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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语中, “ίδιo” 表示相同, 而 “σχήµα” 表示态. “同态”(homomorphism) 在不同的领域被广泛
地使用. 在抽象代数中, 同态定义为保留域和代数集合之间所有代数结构的映射. 映射仅仅是一个函数,
即一个操作, 它从域集合中获取输入并输出在一定范围内的一个元素 (例如: 加法、乘法). 在密码学领
域, 同态表示一种加密算法类型. 同态加密 (homomorphic encryption, HE) 是一种加密方案. 在这种加
密方案中, 它允许第三方 (比如云服务器和服务提供商等) 对加密的密文消息执行一定计算功能, 同时计
算的结果保留加密状态. 从本质上来说, 这样的同态加密就对应于抽象代数中的一个映射. 比如加法 HE
方案, 对于两个明文消息 m1 和 m2 , E 表示加密函数, 第三方可以在不知道 m1 和 m2 的情况下获得
E(m1 + m2 )(E(m1 + m2 ) = E(m1 ) + E(m2 )).
通常, 加密是保护任何敏感信息隐私的关键机制. 然而, 在没有事先加密的情况下, 传统的加密方案不
能对加密数据进行同态操作 (homomorphic evaluation). 换句话说, 用户必须牺牲自己的隐私来使用云服
务, 如文件存储、共享和协作. 此外, 在结束与用户之间的服务关系后, 不受信任的服务器、服务提供商和
云服务提供商可以长期保存在为用户提供服务期间保留的用户信息. 这恰恰是用户隐私关注的重点. 最完
美的情况是在用户数据保持加密的状态下, 第三方可以对加密数据进行不受任何限制的计算操作. 从密码
学发展角度来看, 术语 homomorphism 由 Rivest, Adleman 和 Dertouz-ous 在 1978 年首次使用. 其后,
在全球范围内, 大量的密码学学者都围绕着这个问题来设计可以执行任意次计算操作的同态加密算法.
推动同态加密方案出现的动机非常简单: 假设有这样一个计算需求. 客户端 C 首先加密用户拥有数
据 m, 然后将加密的数据发送到云端服务器 S. 当客户端需要对自己加密的数据进行某个操作 f (x) 时,
用户将函数 f (x) 发送到云端 S. 云端服务器 S 使用 homomorphic evaluation 对加密数据执行同态操作,
即, 在不知道明文数据具体值的情况下完成函数 f (x) 的计算. 计算结束后, 云服务器将计算结果返回给客
户端 C. 最后, 客户端 C 使用自己拥有的私钥解密返回的计算结果并获得 f (m). 同态操作在云端服务器
S 中完成. 整个操作过程在不需要用户解密私钥的情况下, 云服务器 S 对加密数据执行任意次数加法和乘
法操作.
早期, 能够执行加密数据计算/操作的方案是 1982 年提出的 Yao 混淆电路. 然而, 在计算中, Yao 混
淆电路方案的密文尺寸会随着计算电路中每个门计算线性增长. 这样会导致 Yao 的方案计算效率太低,
而且大量的交互计算也导致协议的通信量太大. 直至 2009 年, 天才密码学学者 Gentry 在他的博士论文
中给出了首个详细的且具有突破性的全同态加密方案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scheme, FHE). 前
期, 密码学学者给出了大量的同态加密方案, 主要包括: Rivest et al. 1978, Goldwasser 和 Micali 1982,
Yao 1982, ElGamal 1985, Benaloh 1994, Naccache 和 Stern 1998, Okamoto 和 Uchiyama 1998, Pail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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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Sander et al. 1999, Damgard 和 Jurik 2001, Boneh et al. 2005, Kawachi et al. 2007 和 Ishai
和 Paskin 2007 等方案. 这类方案只能执行一种同态加密操作 (同态加法或者同态乘法), 或者只能执行
非常有限次数的两种同态操作. 根据对同态加密操作可以执行的类型 (同态加法和同态乘法) 和执行同
态操作次数, 我们可以将同态加密方案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 部分同态加密 (partia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这类方案只允许对密文执行一种同态操作或者只能执行非常有限次数的两种同态加密操
作. (2) somewhat 同态加密. 这种类型的方案来源于 Gentry 论文中的思想. 在构造全同态加密方案时,
Gentry 首先构造可以执行一定次数的同态加法和同态乘法操作的方案. 满足这样条件的同态加密方案称
为 somewhat 同态加密. (3) 全同态加密方案 (FHE). 在 somewhat 同态加密方案的基础上, Gentry 使用
压缩解密电路的 Bootstrapping 技术实现了可以执行任意次同态加法和同态乘法操作的 FHE 方案. 所有
的 FHE 方案都不对两种同态操作有任何次数限制.
构造各种同态加密方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可以执行无限次同态计算且实用的全同态加密方案.
在 Gentry 解决了全同态加密方案构造这个公开难题以后, 许多新的且效率更高的全同态加密方案被构
造出来. 新构造的全同态加密方案主要是针对以下几个方面: 更小的密钥尺寸, 更短的密钥生成时间、加
密和解密时间、同态操作效率更高和更小的密文尺寸以及能够支持更多的其它密文操作. 从 Gentry 原
始方案的根本无法应用到可以满足应用需求的基于 RLWE 的 somewhat 同态加密方案. 从最初的单比
特加密到基于 Double-CRT 密文编码和 SIMD 的同态并行操作, 同态加密方案的效率在不断提高. 从
最初的基于普通计算平台 (普通台式机和笔记本等) 到基于专有硬件平台 (graphics processing-GPU,
application-speciﬁc integrated circuit, ASIC 和 ﬁ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 等), 各种效率优
化算法 (FFT 和 NTT 等) 也不断促进全同态加密方案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从单一的只满足同态计
算的全同态加密方案, 到多密钥的全同态加密方案、基于身份和属性的全同态加密方案和安全多方计算的
全同态加密方案等等. 全同态加密应用的效率和具有的功能都得到了不断地提升.
全同态加密虽然给我们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密文计算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是, 同态加密算法的密文
具有 malleability 特性, 因此云服务器可以修改加密数据. 构造具有更高安全性 (CCA, CCA1 和 CCA2)
的全同态加密方案也是密码学界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密码学报》“同态加密专栏”, 我们共刊登 5 篇从不同角度探讨同态加密方案的论文, 希望这些论
文能给从事同态加密研究的同行提供一定参考. 同时, 对以下审稿人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唐春明 (广州
大学), 王骞 (武汉大学), Kan Yang (University of Memphis), 唐强 (新泽西理工大学), 王安 (北京理工大
学) 和王华群 (南京邮电大学) 等.
(1) 第一篇论文的题目是《全同态加密研究》. 这是一篇关于全同态加密的综述性文章. 文章从三个
方面介绍了近几年全同态加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成果: 1) 全同态加密所经历的三个阶段, 2) 基于格的全
同态加密体制设计和 3) 全同态加密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2) 第二篇论文的题目是《无噪声全同态加密浅析》. 全同态加密方案是基于噪声来掩盖明文消息的
概率加密方案. 噪声对于全同态加密方案至关重要, 但是噪声也影响着同态加密方案的效率. 这是一篇关
于无噪声全同态加密的综述性文章. 文章主要围绕我们已知的无噪声全同态加密体制的设计思想和方案
的安全性展开讨论. 在详细分析各种无噪声全同态加密方案构造方法的基础上, 也指出了无噪声全同态加
密方案在安全性方面的不足.
(3) 第三篇论文的题目是《(全) 同态加密在基于密文计算模型中的应用》. 同态加密的应用和效率一
直是密码学界和工业界关心的问题. 在详细分析实际中计算需求基础上, 此篇论文分析了现有的三种类型
的同态加密方案在应用中的优势和缺陷, 并给出了 Gentry 原始方案、BGV 和 FV 三种同态加密方案的
效率分析和实验结果. 在此基础上, 文章详细给出了基于 BGV 的 somewhat 同态加密方案的两个实际应
用案例.
(4) 第四篇论文的题目是《一种高效的同态加密方案及其应用》. 此篇介绍了一种 VHE 的改进方案,
该改进方案比原 VHE 方案效率更高, 并且其安全强度更高. 文章还基于改进后的方案构建了简单的邮件
搜索应用.
(5) 第五篇论文的题目是《基于 CPU 多核的 FHEW 并行算法》. 利用特殊的硬件实现全同态加密
方案的效率优化是实现全同态加密应用的一种重要途径. 此篇文章提出并实现了 FHEW 方案的 CPU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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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并行算法, 实验结果表明并行算法使得原方案中密钥生成算法的速度得到提高和密文运算的时间也得到
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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