、压缩性：任意长度的数据，算出的 MD5 值长度都是固定的。

2、容易计算：从原数据计算出 MD5 值很容易。

3、抗修改性：对原数据进行任何改动，哪怕只修改 1 个字节，所得到的 MD5 值都有很大区

别。

4、强抗碰撞：已知原数据和其 MD5 值，想找到一个具有相同 MD5 值的数据（即伪造数据）

是非常困难的。

MD5 Demo
库文件：md5c.c/md5c.h
unsigned char digest[16];
//第一种用法:文件+内存

MD5_CTX md5c;
MD5Init(&md5c); //初始化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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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5UpdaterString(&md5c,"1234");
MD5FileUpdateFile(&md5c,"2.txt");//"56" saved in 2.txt
MD5Final(digest,&md5c);

//第二种用法:内存

MDString("123456",digest); //直接输入字符串并得出结果

//第三种用法:
MD5File("1.txt",digest); //直接输入文件路径并得出结果

文件数字签名

计算文件的 HASH 值（比如 MD5 值）

以私钥将 HASH 值加密，然后存储在文件中某个位置（比如头部或者尾部）

使用的时候，通过公钥将文件中这个位置的加密数据解密得到 HASH 值，和文件当前的 HASH
值进行比对。

匹配，则文件未被修改；不匹配，文件已被修改

对称加密+非对称加密

对称加密：快

非对称加密：慢

对称加密加密数据+非对称加密加密其密钥

Aeskey_encrypt(data)+publickey_encrypt(aes_key)==>privatekey_decrypt(aes_key)+Aeskey_decr
ypt(data)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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