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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理性安全多方计算中,公平性是指理性参与者要么同时得到计算结果要么同时得不到. 理性协

议下的纳什均衡可以保证公平性. 然而对理性参与者来说,最优的公平性是同时得到计算结果. 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必须引入新的均衡概念和公平性模型. 根据理性协议中的参与者是否共同执行同一协议而构建
一个网络,在网络中,理性参与者期望获得一个较好的声誉. 因为好声誉可以带来较高的效用函数,而理性参
与者的动机正是最大化其效用函数. 为了体现声誉对效用函数的影响,首先研究了理性两方公平协议,将声
誉引入到效用函数定义中,提出了 cooperation-utility 的概念. 在该效用函数定义下,理性两方公平协议达到
纳什均衡,并且理性参与者同时得到计算结果. 此均衡对应最优公平性,称之为合作公平均衡(cooperate fair
equilibrium, CFE). 为了研究理性多方公平协议下的 CFE,借鉴模块化的思想,构建了理性公平模型: 将一个
理性多方公平协议分成若干子模块,每个子模块是一个理性两方公平协议. 最后证明,如果效用函数是
cooperation-utility,理性多方公平协议可以达到 C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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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ational multi-party computation, fairness means either all rational parties learn the computation
results, or no party gets anything. Their ultimate goal is to learn the results. However, Nash equilibrium cannot
reflect this point. New equilibrium must be introduced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network according to whether parties execute the same protocol. Cooperation is the motivation for rational par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tocols. If both parties cooperate, then the utility under this scenario is defined as
cooperation-utility, under which rational two-party fair protocol reaches Nash equilibrium and both parties learn
the results. This Nash equilibrium, called cooperate fair equilibrium (CFE), can correctly reflect the ultimate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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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ational parties. For the case of rational multi-party fair protocol, we borrow the idea of modularization and
propose the notion of rational fair model. The protocol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sub-protocols, which are rational
two-party fair protocols. Consequently it is proved that if the utility function is cooperation-utility, and rational
multi-party fair computation can reach CFE.
Key words: rational secure computation; utility function; fairness equilibrium; modularization; game theory

1

引言
姚 期 智 先 生 在 FOCS1982 中 提 出 的 “ 百 万 富 翁 ” 问 题 , 开 创 了 安 全 多 方 计 算 (Secure Multi-Party

Computation, SMPC)领域研究的先河[1]. Goldwasser[2]曾经预言: “安全多方计算领域的今天, 就像 10 年前的
公钥密码学. 它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且蕴含丰富的理论, 其实际应用刚刚开始, 但必将变成计算王国的支
柱.” 在 SMPC 计算过程中, 由于参与者的诚实性不能保证, 安全性的实现必须考虑某些非诚实参与者(敌
手)的欺骗行为, 例如提供虚假输入、虚假身份以及恶意终止协议等. 根据敌手能力不同, 可分为半诚实敌
手、恶意敌手和隐蔽敌手. SMPC 最基本的安全性是在敌手存在情况下, 满足正确性(Correctness)、隐私性
(Privacy)、输入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inputs)、确保获取输出(Guarantee output delivery)及公平性(Fairness).
其中, 公平性是指当协议结束后, 要么协议参与方都能得到所期望的协议输出, 要么都得不到所期望的协
议输出. Cleve 在 STOC 1986 中指出当恶意参与者占大多数时, SMPC 不可能实现公平性[3].
这一结论直接引发SMPC的很多后续工作 [4–7], 尤其是两方安全计算(Secure Two-Party Computation,
STPC)协议中不考虑公平性实现问题. 然而, 公平性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例如, 在两方电子合同签署协
议中, 如果一方接收到合同而另一方没有, 就会破坏协议的公平性, 导致双方无法正常签署合同. 为了实
现公平性, 文献[8–10]提出了较弱的公平性概念, 文献[11–13]使用了较强的通讯信道, 例如物理信封和投
票箱等. 理性计算将博弈论和多方计算结合起来, 开辟了实现公平性的新思路[14–17]. 本文首先研究了两个
理性参与者的情形, 根据他们参与协议的动机, 重新刻画效用函数定义,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作公平均衡
的概念(cooperate fair equilibrium, CFE). 然后将两方协议扩展到多方协议, 为了研究理性多方公平协议下
的CFE, 根据模块化的思想[18], 提出了理性公平模型(rational fair model, RF model)的概念并分析了理性两
方公平协议的CFE与理性多方公平协议的CFE之间的关系.

2

相关工作和主要结论

2.1 相关工作
很多国内外学者注意到理性协议中的公平性问题, 并在多种框架下研究了公平性的实现 [14–17,19].
Ong

[20]

等人讨论了大多数理性参与者和少数诚实参与者情形下的公平性. 他们假设有少数 k 个诚实参与

者, 其中 k 比秘密分享门限 t 小很多, 剩余的都是理性参与者. 他们证明协议满足较强的均衡—颤抖手完
美均衡(Trembling hand perfect equilibrium). Asharov 等人[16]给出了博弈论框架下公平性的定义和公平性渐
进释放(Gradual release)的性质, 证明了渐进释放性质与理性公平计算的等价性. 然而文献[16]的协议在正
确性和公平性实现方面具有局限性. 针对这种局限性, Groce 和 Katz[17]对其进行了改进. 他们指出文献[16]
的协议之所以不能达到公平性, 是因为效用定义本身就不公平. 文献[17]的协议在理想和现实模型下, 分
别讨论了 Fail-Stop 和 Byzantine 情形下理性公平协议的实现问题. 他们证明, 如果在理想世界下计算函数
是一个严格纳什均衡, 那么在现实世界下, 就可以构造一个达到贝叶斯严格纳什均衡(Bayesian strict Nash
equilibrium, BNE)的理性公平协议.
Wallrabenstein 和 Clifton[21]在文献[16]的基础上对理性两方计算中的公平性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他
们指出, 虽然文献[16,17]从博弈论的角度定义了隐私性、正确性和公平性, 并且后者还得出了关于公平性
正面的结论, 但是他们的框架仅考虑了完美信息下的扩展博弈中的可计算纳什均衡. 目前, 理性公平协议

李

涛 等: 理性多方公平计算的模块化研究

401

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彭长根等人[22]给出了理性秘密分享的一般形式化描述. 他们考虑了理性参与
者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性参与者混合偏好模型, 结合博弈论中的机制设
计理论, 设计了一个激励相容的信誉讨价还价机制, 实现了公平的分布式理性秘密分享机制. 张恩和蔡永
泉[23]分析了传统安全两方计算协议中的不公平性和不稳定性, 构建了理性两方计算协议的博弈模型, 最终
能公平正确地实现协议.
2.2 主要结论
理性公平协议中参与者效用函数的定义来源于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game, PD)博弈[24], 与 PD
博弈中参与者的动机类似, 协议中的理性参与者也希望优化他们的效用. 以往文献研究的思路如下: 将理
性公平协议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个混合模型(Hybrid model), 假设其中有一个可信方, 它负责将
计算结果的份额发送给理性参与者; 第二阶段是理性参与者交换份额的过程. 参与者发送份额看作 PD 博
弈中的合作策略(Cooperate, C); 反之, 看作是背叛(Defect, D)策略. (后续章节中, C 代表参与者发送份额的
策略, D 代表不发送份额的策略). 这样理性公平协议的第二个阶段就可以看作是一个 PD 博弈, 当双方都
获得至少 t 个份额(假设恢复计算结果的门限为 t ). 以理性两方公平计算为例, 如果希望双方都得到计算
结果, 两个参与者至少要向对方发送 t 个份额, 这要求  C,C  是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NE). 然而根据

PD 博弈的结论,

 D, D  是一个 NE.

因此理性公平协议中的参与者与 PD 博弈中的参与者一样, 面临是否采

取 C 策略的困境. 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 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方案[14–17,19–23,25–27]. 在这些方案的基础上, 本
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理性公平计算进行了研究.

(1) 考虑理性参与者的动机. 通常情况下, 执行协议的参与者互不信任, 他们除共同执行协议外不存
在其他关系, 本次执行协议所采取的策略和产生的结果对后续协议不产生影响. 例如, 同一组参
与者过一段时间后再次执行理性公平协议, 他们之间依然互不信任. 然而, 现实的情形并非如此,
参与者除执行协议外可能还存在其他的关系, 例如, 共同属于某一网络[28–30]. 他们可能会记录之
前交互的历史记录(包括对手采取的策略和最终产生的结果), 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某种程度的信任
关系[31,32]. 当他们再次执行协议时, 这种信任关系会对本次协议的执行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参与
者策略的选择和最终计算结果. 以理性两方公平协议为例, 如果参与者 P1 每次都采取 C 策略, 那
么参与者 P2 在后续协议中认为 P1 依然会采取 C 策略, 反之亦然. 因此, 如果理性公平协议中的参
与者构成一个网络, 并且记录每一次的交互记录. 那么, 这些记录将会影响他们的信任关系, 进而
影响他们策略的选择.

(2) 在以往工作中，如果某个理性协议达到某种均衡, 即被认为可实现公平性. 在理性两方公平协议中

 D, D  是纳什均衡,

虽然该协议达到了公平性, 但是参与者可能都得不到计算结果. 理性公平协

议的最终目的是使参与者均得到计算结果, 以理性两方公平协议为例, 最终期望的结果是  C,C  .
因此, 本文对公平性所对应的均衡定义进行细化, 提出了合作公平均衡(cooperate fair equilibrium,

CFE)的概念.
(3) 根据模块化的思想[18]提出了 RF 模型(Rational Fair model). 本文允许一个参与者与多个参与者执行
理性多方公平协议. 实际的执行过程如下:在网络中, 每一对邻居执行理性两方公平计算, 已经证
明理性两方公平计算达到 CFE. 对参与者来说, 一个理性多方公平协议可以看作是并发的多个理
性两方公平计算. 利用 RF 模型的思想, 证明如果每个理性两方公平协议可以达到 CFE, 那么理性
多方公平协议可以达到 CFE.
2.3 文章结构
第 3 节描述了一些基本的概念, 例如效用函数和纳什均衡. 第 4 节给出了 cooperation-utility 的定义.
在该定义下的纳什均衡不仅仅能实现公平性, 还可以使双方参与者都获得计算结果. 因此为了区分该纳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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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 给出了 CFE 的定义. 第 5 节首先提出了理性公平模型的概念, 主要借鉴模块化的思想. 证明了给定

cooperation-utility, 理性多方公平协议可以达到 CFE. 第 6 节总结全文并且给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3

基础知识

3.1 效用函数
对理性参与者来说, 他们的动机可以使用效用来刻画. 令  

P

n

i i 1

博弈, 其中  Pi i1 表示包含 n 个参与者的集合, 每一个参与者使用 Pi 表示;
n



, Ai i1 ,ui i 1 表示 n 个参与者的
n

n

 Ai i1 表示参与者的行为集合,
n

def

参与者 Pi 可能采取的行为集合为 Ai ; {ui }in1 表示效用函数, 其中满足 ui : A1    An  R. 令 A  A1    An ,
把行为元组 a  (a1 ,..., an )  A 称为一个博弈的结果(Outcome). Pi 的效用函数定义 ui 表示了参与者 Pi 对某
个 结 果 的 偏 爱 程 度 . 例 如 : 相 对 于 结 果 a, Pi 更 偏 爱 于 结 果 a , 则 可 以 表 示 为 : ui  a   ui  a  . 如 果

ui  a  ui  a , 则称 Pi 弱偏爱(Weakly prefer)于结果 a. (在理性多方计算协议中, 假设行为集合和效用函数
都是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24], 这个假设较强, 因此后续工作中应该尽量避免出现这种假设. )
为了定义效用函数和纳什均衡, 首先给出一些基本的符号定义. 假设有一个行为元组

a =  a1 ,, ai1 , ai , ai1 ,, an  , 其中 ai 表示参与者 Pi 的行为, a i   a1 ,, ai1 , ai 1 ,, an  表示除 Pi 以外其它参
与者的行为元组, a   ai, a i    a1 ,, ai1 , ai, ai1 ,, an  表示参与者 Pi 采取行为 ai, 而其它参与者和行为元
组 a i 中的行为一致. 令 ui  a  表示行为元组为 a 时参与者 Pi 的效用. 令  i  a   1 表示当 Pi 采取策略 ai 其
它参与者的行为元组为 a i 时, Pi 获得秘密,  i  a   0 表示当参与者 Pi 采取策略 ai 其它参与者的行为元组
为 a i 时, Pi 没有获得秘密. num  a    i 1  i  a  看作可以获得秘密的参与者个数. 根据理性参与者效用的
n

两个假设条件[14], 给出效用函数的定义,

(1) 自私性 : 表示参与者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计算结果 . 形式化表示为 : 如果满足  i  a    i  a , 则有
ui  a   ui  a .

(2) 排他性: 表示参与者在自己得到计算结果的同时, 希望其他参与者不能得到计算结果. 形式化表
示为: 如果满足  i  a    i  a , 且 num  a   num  a , 则有 ui  a   ui  a .
下面对两个结果 a, a 进行分析:

(1) 如果  i  a   1,  i  a  0, 满足  i  a    i  a , 说明结果 a 可使 Pi 获得秘密 , 而结果 a 不可以. 根据
自私性假设条件, Pi 更偏爱于结果 a, 也就是说, 由结果 a 为 Pi 带来的效用大于结果 a 带来的效
用, 因此有 ui  a   ui  a .

(2) 如果  i  a   1,  i  a  1, 或者  i  a   0,  i  a  0, 满足  i  a    i  a  , 这意味着结果 a, a 要么同时
让 Pi 获得秘密, 要么都不能让 Pi 获得秘密. 在这两种情况下, Pi 都希望获得秘密的参与者越少越
好. 而条件 num  a   num  a 表明结果为 a 时获得秘密的人数比结果为 a 时获得秘密的人数少,
根据排他性假设条件, Pi 更偏爱于结果 a, 也就是说, 由结果 a 为 Pi 带来的效用大于结果 a 带来的
效用, 因此有 ui  a   ui  a .

(3) 如果  i  a   0,  i  a  1, 满足  i  a    i  a , 说明结果 a 不可以使 Pi 获得秘密 , 而结果 a 可以 . 根
据自私性假设条件, Pi 更偏爱于结果 a , 也就是说, 由结果 a 为 Pi 带来的效用大于结果 a 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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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 因此有 ui  a   ui  a .
简便起见, 使用两个参与者的理性公平协议   P1 , P2 , A1 , A2 ,u1 , u2  定义效用函数. P1 和 P2 表示
两个理性参与者 , 秘密分享的门限为 2, 也就是说 , 必须接受到对方发送过来的份额 , 才能获得秘密 ;

A1  A2  C, D, 其中 C 表示向对方发送份额, D 表示不向对方发送份额; u1 , u2 分别表示 P1 和 P2 的效用函
数的定义. 这里只给出 u1 的定义, u2 的定义与此类似. 效用函数是与结果相关的, 因为每个参与者只有两
个行为供选择, 因此最终的行为元组有 4 种:

(1) a1   D,C  . P1 没有向 P2 发送份额, 而 P2 向 P1 了发送份额. P1 有两个份额可以获得秘密, 而 P2 因
为缺少另一个份额无法获得秘密.

(2) a 2   C,C  . 双方都向对方发送了份额, 双方都可以获得秘密.
(3) a 3   D, D  . 双方都没有向对方发送份额, 因此双方都不能获得秘密.
(4) a 4   C, D  . P1 向 P2 发送了份额, 而 P2 没有向 P1 发送份额, 因此 P2 有两个份额可以获得秘密, 而
P1 因为缺少另一个份额无法获得秘密.

令 u1 (a1 )  U  , u1  a 2   U , u1  a 3   U  , u1  a 4   U  , 满足 U   U  U   U  . 可以看出此时理性两方
公平协议的效用函数与 PD 博弈的效用函数定义相同[24], 称之为 basic-utility.

3.2 纳什均衡
假设效用函数是公共知识, P1 知道其它参与者采取的行为 a2 ,, an , 那么 P1 肯定会采取 a1  A1 使他的
效用最大 , 称 a1 为 P1 对其它行为 a2 ,, an 的最优反应 (Best response). 给定 a1 , P2 也会选择他的一个

a2  A2 , 依次类推, 每个参与者都选择一个最优反应. 当且仅当 Pi 相对于 a i 的最优反应为 ai 时, 称行为元
组 a 是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 如果一个行为元组是自我实施, 就称它为纳什均衡. 定义 1 给出纳什均衡
的正式定义.
定义 1(纯策略纳什均衡[24])

令

P 

n

i i 1



, Ai i 1 ,ui i 1 表示 n 个参与者的标准博弈(Normal game),
n

n

一个行为元组 a 称为纯策略纳什均衡, 如果对于任何 i 和 ai  Ai , 都有

ui  ai, a i  ui  a 
根据定义 1 可知  D, D  是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 虽然可以实现理性两方公平协议, 但是这种公平性不
是期望的结果, 因为两个参与者都没有发送份额的动机, 最终他们也无法得到计算结果. 事实上, 理性两
方公平协议期望  C,C  是一种均衡.

4

合作均衡公平的概念
为了促进两方参与者的合作, 可以将 PD 博弈中应用广泛的 Tit-for-Tat 策略[24]引入理性两方公平协议.

通常情况下, 两个参与者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个体, 他们之间除了共同参与理性两方公平计算外, 不存
在其他联系. 也就是说参与者所处的环境是孤立的, 和外界没有联系.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很多协
议的参与者不仅仅共同参与协议, 还可能处于同一个网络. 如果一个效用函数是最优的，而且此时两方都
采取的是 Cooperate 策略，那么就称该策略为 cooperation-utility. 相对于基于 basic-utility 定义的理性协议
中的公平性, 显然前者更符合协议设计者的初衷.
基于 basic-utility 和 cooperation-utility 的理性两方公平协议均可以达到纳什均衡且实现公平性, 但显
然后者充分考虑了参与者所处的环境和他们执行协议的动机. 另外,

 C,C  的均衡可以使双方获得计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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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因此, 为了区分由 basic-utility 产生的纳什均衡和由 cooperation-utility 产生的纳什均衡, 本文为理性两
方公平协议定义了新的均衡概念—合作公平均衡(Cooperate fair equilibrium, CFE).
定义 2(合作公平均衡)

令

P 

2

i i 1



, Ai i 1 ,ui i 1 表示两个参与者的理性, 一个行为元组 a 称为合
2

2

作公平均衡, 如果:

(1) 对任意 i, i 1,2 和 ai  Ai , ui  ai, a i  ui  a  ;
(2) 对任意 i  1,2, 满足 ai  a 且 ai  C.
根据定义 2, 由 basic-utility 产生的纳什均衡不是 CFE, 而由 cooperation-utility 产生的纳什均衡是 CFE.
在理性两方公平协议中, 期望达到的均衡是 CFE, 在后续章节中讨论如何在理性多方公平协议中实现 CFE.

5

理性多方公平协议

5.1 理性两方公平协议的理想模型
在理想模型下, 存在一个可信第三方(Trusted third party, TTP). P1 的私有输入为 x  X , P2 的私有输入
为 y  Y , 其中 X 和 Y 是多项式长度的. 对于理性两个参与者, 他们输入还包括策略集合和效用函数. 理
想模型执行过程如下.

(1) P1 和 P2 将私有输入 x, y 、策略集合和效用函数发送给 TTP;
(2) TTP 收到后, 计算函数 f  x, y  , 并且根据效用函数为理性参与者选择最优策略;
(3) TTP 将计算结果 f i  x, y  , 最优策略 ai ( i  1,2 )发送给 Pi .
对于理性两方公平协议, 理想模型下, TTP 将计算结果发送给每个参与者, 并且将策略 C 发送给每个
参与者, 因此在理想模型下, 可以达到 CFE.

5.2 混合模型
本文的理性两方公平模型采用了一种常用的混合模型[14–17,19,20]. 混合模型允许第一阶段存在 TTP, 而
第二阶段不存在. 混合模型下理性两方公平协议  fair 两个阶段如下.

(1) 预处理阶段  preprocess .
① P1 和 P2 分别向 TTP 发送他们的输入 x  X , y  Y , 其中 X 和 Y 是多项式长度的;
② TTP 收到输入后计算 f  x, y  ;
③ TTP 随机选择 s1 和 s2 , 使得 s1  s2  f  x, y  ;
④ TTP 将 s1 发送给 P1 , s2 发送给 P2 .

(2) 公平信息交换协议  exchange .
① P1 和 P2 的策略集合分别为 A1  A2  C, D. 他们的效用函数为 cooperation-utility;
② P1 和 P2 根据效用函数决定是否交换 s1 和 s2 .
根据分析可知, 在 cooperation-utility 的定义下,

 C,C  是

CFC. 因此, 在第二阶段, P1 和 P2 会向对方

发送份额, 最终实现理性两方公平协议. 理想模型和混合模型下, 理性两方公平协议都可以达到  C,C  .

5.3 理性多方公平协议
在理想模型下, 多方情形与两方情形类似, 最终都可以实现公平性, 但是在混合模型下, 多方情形比
两方情形复杂. 为了证明在理性多方公平协议中也可以达到多方合作的均衡, 考虑到多个参与者构成一个
网络, 理性多方公平协议的理想模型执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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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i 将私有输入 xi、策略集合 Ai 和效用函数 U i 发送给 TTP;
(2) TTP 收到后, 计算函数 f  x1 , x2 ,, xn  , 并且根据效用函数为理性参与者选择最优策略;
(3) TTP 将计算结果 f  x1 , x2 ,, xn  , 最优策略 ai ( i  1,, n )发送给 Pi .
fair
在理想模型下, 可以把理性多方协议  multi
看作一个多方博弈, 但是寻找均衡的过程比较复杂. 在本文

中, 参与者构成一个网络, 假设有两个参与者 Pi 和 Pj ( i , j  1,2,, n, i  j ), 如果 Pi 和 Pj 共同执行一个理
性两方公平协议  fair , (其中可以达到 CFE)则称两者为邻居, 该协议记为  ijfair , 其中 ij 是协议  fair 的标识, 表

 

示执行  fair 的参与者是 Pi 和 Pj . 假设参与者 Pi 有 k 个邻居 Neighbori  j Pj

k
j 1

, j  i, 每对邻居之间执行

fair
 ijfair , j  Neighbori .  multi
可以看作是由多个  ijfair 协议构成, 而一个  ijfair 由多个  fair 构成. 协议结构见图 1.

fair
 multi

 11fair

 12fair

 1kfair



 nfair
1

 nfair
2

fair
 nk

 fair

 fair

 fair



 fair

 fair

 fair

图1
Figure 1

理性多方公平协议结构图

The structure of fair rational multi-party computation protocol

fair
通过图 1 可以看出,  multi
可以分成若干模块, 每一个模块可以实现某个功能. 这一点与模块化的思想

相似. 由图 1 得, 理性多方公平协议由若干理性两方公平协议构成, 因此可以给出理性公平协议的模型.
定义 3

理性多方公平协议可以构成一个网络, 根据网络中的邻居关系, 可以分成若干子模块, 每一

个子模块是一个理性两方公平协议. 这些子模块利用组合定理又可以组合成复杂的理性多方公平协议. 这
种模型称为理性公平模型(rational fair model, RF model).
本文研究协议均衡问题, 具体来说, 首先分析最底层的理性两方公平协议, 然后自底向上地分析每一
fair
层子模块的均衡, 最后分析  multi
的均衡.

定理 1

如 果 理 性 多 方 公 平 协 议 的 效 用 函 数 满 足 cooperation-utility, 在 理 性 公 平 协 议 模 型 下 ,

 C,C,,C  是理性多方公平协议的 CFE.
证明: 根据 RF 模型的思想, 自顶向上的分析理性多方公平协议的均衡.
如果协议中参与者的效用函数满足 cooperation-utility, 根据定义 2 可知, 图 1 中第一层的  fair ,  C , C  是

CFE. 也就是说两个参与者都采取策略 C. 第二层表示参与者 Pi 与其邻居 Pj 之间的多个理性两方公平协议

 ijfair . 因为第一层中的每个参与者采取策略 C, 所以这一层中的每个参与者及其邻居也会采取策略 C. 第三
层表示整个理性多方公平协议. 从底层开始, 每一个参与者的最优策略是 C, 因此, 在每一层, 参与者都会
采取策略 C. 最终,
证毕.

 C,C,,C  是理性多方公平协议中的 C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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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和展望
本文针对理性多方计算协议中的公平性问题, 采用模块化的思想, 将整个协议分解成若干子协议. 结

果证明: 如果各个子协议可以达到 CFE, 那么理性多方公平协议也可以达到 CFE. 在理性公平协议中, 期
望达到的均衡不仅是纳什均衡, 而且是合作公平均衡.
后续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 (1) 效用函数的定义直接影响参与者的动机, 因此进一步的工作包括如何
刻画效用函数和精炼纳什均衡的定义, 使其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 (2) 讨论划分子协议的方法, 探讨不同
划分方式对于均衡和协议公平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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