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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身份管理

研究

陈兵１，邹翔１，周国勇２
（１．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上海２０００３１；２．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北京１００７４１）
摘要：在网络信息化社会空间，网络身份信任已成为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各类网络在线应用的重要
基础。当今世界各国对构建一个可信的网络环境已达成广泛共识，而网络电子身份制度及基础设施的构建在
提高利用资源率、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提升用户便利、加强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具有重大优势和意义。
本文研究了世界主要国家电子身份（ｅｌＤ）管理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关键词：电子身份（ｅＩＤ）；网络身份管理；安全；隐私；网络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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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概述
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我国网民总数已经超过４．４亿，位居世界第一，庞大而活跃的网络已经形成了与现实社会相互交织的“虚拟
社会”，—方面，网络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另—方面，网王二充斥了大量黑客、病毒、木马、钓鱼网站等，网络盗窃、
虚假信息、商业欺诈、低俗及黄色内容在网上呈泛滥趋势。“网络实名制”作为一种以用户实名为基础的互联网管理方式，可以
成为保护、引导互联网用户的重要手段和制度。

１国外网络身份管理发展现状与趋势
随着世界各国电子政务的不断深入推进、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网络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尤其是
网络身份的虚拟性给商业信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将实现网络电子身份的有效管
理作为关系其未来发展的重要丁作任务。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均已制订战略发展计划积极推进该项工
作，基于电子身份标识（ｅｌＤ）实现网络电子身份管理，推进网络实名制。

１．１美国网络身份管理发展现状与趋势
１．１．１美国电子签名法案
美国的电子签名立法起步较早，《犹他州电子交易法》是涉及电子签名的第一个立法，颁布于１９９５年，并被奉为二十多个州的示范法，
这是一部“技术中立”的法案。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美国国会通过《全球和国内商业法中的电子签名法案》，并由总统克林顿以电子方式签
署为法律。它是—项重要的电子商务立法，其突出特点是，采纳了“最低限度”模式来推动电子签名的使用，不规定使用某一特定技术。
１．１．２美国相关国家战略ｍ

●一

２１

美国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起采用了联邦雇员身份卡（个人身份认证卡），发卡总数将会达到３０００万到４０００万。美国“智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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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战略研究中心（ＣＳＩＳ）向其提出了“针对网络安全建立完整

子政务之中。

的国家安全策略”的报告，其重点是对网络空间的身份管理，

２００５年４月ｌｌ １３，法国总理拉法兰在内阁会议上宣布，

尤其是针对网络基础设施（信息和通信技术、能源、政府服务）

同意内政部提交的全国电子身份与安全计划，决定启动电子身

建议适用强制性要求。

份认证技术的信息化工程。电子身份卡的芯片将存储持卡人

２０１０年５月，美国白宫提出《美国２０１０年国家安全战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强调：网络安全威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是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经济挑战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
２０１０年６月，美国白宫提出了《可信网络身份国家战
略》（ＮＳＴＩＣ，ＤＲＡＦＴ

的生物认证数据及相关信息，包括２个指纹图像、正面照片
及驾照和纳税号码等，公民可凭卡方便地接受电子政务及电子
商务服务。电子身份卡拟于２００７年推广，约需２亿欧元的资
金投入。该计划经国家信息科学与自由委员会补充并在６月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ｒｕｓｔｅ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呈交部长委员会审批后，将由议会进行讨论。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６日，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ｅｅ）报告，该战略定义和倡导一种支持可信网上环境

根据４个月的全国讨论．法国互联网权利论坛公布了《法国电

的身份标识生态系统（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即网络身份管理系

子身份证项目报告》，这份报告的重点之·是强调保护用户的

统，指出其行动的执行要求联邦政府继续提供领导，协调与

隐私以及信息安全。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１日，法国《电子签名及安

合作，以便加强数字身份的安全性。

全框架策略（版本２）》发布，旨在为电子政务服务提供一套
安全的电子签名、电子认证框架体系。

１．２欧盟及其成员国发展现状与趋势

１．２．４德国发展现状与趋势

１．２．１欧盟发展现状与趋势

德国早在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６日就公布了《德国电子签名框架

欧盟已发布欧盟关于建立电子签名共同法律框架的
指令（ＥＵ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条件法》ｏ德国对电子签名效力的规定严格遵循了技术中立性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的原则，没有对某一特定签名技术单独作出规定，《德国电子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ｌ９９９）、隐私与电子通信指令（２００２）。从政策层面、

签名框架条件法》中分别规定了“先进电子签名”和“合格电

基础设施层面、适用层面等方面规范电子身份认证路径、电

子签名”。“先进电子签名”是指那蝗只分配给钥匙持有人的、

子签名效力、保护拥有者隐私权益，提出ｅＩＤ管理需要公共

持有人能够辨别的并单独控制的媒体所生成的电子签名，以

授权，并可以适用于电子政务、电子医疗、电子商务等领域。

及通过与其相联系的数据，以可以识别数据事后改变的方式

ｏｎ

ａ

欧盟为推行其电子政务计划，提供跨界的公共服务，围

相结合的电子签名。从法律效力上看，“先进电子签名”主要

绕欧盟ｉ２０１０电子政务行动计划，２００６年发布了《２０１０年泛

用于识别签名人的身份并表明其认可所签署文件的内容。“合

欧洲ｅｌＤ管理框架路线图》（Ａ

格电子签名”则是指其生成时以有效合格证书为基础或者以安

ａ

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２０１０），２００９年发布《欧盟电子身份管理行

ｅＩＤＭ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ｂｙ

动报告》（Ｒｅｐｏｒｔ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ｌＤＭ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２００９），提出欧洲电子身份管理的倡议，要求提高跨境身份证
明和跨境身份资源的可用性。

中具有与亲笔签名相同的效果。”
德国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开始启用新的电子身份证。电子身份

１－２．２比利时发展现状与趋势

证同旧的身份证一样，印有本人的数码照片及生Ｅｔ住址等，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同是新的电子身份证内含Ｒ ＦＩＤ芯片，可以存储本人的数码照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Ｒｅｇｉｓｔ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片、两个指纹及一个可选的ＰＩＮ码，含有用于个人身份识别的

２００１年，比利时内阁赞同由内务部（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负责ＲＲＮ（Ｒｉｊｋｓ

全签名制成单位生成的先进电子签名。该法第六条第二项明
确规定：“如果法律没有其他规定，合格电子签名在法律交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０３年４月，比利时正式启动了电

１７个要素，如：姓名、学位、地址、艺名、序列号、签发１３期

子身份证ｅｌＤ【３１。２００４年政府决定实施“普遍使用电子身份

和地点等。根据持卡人的要求，新证件的芯片中还可以存储

卡”的政策，从２００５年６月开始，证卡在所有试点市全面发

持卡人的签字，可用于电子证书、协议的签署。

行。迄今为止，电子身份卡已被当作官方身份证明和欧洲旅行

１．２．５英国发展现状与趋势

证件使用，并发行有专门针对儿童的身份卡。截止到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６年，英国通过了《身份证法案》（《身份卡议案》）

１月，电子身份证使用人数已超过８００万，占目标应用人群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９０％以上。

申请或更换护照，必须将其姓名及其详细资料输入全国身份

１．２．３法国发展现状与趋势

登记部门。英国身份卡将存储三种生物特征：虹膜扫描、指

Ｃａｒｄ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６），规定英国公民在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前

法国ｅｌＤ集成了认证和电子签名模块。目前实施电子身份

纹以及数字化照片，诸如姓名、出生日期等个人信息都将包含

卡具有标准化和高度安全电子签名功能，适用于整个国家的

在该卡中，同时其后台系统中将包含一个全新的国家身份注册

ｅＩＤ。该证卡的使用已经不仅局限在交易领域，现已应用于电

系统及惟一的身份号码。英国政府希望通过电子身份证制度

６

．

／捌１．０３

的实施，实现打击诈骗、非法移民、防止骗取津贴、偷窃身份、

韩国行政安全部表示。身份证里载有个人信息芯片的《居

防止未成年人饮酒及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等目标。英国时任首

民登录法》修改案若获得韩国国会批准，韩国政府将可以从

相布莱尔曾称电子身份证制度是“现代社会的管理方式”。

２０１３年起发放电子身份证。报道称，韩国将要发放的电子身

《身份证法案》规定，实施身份证计划的职责由负责法律

份证在表面上只标记姓名、出生年月、发行号码、照片等基

和秩序的英国内政部承担。２００６年４月，英国成立了身份和

本信息，并在Ｉｃ芯片上写入了身份证号码和指纹等敏感信息。

护照服务处（ＩＰＳ），作为内政部的执行机构来运行公民身份系

电子身份证的个人信息里面将增添出生年月、性别、移居外国

统。身份和护照服务处负责执行该计划的官员，需要取得安

国民标注、发行号码、有效期限等７项内容。同时，在Ｉｃ芯

全许可证；法案还委任了一个独立的专员来监督计划的运行，

片里面将搭载能够辨别身份证伪造与否的安全装置。报道称，

向议会提交该计划工作的年度报告；同时英国各地成立了相当

韩国行政安全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防止日益增加的身份证

数量的注册中心来办理申请身份证的业务。

伪造犯案，和保护韩国围民的个人信息，韩国政府决定引进电

１．３亚洲发展现状与趋势

子身份证制度。

１．３．１日本发展现状与趋势

１

１４澳大利亚发展现状与趋势

２０００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了《电子签名及认证业务的法律》

澳大利亚政府很早就认识到互联网所带来的机遇，并且

及其与之相配套的《电子签名法的实施》、《电子签名法有关指

将电子政务作为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重要Ｔ具。自１９９６

定调杳机关的省令》和《基于商业登记的电子认证制度》、《政

年３月起，澳大利亚政府普遍提高了对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

府认证基磐》（公共密钥）等相关法律，并于２００１年４月１日

并且于１９９７年９月成立信息经济国家办公室，负责在信息经

起开始生效。该法涉及电子签名的立法原则、宗旨、电子签名

济问题方面进行协调并提供全国性的领导。国家信息经济办

的种类与效力、认证机关的职能及其认定条件、承认外国认证

公室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扶助电子商务，充

机关颁发之电子证明书的效力问题，指定调杏机构的标准，以

分发挥电子政务的催化剂作用ｆ５】。

及对电子签名犯罪的惩罚等，旨在规范日本电子商务活动并提

澳大利亚基于ＰＫＩ的公民身份卡的倡议已成为电子政务

供法律依据，确保信自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跨境电子商务交

的核心部５－）－０几乎每个公民都拥有了一张“电子身份证”。许

易的发展创造条件。

多私人以及公共部门都发行了可以被用作公民身份卡的标记

日本一项关于ｅｌＤ进展的报告显示：新的Ｅ－Ｊａｐａｎ战略聚

物，尤其是２００４年之后生产的手机，２００５年之后发布的银

焦于医疗保健和电子政务方面的ＩＴ技术应用，其目的在于所有

行卡和推出的医保卡以及公务员服务卡。２０１０年，昆士兰警

电子政务都将通过一个由中央政府准备的，单独、常驻的注册

务署将成为首个在内部采用创新型解决方案来增强存取安全

卡来访问。该常驻的注册卡可提供电子签名和担当护照角色。

和提高运作管理的警察机构，采用新型电子身份卡。

１．３．２新加坡发展现状与趋势

解决安全、身份验证与保密性的问题是发展电子商务的

新加坡于１９９８年６月通过了其《电子交易法》ｏ该法的

关键，澳大利亚采用了公共密钥技术（ＰＫＩ）。制定联邦政府

特点是充分借鉴、吸收了外国的立法经验，对数据电文、电子

通用的ＰＫＩ标准，确保数字身份认证和更安全的网ｌｚ交易。

签名、电子商务合同和认证机构等电子交易中的重点问题都

在２０００年１１月，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以提升在线服务，主

进行了规定，是一部极具先进性和科学性的法律。新加坡《电

要包括以客户为中心重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网站，提高安

子交易法》赋予数据电文和电子签名与书面形式和传统签名

全性和隐私性管理，以及加速采纳电子支付等。

同等的法律效力，该《电子交易法》的第６章和第７章是关于
电子签名的规定。“它也是折衷式立法的典型，能够把技术特
定和技术中立方案的优点有机地结合起来。”该《电子交易法》

２中国网络身份管理发展现状与趋势
２．１国家各部委进展情况

的先进性和科学性突出表现在，它充分地借鉴了国际上比较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８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通行的电子交易规则，积极地与国际标准接轨，从而保障了本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

国企业进行跨国电子交易的安全。这种顺应国际潮流的立法

下简称《电子签名法》），该法自２００５年４月１日起施行。这

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电子商务的全国性正式立法。《电子签名法》

１．３．３韩国发展现状与趋势

规定了以下几方面内容：（１）确立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２）

韩国政府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起实施互联网实名制。在韩国网
民的网络留言、建立和访问博客时，必须先登记真实姓名和身

份证号通过认证方认可。该认证方由与政府有关的公司担任。
实名制的应用带动了网上银行、网络消费等网络产业的发展。

对数据电文作了相关规定；（３）设立电子认证服务市场准入制
度；（４）规定电子签名安全保障制度。
２００４年。中国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
校园网络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在高校教育网实施网络

——７

实名制，并成为中国教育部对中国高校进行审核的重要依据。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８日，《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

护管理条例》，规定从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起，发帖、写博、网
游要提供有效身份证明。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基础设施和技

办法》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第十二次部务会议审议通

术支撑平台，实际实施效果经媒体测评，该法规形同虚设。

过，自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０日起施行。原信息产业部令第３３号规定：

２．３相关建设基础

非经营｜生网站要办理非营业性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备案证。

居民网络电子身份管理工作一直受到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２００５年２月，原信息产业部会同有关部门要求境内所

２０００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现国家发展改革委）文件《关

有网站主办者必须通过为网站提供接入、托管、内容服务的

于互联网络电子身份认证管理平台建设的批复》中要求：“该

ＤＣ、ＩＳＰ来备案登记。无论是企、事业单位网站，还是个人

项目在公安部主持下，以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为主具体承担，建

网站，都必须在备案时提供有效证件号码，否则将被限时关闭。

设互联网电子身份认证平台并制定相关标准”。公安部第三研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９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究所通过该项目完成的互联网电子身份认证平台示范ｔ程及

１

十五讲专题讲座，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
主任王晨从当前我国互联网发展和管理现状、互联网发展趋

标准草案‘为公安机关对互联网上的身份管理做了有益的尝试，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信息安全标准体系奠定了基础。”

势和面临的主要挑战、进一步推动我国互联网科学健康有序
发展等三个方面作了详细讲解。在这次讲座中，国新办首次透
露此前已在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取消新闻跟帖“匿名
发言”功能，并称取得实效。同时，这也是国新办首次公开确
认我国正在积极探索及推动论坛等各种网络互动环节的普通
用户实名制。
２０１０年，国家各部委对网络实名制的法规更是频繁密集出
台，７月１日国家工商总局颁布了《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
为管理暂行办法》（“网店实名”）；８月１日，国家文化部颁布
的《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网游实名”）；９月１日，工信部
宣布推进实施“手机实名制”时间表，并在２０１０年底出台《通
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９月２６日，国家财政部颁布的《互联
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彩票实名制”）（财综１２０１０１８３号）。

２．２地方相关进展情况
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各地的网吧管理部门要求所有在网吧上
网的客户必须向网吧提供身份证，实名登记，以及办理一卡通、
Ｉｃ卡等，理由是防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国家发展改革委项目“公安信息系统公钥基础设施与授权
管理体系应用示范工程（１２０３工程）’’是目前国内政府行业中，
使用范围最广、用户群最大的电子身份认证系统，开创了电子
身份与公安业务以及应用系统相结合的成功范例，项目形成了
一整套国内领先、完整的标准和管理规范体系，共制定１１个
行业标准及２个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年８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实
施信息安全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网络真实身份管理系统产业化
项目》，为居民电子身份证提供了政策和经济支持。目前项目
开始启动，相关的标准制订工作正在进行中。指出“开展互联
网用户身份认证工作，是加强互联网身份管理、推动互联网
实名制的有益尝试”，“以上海社保卡（市民卡）升级换代为契机，
开展互联网身份认证，实现网民真实身份与网上虚拟身份的
关联对应，有利于规范网民上网行为，加强互联网安全管理，
可以为构建网络诚信体系提供有力支持”。

３小结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３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了《互联网电子
网络既然成了社会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么通

邮件服务标准》（征求意见稿），首次提出实名制并且强调电子
邮件服务商应要求客户提交真实的客户资料，该资料将是判

过网络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也就应该服从整个社会活动秩序。

断邮箱服务归属的标准。９月２６日中国共产党团中央所主管的

基于“实名制”的网络身份管理基础设施是社会交往和社会

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成立了游戏专业委员会，并决定在今后一

活动的基础，是网络环境下整体社会诚信体系建立的必要

年里。建立中国青少年全国游戏玩家俱乐部，为网络游戏中

条件。◆（责编岳逍远）

实施实名制打下基础。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于１９９９年制定了《电子交易法令》，
用以促进香港电子商务的发展。我国台湾地区也于２００１年１０
月３１日通过了《电子签章法》，并于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日正式实施的《广东省电子交易条例》对电子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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