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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快速入门 

1.1 签名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想一下您用钢笔在文件上签名的目的，不外乎“信任”和“责

任”。认可了您的签名真迹，也就认可了文件的内容是您签署时一

模一样的没有被篡改，同时您对签名的文件内容富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 

数字签名也一样，就有防篡改、防复制、防抵赖的特性。 

 防篡改：即利用数字签名可以明确鉴别被签名的文件是否有被

篡改。 

 防复制：您对一份文件的数字签名，不能被任何人复制到其它

文件；别人也不能伪造您的数字签名。 

 防抵赖：数字签名采用了您的数字证书——相当于电子身份证，

不能在签名后否认自己签署的文件内容和签名本身。 

1.2 什么是数字签名（电子签名） 

数字签名（又称公钥数字签名、电子签章）是一种类似写在纸上的

普通的物理签名，但是使用了公钥（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加

密领域的技术实现，用于鉴别数字信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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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签名，就是只有信息的发送者才能产生的别人无法伪造的一段

数字串，这段数字串同时也是对信息的发送者发送信息真实性的一

个有效证明。 

数字签名技术是在网络系统虚拟环境中确认身份的重要技术，完全

可以代替现实过程中的“亲笔签字”，在技术和法律上有保证。 

注意：数字签名不是扫描的手写签名、也不是矢量化的手写签

名。本质上，数字签名完全不需要手写签名的的形象图片。 

1.3 本“智慧签名”的特点 

 本智慧签名是符合国家《电子签名法》即相关标准的数字签名，

完全具备防篡改、防复制、防抵赖的特性。 

 智慧性：图面中任何修改，签名立刻消失。 

 可视化：具有传统签名笔迹，也满足设计图纸签名的需求。 

1.4 签署第一个范例“智慧签名” 

安装完智慧签名，打开 AutoCAD,在菜单“智慧签名”中点“添加

智慧签名”，输入密码“888”，然后指定签名位置和文字高度，即

可完成第一个范例智慧签名。 

1.5 体验签名的效果 

http://baike.baidu.com/view/2972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50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42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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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添加绘制一条线，或任意修改，看看签名是否立刻变成了印

刷体。 

1.6 查询签名信息 

在菜单“智慧签名”中点“查询智慧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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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签名基础操作 

2.1 智慧签名运行环境 

支持 AutoCAD 2004—2014各版本，支持Windows Xp, Win 7, 
Win8，支持 32位和 64位系统。需要注意的是在 64位操作系统

中，需要您安装的 AutoCAD也是 64位的，即不要在 64位操作系

统中安装 32位 Auto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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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智慧签名菜单 

 

 

默认菜单  专家模式菜单 

 

调出专家模式菜单的命令是：ZJMS。执行本命令后，关闭 AutoCAD
重新运行即可显示专家模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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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机器上 AutoCAD 2004‐05中不能自动加载菜单，这时只要运

行命令：ZHQM（智慧签名）即可。 

2.3 添加智慧签名的前提条件 

已经具有本软件专用的笔迹轮廓数据。该数据可能存储在以下位置： 

 专用 USB‐KEY 
 一个后缀为 SGP的文件 

当您试用本软件时，没有专用 USB‐KEY，可以自己创建笔迹轮廓数

据文件，并选用该文件。创建笔迹轮廓数据文件的菜单是“制作签

名轮廓文件>>”, 选用该文件的菜单是“选用签名笔迹文件”。 

软件安装后，在安装的文件夹中，有几个测试用的签名笔迹轮廓数

据文件如下。 

C:\Program Files\ SmartSignSafty文件夹中： 

sketch‐gj.sgp        黄蓉的签名 

sketch‐hr.sgp      郭靖的签名 

sketch‐wxz.sgp      王羲之的签名 

sketch‐gongzhang.sgp    一个公章样章 

可以通过菜单的“选用签名笔迹文件”制定以上任一个样板用于后

续签名。试用版软件安装后，默认的签名是“黄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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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制作签名笔迹文件 

正式用户由我们负责帮助您制作签名笔迹数据，并保密存储于

USB‐KEY中。 

试用用户也可以提交您的签名扫描图片，我们协助您制作签名笔迹

数据。不过，制作签名笔迹数据也不是太复杂的工作，您也可以自

己尝试。 

签名轮廓首先需要在 AutoCAD绘制为多段线（LWPOLYLINE），

不能是其他类型线条如 LINE、ARC、SPLINE等。另外，多段线中

的圆弧和拟合将被忽略。 

多段线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不封闭的。对于封闭的多段线，可

以设置为实心填充样式。 

制作好多段线签名轮廓后，调用菜单命令“制作签名轮廓文件>>”
即可按提示制作。 

 

 如果您使用数字证书，此名称需要和

数字证书的名称完全一样。 

 在图纸失效后，签名自动用此姓名的

仿宋印刷体代替。

命令: SDWM_makeSgpFile 

请输入您的姓名: Tayl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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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构成签名轮廓的多段线。 

选择对象: 指定对角点: 找到 9 个 

选择对象: 

12 

签名是否填充(Y/N)[Y]:  

请输入色彩值(0-255)[1]:  

设定文件名=< F:\智慧签名资料\taylor.sgp >。 

指定签名文字左下角: 

指定签名文字右上角: 

 

再指定右上角 

输出文件命名 

先指定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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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笔迹轮廓文件< F:\智慧签名资料\taylor.sgp >已经初步创建完

成。 

注意：请注意妥善保管您的签名笔迹文件。其他人从您签名后的图

纸中不可能获得一模一样的签名笔迹，安全的措施如下： 

一是在签名后的图纸本智慧签名的轮廓不能捕捉、任何描绘都不可

能获得完全一样的笔迹； 

二是签名笔迹不能从签名后的图纸中输出为标准 AutoCAD物体； 

三是即使从签名后的图纸中输出打印格式文件或WMF矢量格式文

件，因长度单位和精度必然变化导致以 64位浮点存贮的坐标值的必

然细微误差也不能仿制完全一样的签名； 

四是签名笔迹数据在签名后的图纸中以 1024位加密方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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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样板是非封闭多段线样式： 

 

签名轮廓为封闭多段线且填充的情况下，需要注意，对于“口”字

形需要特别处理，否则“口”字中心被填实。 

 

方法 1：用微小缝隙打开口部，如下图。 

 

方法 2：把嵌套的拆分成不嵌套的两部分，如下图（图中为了看清

拆分，故意分离，实际可以挨紧甚至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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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签名笔迹多段线的方法： 

方法 1：手写签名、扫描或拍摄成图片，然后用矢量化软件转换，

调入 AutoCAD中再转换为多段线。 

方法 2：直接在 AutoCAD中描绘，推荐命令  SKETCH。在调用

SKETCH命令之前，请先设置其绘制的为多段线（SKPOLY 命令，

输入 1）。 

详细的制作方法，请上网 Www.Summercad.Com 观看相关视频

教程。 

后，在您的签名笔迹文件制作完成后，从菜单点去“选用签名笔

迹文件”即可使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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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签名笔迹多段线的方法： 

方法 1：手写签名、扫描或拍摄成图片，然后用矢量化软件转换，

调入 AutoCAD中再转换为多段线。 

2.5【选用签名笔迹文件】 

 对于 USB‐KEY客户，安装时已明确签名笔迹数据来源于

USB‐KEY，不需要执行本命令。 

 对于无 USB‐KEY客户或试用用户，签名之前需要先设置您的

签名笔迹文件，用本命令选中后缀为 SGP的签名笔迹文件。 

 如果USB‐KEY客户尝试选用过签名笔迹，可以修改系统注册表
注
恢复使用USB‐KEY。 

2.6【添加智慧签名】 

用于在图中绘制一个智慧签名。对于试用用户，需要先设置您的签

名笔迹文件，即从菜单点去“选用签名笔迹文件”；对于 USB‐KEY
客户，需要插入 USB‐KEY。 

                                                      
注设置注册表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ummerCAD\SDWM\ 
SketchFile] 值为 ET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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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额外设置了签名密码，请按要求输入。 

若一个 DWG文件中需要签署您的多个签名，从第二个开始，可以

用 AutoCAD的 COPY命令来复制，不能用“添加智慧签名”签署

您的第二个签名。 

如果在签名时命令行提示“在个人存储区查找名为<XXX>的证书失

败!”,可以忽略。在本机未安装数字证书或 USB‐KEY内未预存数字

证书的情况下，程序自动按无证书方式签名。至于什么是数字证书，

数字证书有什么作用，请查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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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刷新智慧签名】 

若本图已绘制您的智慧签名，其后因修改图纸导致签名失效，若需

重新签名，只要用本命令“刷新智慧签名”即可。 

刷新签名时，同样需要插入 USB‐KEY或已“选用签名笔迹文件”，

留有密码的用户也需要再次验证密码。 

若图中有多人签名，也只能使本人的签名生效。 

若本 DWG文件中有多张图纸、多个签名，不能分别设置其有效或

失效。您的多个签名，只为了打印和显示需求，不是拆分图纸验证

签名的依据。 

2.8【删除智慧签名】 

若需要彻底删除图中的智慧签名，请用 AutoCAD的删除命令

ERASE。 

本命令的目的是从多人的签名中删除其中一个。因多人的智慧签名

物体是一个整体，普通删除命令不能分别删除。 

2.9【查询智慧签名】 

签名后图纸被修改后，手写签名会立刻消失，默认的方式是替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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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者姓名的仿宋印刷体（若需要让其彻底消失，可通过设置
注
）。

对于数十兆大图，为减少软件停滞，不会自动刷新，需要手工执行

重生成（REGEN）命令。 

本命令用来详细显示本图中所有签名的详细信息，包含签名人、签

名时间、数字证书详情、笔迹指纹、签名有效性等。 

 

身份确认：权威机构颁

发的证书，有效期内 

笔迹指纹不可复制

证明图纸完整性

2013-11-1 15：26：45 

签名时间 

2.10【签名密码设置与修改】 

                                                      
注 设置注册表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ummerCAD\SDWM\Pri
ntTxtFlag] 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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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安全，请设置签名密码。 

 您自己创建的签名笔迹文件的密码为空，此时可以设置新密码。 

 由开发商提供给您的 USB‐KEY或认证的签名笔迹文件的密码

为“888”，请您自行修改。 

当您使用 USB‐KEY时，修改的是该 USB‐KEY中的密码；当您使用

签名笔迹文件时，修改的是该文件中加密存储的密码。 

2.11【复制 USB 锁到当前计算机】 

使用 USB‐KEY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但为了避免频繁使用而损坏和

丢失，用户可以将自己的 USB‐KEY绑定到自己的计算机，下次签

名时不再需要插锁了。 

处于安全的需求，没有设置密码的 USB‐KEY不能复制到计算机。 

复制到计算机的签名笔迹数据是加密保存的，但为了更高安全需求，

若您想清除计算机上复制的签名数据，可以删除注册表中的以下三

项：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ummerCAD\SDWM\SG
P]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ummerCAD\SDWM\SG
PLEN]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ummerCAD\SDWM\Ske
tch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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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注册表操作是危险的，错误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不能启动

或其它错误。请确保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助操作，并且风险自担。 

注意 2：如果您还使用了存储在 USB‐KEY中的数字证书，根据安全

协议，数字证书的私钥永远不能导出，即本命令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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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按图框批量签名 

3.1 按图框签名的概念 

如果每一个 DWG文件中只绘制了一张图，您只需要在其中签署一

次，此种批量签名方式即无必要。 

当一个文件中在模型空间或布局中有多张图纸、甚至几十张图纸，

需要您为这张图纸签名几次到几十次，显然是费事没效率的。此时

即可用本方法。 

为了程序能自动明确您的签名位置，需要预先定义图框或图签与签

名之间的位置关系。条件如下： 

 每张图纸中有固定名称、确定大小的图块，且每张图纸中

这个图块仅出现一次。（这里说的每张图是指每张 A1,A2
等规格图纸，不是指一个 DWG文件） 

 为了一个公司内部统一标准，这个图框或图签图块，因统

一名称，且不会与其他图块重名。 

 这个图块和签名之间的位置关系是固定不变的。 

  提示    

 另一种方便的多图框内签名的方法就是，开始设计绘图之

前，在空图框中完成多人的签名。显然一旦绘图签名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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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了，但当全部设计完成后，每人刷新一下签名即可。刷

新的命令是菜单“刷新智慧签名”。 

 第二种方便的方法，在其中一张图中完成全部人的签名，

然后用 CAD命令复制签名即可。 

 本章的按图框签名的方法，算是第三种。 

3.2【当前图按图框批量签名】 

执行本命令，提示可能类似： 

可以以以下角色签名: (0)_设  计;    (1)_制  图;    (2)_校  

对;    (3)_审  核;    (4)_专业负责;    (5)_设计总负责;    

(6)_审  定; 

请选择需要的签名角色（输入数字）: 

因各公司图签中定义的角色不同，以上提示很可能不一样。 

提示：需要事先订制贵公司图框信息。 

如果尚未定义，不能执行按图框签名，出现上述提示。您可以按本

章后续内容来自行定义或导入图框与签名关联数据。当然，您也可

以联系销售代表，我们免费为您定制。 

3.3【多文件按图框批量签名】 

执行本命令，提示可能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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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以以下角色签名: (0)_设  计;    (1)_制  图;    (2)_校  

对;    (3)_审  核;    (4)_专业负责;    (5)_设计总负责;    

(6)_审  定; 

请选择需要的签名角色（输入数字）: 

因各公司图签中定义的角色不同，以上提示很可能不一样。 

在您输入签名角色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先选取待签名的 DWG文件，然后执行“开始签名”即可。 

如果出现签名错误， 常见的原因是该图中没有和预定义签名关联

的图框图块或图签图块，图块名必须和预定义的完全相同。另外的

可能原因有高版本 DWG文件不能被低版本 AutoCAD打开、文件

已经打开处于锁定状态不能重复打开、文件损坏、文件丢失等。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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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式签名虽然速度极快，但图纸内容是否正确，尤其图纸版

本是否正确，存在潜在的危险。签名的意义就是责任和权利。 

 因本方式签名危险性较大，本软件不保证在后续版本中继续保

留本命令。 

3.4【公司图签与签名关联定义】 

请首先阅读本章开头的“按图框签名的概念”。 

下面以范例讲解。 

 

这个区域的白色线条和文字都在

一个图块中，图块名为 THTQA1，
为设计公司内标准 

手写体的红色文字是 后的签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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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在空图中签名的位置绘制单行文字。文字内容和左侧的文

字一样，是签名者的角色；文字高度代表将来手写签名文字的高度，

应合适；字体、色彩、图层等随意。 

 

公司标准 A1图框 
图块名为 THTQA1 

26 

下图为签名区域放大图： 

 

签名区域 

第一步：

在签名的位置绘制单行文字。 

将来手写签名文

字的高度。 

文字内容是签名者的角色； 
文字高度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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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执行菜单命令“公司图签与签名关联定义”： 

选择刚才绘制的单行文字 

点一下图框块 命令: SDWM_saveATitle 

请选择一个图签图块 : 

请选择代表签名位置的文字: 

选择对象: 指定对角点: 找到 7 个 

27 

 

选择对象:  

已记录本签字栏的 7 个签名角色, 当前有 2 种签字栏。 

完成任务 

完成了上面的任务，就可以在本机上对您的图纸进行“当前图按图

框批量签名”了。 

  提示    

 若按图框图块，因有多种规格图框，就需要对不同规格图框分

别定义签名关联信息。注意不同规格图框的图块名称不能相同。

多可以定义 10种图框或图签。 

 若不论什么规格图框的图纸，图签或签名栏是独立图块，且图

块名统一，以此来定义签名关联数据更佳。 

 本定义对一个公司只需进行一次，完成后导出复制到其它机器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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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证一个文件中多种规格图纸签名位置不混乱，签名者角

色，如设计、审核、项目负责等名称，在不同规格图框或图签

中因完全相同。 

如，清华苑 LOGO是统一名称的图块，且不能什么规格图纸，签名

位置和此 LOGO图块关系确定。以此 LOGO图块来定义签名关联

数据一次即可。 

 

签名位置 

LOGO图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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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导出图签与签名关联数据】 

执行本命令，把已经完全定义好的图签与签名关联数据输出到一个

文件，文件名后缀是“.关联”。 

把此文件复制给公司全部设计师，他们在各自的电脑中执行“导入

图签与签名关联数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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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数字签名和数字证书 

4.1 电子签章法律背景 

  从法律的角度给予电子签名以传统签名、盖章同等的法律地位，

是电子签名得以广泛应用和发挥功效的前提，也是近十年来国际电

子商务立法的核心内容。 

2002年，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草案）》，国

务院决定直接将该立法的层级提高为法律。 

2004年 3月 24日，在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电子签名法（草案）》获得原则通过，随即被提交全国人大讨论； 

2004年 4月 2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第一次对该

法进行了审议； 

2004年 6月 2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再次对该

草案进行了审议； 

2004年 8月 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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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4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出台，为我国电子商务发展

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它解决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这一基本问

题，并对电子商务认证机构、电子签名的安全性、签名人的行为规

范、电子交易中的纠纷认定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相关规定，电子商务发

展中的许多问题就有了解决的依据，真正的网上交易将会逐步发展

起来，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些问题也会在发展中逐步解决，我国

电子商务将会很快走出无法可依、盲目无序的状态。 

第一，它为解决司法实践中亟待回答的问题扫清网络交易行为

的障碍提供了立法保障。承认数据电文的证明力，使参与电子商务

的交易各方受到法律的保护，扫清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运行过程中

的法律障碍。 

第二，为互联网从单纯的媒体时代过渡到全面应用时代奠定基

础。电子签名获得法律效力，意味着互联网上用户的身份确定成为

可能。使用电子签名业务的用户将不再对与其交流信息的对方一无

所知，在这个基础上，网络才有可能真正跳出媒体，充分运用到政



 

 

SmartSignSafty 

32 

务、商业、科学研究、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从而使“虚拟空间”

真正全面地与现实世界接轨。 

第三，规范网上行为，保障用户的各项权利。尽管电子签名技

术本身已能够确保其真实性，但由于网络时代的随机性和选择空间

的同时增大，加之有相对复杂的技术原理，普通人很难确知其所采

用的电子签名的可靠程度。因此，法律中有必要对电子签名的认证

过程、数据电文的传输规则、电子签名服务者的责任等问题做出规

范，以保障人们的各项权利不受侵害。 

4.2 智慧签名(SmartSignSafty)系统概述 

随着 2005年 4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正式实

施，从政策与法律层面推动了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随

着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已经成为 IT和互联网产

业不可逆转的潮流。网络上的交易需要确认双方的身份，并相互传

递资料文件，但如何确认对方身份以及确证所传输的文件是真实可

靠和不可抵赖的？这就需要对这些操作者及其所操作文件的身份进

行验证。类似于传统交易中需要签章和签名来证明文件的有效性一

样，电子交易中也需要电子签章和电子签名。并且由于加入了电子



 

 

SmartSignSafty 

33 

证书验证和加密保护，电子签章比传统的签章和签名具有更高的安

全性和保密性。 

《电子签名法》对“电子签章”的定义：泛指所有以电子形式

存在，依附在电子文件并与其逻辑关联，可用以辨识电子文件签署

者身份，保证文件的完整性，并表示签署者同意电子文件所陈述事

实的内容。一般来说，对电子签章的认定，都是从技术角度而言的。

主要是指通过特定的技术方案来鉴别当事人的身份以及确保交易资

料的内容不被篡改的安全保障措施。 

电子签章必须是以符合特定要求安全程序所制作，才能确保签

章的安全。智慧签名将依照特定安全程序制作的电子签章为安全电

子签章，以有别于一般的电子签章，并赋予法律上视为签名或盖章

的效力，从而保证文件的完整性，确保文件的真实性、可靠性和不

可抵赖性；   

智慧签名系统是一整套基于Windows平台 COM组件技术、

PKI技术、ObjectARX等高技术开发的优秀软件，采用国际规范，

整合中国专控的技术，是国内首先实现数字签名、数字水印和生物

辨认技术整合的电子签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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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签名系统（Smartsignsafty）可实现在电子文件（Word，

Excel，AutoCAD，等等）上盖章和签名，并将该电子文件绑定，

一旦文件改变（非法篡改或传输错误），将显示签章失效。智慧签

名系统可以辨识电子文件签署者的身份，确保文件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不可抵赖性。 

任何经过智慧签名系统签字、盖章的电子文件，一旦发生改动，

签章立即显示失效。这一功能是根据《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第（三）

款“签署后对电子签名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第（四）款“签

署后对数据电文内容和形式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所设计、开发

的。 

而根据《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电子签名制作数

据用于电子签名时，属于电子签名人专有”、第二款“签署时电子

签名制作数据仅由电子签名人控制”，所有经电子签章系统签名、

盖章的电子文件都忠实记录了签章人的身份和信息。智慧签名系统

结合数字证书的应用，更加决定了电子签名的不可抵赖。 

4.3 智慧签名系统服务于信息化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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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文件是通过电脑进行操作、传输、存储和处理的数字化产

物，与纸质文件相比，电子文件具有存储体积小、检索速度快、远

距离快速传递及同时满足多用户共享等优点。随着计算机和网络信

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普及，越来越多的文件直接在计算机上产生和

传输；但随着企业信息化的发展，我们在文件上签名或盖章都是用

纸质文件的形式，从而中断了信息化办公流程。 

智慧签名系统采用基于 PKI体系的安全体制，保证电子文件的

安全管理；配合电力行业其它信息平台，使文件的网络传送成为现

实，解决了电子文件保密、完整、不可否认等方面的要求。 

（1）有利于提高工作的科学性和工作效率； 

真正快速解决了内部电子公文的上传下达，根本地将领导和工

作人员真正地从繁杂、冗余的传统办公方式中解脱出来，并且节省

了巨大、提高了效率。实现了互联审批的各环节在跨行业、跨地区、

安全快捷地无纸化传递；解决了下属各机构为了盖章而东奔西跑、

效率低下的局面。 

（2）有利于强化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提高信息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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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原有办公自动化 OA系统、ERP 真正实现了它的应用价值，

原先 IT的投入进一步得到收益。 

（3）有助于加快信息化网络基础的建设，实现信息互联互通； 

确保审批流程中的真实有效性和不可抵赖性！改善了机关办公

的服务质量，改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提高了服务时效性，同时规

范了审批签章行为，为进一步扩大吸引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形象。 

4.4 智慧签名实现原理 

智慧签名系统基于PKI公钥基础体系，是国内首先实现“数字签名”

与AutoCAD ObjectARX技术紧密结合的电子签章系统。采用其签

署的电子文件具有真实性、完整性、来源可靠性和不可抵赖性，并

通过签章记录可追溯从原始签章到当前签章的全过程，有力保证了

信息安全。 

智慧签名系统主要采用了标准的RSA、HASH、SHA‐1、DES、

MD5等算法。 

RSA属于非对称加密算法（dissymmetrical encryption）。

它的原理是：通信过程中有两组密钥，即加密的密钥和解密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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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加密的密钥不同于用作解密的密钥，而且解密密钥不能根据加

密密钥计算出来（不可逆）。在这种加密算法中，加密密钥被叫做

公开密钥（public key）,而解密密钥被叫做私有密钥（private key）。

加密密钥可以公开，即陌生人可以得到它并用来加密信息，但只有

用相应的解密密钥才能解密信息。其优点在于用户不必记忆大量的

提前商定好的密钥，因为发送方和接收方事先根本不必商定密钥，

发放方只要可以得到可靠的接收方的公开密钥就可以给他发送信息

了，即使双方根本互不相识。 

HASH算法是世界公认的内容真实性认证办法，它可以对巨大

的内容（比如整个WORD文件）进行压缩并从中提取出摘要字串，

来代表原内容。只要被 HASH的对象内容发生一点改动（比如

WORD中修改了一个字，CAD中坐标的一个数字），HASH出来

的摘要字串就不相同。 

4.5 签章过程及原理 

1） 管理员将用户、印章等信息存入服务器中； 

2） 管理员授予用户创建签名的权限； 

3） 管理员给用户分配印章。 

4） 有签名权限的用户创建自己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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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户加盖印章，加盖印章时输入访问印章的密码，盖章成功后印

章与文档绑定，文档通过哈希算法产生一段数字摘要，摘要散列在

原文中。 

4.6 验证过程及原理 

验证印章时首先将文档与摘要分离，再将当前文档产生一段

数字摘要，将此数字摘要与此前分离出的数字摘要进行对比，

如果一样则说明文档没有遭到篡改，签章有效；如果不一样，

说明文档被篡改，签章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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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个字符的 
文件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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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 

加密的 
文件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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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后的文档

权威机构给签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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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包含公钥） 

分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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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 

加密的 
文件指纹 

HASH

运算 

解密的 
文件指纹 

用公钥解密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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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个字符的 
文件加签章指纹 

HASH运算 

图案 

签章 

签名有效 签名无效

相同 不同

CAD智慧签名验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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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SignSafty For Office 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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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SignSafty For AutoCAD 样板 

 

 

任何图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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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 

本软件 V2 版本验证签名时监控的内容与注意事项 

监控内容包含 AutoCAD 标准实体，即包含：直线、圆、圆弧、椭

圆、椭圆弧、多段线、网格面、实心体、面域、单行文字、多行文

字、尺寸标注、引线标注、点、图块与属性、二维面、二维实心面、

TRACE轨迹、射线、构造线、多线、图案填充。 

正多边形、矩形、螺旋线、修订云线、渐变色是上述某一种实体的

特例，自然也包含在监控范围之内。 

用 AutoCAD 内部命名详细描述如下：AcDbLine、AcDbCircle、

AcDbArc 、 AcDbPolyline 、 AcDb2dPolyline 、 AcDbSpline 、

AcDb3dPolyline、AcDbPolygonMesh、AcDbEllipse、AcDbText、

AcDbMText 、 AcDbLeader 、 AcDbRotatedDimension 、

AcDbOrdinateDimension 、 AcDbAlignedDimension 、

AcDbRadialDimension 、 AcDb2LineAngularDimension 、

AcDbDiametricDimension 、 AcDb3PointAngularDimension 、

AcDbPoint、AcDb3dSolid、AcDbBody、AcDbRegion、AcDbFace、

AcDbSolid、AcDbTrace、AcDbXline、AcDbRay、AcDbMline、AcDbHatch、

AcDbMInsertBlock 、 AcDbBlockReference 、

AcDbAttributeDefinition。 

监控内容为上述实体的坐标、尺寸和文字，但对色彩、图层、线型、

文字样式、打印样式、标注样式等特性不做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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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表格（ACAD_TABLE）、区域覆盖（WIPEOUT）
和WORD、EXCEL等软件粘贴过来 OLE物体不在签名监控范围之

内。 

另外，所有第三方开发软件的物体、即自定义实体，不在签名监控

范围之内。因第三方软件的自定义实体未共公开其内部数据结构。

为了签名安全，需要事先将所有自定义实体转换为 AutoCAD 标准

实体。一般，第三方软件都提供转换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