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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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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是国家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实施的重要环节之一。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特点,
传统的身份认证方式已无法适应网络用户应用的需求,而网络身份认证存在着认证方式多种多样、身份
信息真假难辨等弊端,并引发了数据泄露、身份冒用、隐私传播等新的安全问题,甚至威胁到了国家安全。
为此，亟需从标准化角度开展研究,构建安全、便捷、统一的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技术框架,为在网络空间
标识居民身份和认证提供安全保障,为提高我国网络身份管理水平、实现网络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
支持。
为了从国家层面构建网络身份管理体系,建立安全、便捷、统一的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技术框架,从而
推动建立不同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安全、合理、有序共享使用用户身份信息机制,构建网络可信身份服
务生态环境,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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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整体技术框架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整体技术框架,规定了居民身份网络认证系统的组成、业务功能和
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居民身份网络认证系统的设计、开发、集成、测试和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A/T XXXX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通用术语
GA/T XXXX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网络可信凭证和网络标识格式要求
GA/T XXXX.1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1部分：认证分级
GA/T XXXX.2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2部分：服务接口要求
GA/T XXXX.3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3部分：信息获取控件接口要求
GA/T XXXX.4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4部分：人脸图像采集控件技术要求
GA/T XXXX.5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5部分：人脸比对引擎接口要求
GA/T XXXX.1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信息采集设备 第1部分：居民身份证开通网证读卡器
GA/T XXXX.2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信息采集设备 第2部分：自助开通网证设备
GA/T XXXX.3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信息采集设备 第3部分：批量开通网证设备
GA/T XXXX.4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信息采集设备 第4部分：移动终端安全技术要求
GM/T 0054-2018 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A/T XXXX《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通用术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则
4.1 系统框架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系统由网证管理客户端、网证应用系统、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三部分组成。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系统整体技术框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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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证管理客户端
（见5.1）
标准11
标准12

标准10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
（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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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证应用系统
（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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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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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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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特征验证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标准2

标准4

通用术语
整体技术框架
网络可信凭证和网络标识格式要求
认证服务 第1部分：认证分级
认证服务 第2部分：服务接口要求
认证服务 第3部分：信息获取控件接口要求
认证服务 第4部分：人脸图像采集控件技术要求
认证服务 第5部分：人脸比对引擎接口要求
信息采集设备 第1部分：居民身份证开通网证读卡器
信息采集设备 第2部分：自助开通网证设备
信息采集设备 第3部分：批量开通网证设备
信息采集设备 第4部分：移动终端安全技术要求

图1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系统整体技术框架
在居民身份网络认证系统整体技术框架中,居民用网证证明身份,网证贯穿于居民身份网络认证的
所有业务流程中：
a) 网证开通申请：居民通过网证管理客户端与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协同交互完成网证开通
申请；
b) 网证下载申请：居民开通网证后,通过网证应用系统与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协同交互完
成网证下载申请,把网证下载并存储到网证应用客户端；
c) 身份认证：居民在网证应用系统中,办理需要核验身份的业务时,通过出示存储在网证应用客户
端的网证,根据业务需求可同时附加人脸图像或网证口令等信息,由网证应用系统提交到居民
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核验居民身份的正确性；正确性核验通过后,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
统向网证应用服务端下发验证结果和居民身份网络标识；
d) 网证管理业务申请：居民通过网证管理客户端到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进行网证注销、网
证冻结、网证解冻和网证口令重置等操作,实现对网证的管理。
4.2 网证管理客户端
网证管理客户端由硬件和软件组成。硬件形态可以是移动终端,或外接居民身份证件阅读器的计算
机,或自助开通网证设备,或批量开通网证设备等；软件是运行在硬件上用于采集网证管理所需信息的应
2

GA/T XXXX—XXXX
用程序,该应用程序一般包含人脸图像采集控件。网证管理客户端具有网证开通、网证冻结、网证解冻、
网证注销和网证口令重置等功能。
4.3 网证应用系统
网证应用系统由网证应用客户端和网证应用服务端组成。网证应用客户端由软、硬件组成,硬件形
态一般是移动终端或计算机；软件是运行在硬件上用于采集网证下载和身份认证所需信息的应用程序,
该应用程序一般包含人脸图像采集控件和信息获取控件。网证应用服务端由应用程序服务器、签名验签
服务器和存储居民身份网络标识的数据存储设备组成。
4.4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由网证管理服务接口、网证应用服务接口、签名验签、业务服务和数据
存储等功能组成。其中业务服务包括网证管理、标识管理、网证验证、人脸验证、身份信息核验和身份
信息验证等功能模块；数据存储包括网证和居民身份网络标识的存储。
5 业务功能
5.1 网证管理客户端
5.1.1 网证开通
居民通过网证管理客户端的网证开通功能,在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申请生成网证。开通网证
时,居民需要出示居民身份证件,采集人脸图像,输入手机号码和设置网证口令,这些信息的提交可以根
据网证管理客户端的界面提示进行操作。
5.1.2 网证冻结
居民通过网证管理客户端的网证冻结功能,可以对在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已经生成的网证进
行冻结,冻结后此网证进入不可用状态,后续可以通过解冻操作恢复到可用状态。冻结网证时,网证客户
端读取居民身份证件信息或读取网证信息并采集人脸图像,提交到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
5.1.3 网证解冻
居民通过网证管理客户端的网证解冻功能,可以对在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已经冻结的网证进
行解冻,解冻后此网证恢复可用状态。解冻网证时,网证客户端读取居民身份证件信息或读取网证信息并
采集人脸图像,提交到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
5.1.4 网证注销
居民通过网证管理客户端的网证注销功能,可以对在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已经生成的网证进
行注销,注销后此网证直接失效,不可恢复。注销网证时,网证客户端读取居民身份证件信息或读取网证
信息并采集人脸图像,提交到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
5.1.5 网证口令重置
居民通过网证管理客户端的网证口令重置功能,可以对在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已经生成的网
证口令进行重置。网证口令重置时,网证客户端读取居民身份证件信息或读取网证信息、采集人脸图像
和设置网证口令,提交到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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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网证应用系统
5.2.1 网证应用客户端
网证应用客户端是网证应用系统面向居民用户的客户端,主要功能是接收居民的网证下载或身份认
证请求,采集网证下载或身份认证所需的信息,并把相关信息转发给网证应用服务端；接收网证应用服务
端转发的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的返回结果,并展示给居民或引导居民进行网证应用系统的相关业
务操作。
5.2.2 网证应用服务端
网证应用服务端是网证应用系统的后台服务,主要功能是对网证应用客户端发送的数据包按照居民
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服务接口要求进行组包和签名,并转发给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对居民身
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返回的数据包进行验签和解析,并把结果转发至网证应用客户端。
5.3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
5.3.1 网证管理服务接口
网证管理服务接口主要与网证管理客户端进行数据交互,实现协议的解析、签名验签以及业务服务
的分发和调度等功能。
5.3.2 网证应用服务接口
网证应用服务接口主要与网证应用系统服务端进行数据交互,实现协议的解析、签名验签以及业务
服务的分发和调度等功能。
5.3.3 签名验签
提供签名和验签服务,验证数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5.3.4 业务服务
5.3.4.1 网证管理
根据网证管理服务接口接收的功能请求,完成网证的生成、下载、注销、冻结、解冻和口令重置等
功能。
5.3.4.2 标识管理
完成居民身份网络标识的生成、查询、更新和删除等功能。
5.3.4.3 网证验证
验证从网证应用服务接口接收的网证是否与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存储的网证一致。
5.3.4.4 人脸验证
验证从服务接口接收的人脸信息是否与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存储的信息匹配。
5.3.4.5 身份信息核验
在网证开通环节,核验从网证管理服务接口接收的身份证件信息是否与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
存储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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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6 身份信息验证
在身份认证环节,验证从网证应用服务接口接收的除网证和人脸信息之外的信息是否与居民身份网
络认证服务系统存储的信息相匹配。
5.3.5 数据存储
实现网证和居民身份网络标识等业务数据存储。
6 技术要求
6.1 一般要求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系统业务功能的具体技术要求应符合GA/T XXXX《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网络可信
凭证和网络标识格式要求》、GA/T XXXX.1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1部分：认证分级》、
GA/T XXXX.2《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2部分：服务接口要求》、GA/T XXXX.3《居民身份网
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3部分：信息获取控件接口要求》、GA/T XXXX.4《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4部分：人脸图像采集控件技术要求》、GA/T XXXX.5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5部分：人
脸比对引擎接口要求》、GA/T XXXX.1《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信息采集设备 第1部分：居民身份证开通
网证读卡器》、GA/T XXXX.2《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信息采集设备 第2部分：自助开通网证设备》、GA/T
XXXX.3《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信息采集设备 第3部分：批量开通网证设备》和GA/T XXXX.4《居民身份
网络认证 信息采集设备 第4部分：移动终端安全技术要求》。
6.2 网证管理客户端
网证管理客户端技术要求如下：
a) 网证管理客户端集成的人脸图像采集控件应符合 GA/T XXXX.4《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 4 部分：人脸图像采集控件技术要求》的要求；
b) 网证管理客户端硬件设备根据实际形态应满足：
1) 居民身份证开通网证读卡器应符合 GA/T XXXX.1《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信息采集设备 第
1 部分：居民身份证开通网证读卡器》的要求；
2) 自助开通网证设备应符合 GA/T XXXX.2《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信息采集设备 第 2 部分：
自助开通网证设备》的要求；
3) 批量开通网证设备应符合 GA/T XXXX.3《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信息采集设备 第 3 部分：
批量开通网证设备》的要求；
4) 移动终端应支持网证的安全存储,应符合 GA/T XXXX.4《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信息采集设
备 第 4 部分：移动终端安全技术要求》的要求。
6.3 网证应用系统
6.3.1 网证应用客户端
网证应用客户端技术要求如下：
a) 网证应用客户端集成的信息获取控件应符合 GA/T XXXX.3《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
3 部分：信息获取控件接口要求》的要求；
b) 网证应用客户端集成的人脸图像采集控件应符合 GA/T XXXX.4《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 4 部分：人脸图像采集控件技术要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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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网证应用客户端移动终端形态的设备应符合 GA/T XXXX.4《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信息采集设备
第 4 部分：移动终端安全技术要求》的要求。
6.3.2 网证应用服务端
网证应用服务端技术要求如下：
a) 应通过网证应用服务接口与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交互,实现网证下载和身份认证。接口
协议应符合 GA/T XXXX.2《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 2 部分：服务接口要求》的要求；
b) 应提供存储区域,存储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下发的居民身份网络标识。
6.4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
6.4.1 网证管理服务接口
网证管理服务接口技术要求如下：
a) 应能实现协议的解析；
b) 应能调用签名验签服务对交互数据进行签名和验签,实现对请求的合法性验证；
c) 应能进行业务服务分发和调度。
6.4.2 网证应用服务接口
网证应用服务接口技术要求如下：
a) 应能实现协议的解析；
b) 应能调用签名验签服务对交互数据进行签名和验签,实现对请求的合法性验证；
c) 应能进行业务服务分发和调度；
d) 应符合 GA/T XXXX.2《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 2 部分：服务接口要求》的要求。
6.4.3 业务服务
业务服务技术要求如下：
a) 应提供网证管理、标识管理、网证验证、人脸验证、身份信息验证和核验等功能；
b) 人脸验证中的人脸比对引擎应符合 GA/T XXXX.5《居民身份网络认证 认证服务 第 5 部分：
人脸比对引擎接口要求》的要求。
6.4.4 数据存储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应实现网证和居民身份网络标识安全存储,应有灾备机制。
6.4.5 系统安全
居民身份网络认证服务系统应符合GB/T 22239-2019和GM/T 0054-2018中的第三级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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