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学报 ISSN 2095-7025 CN 10-1195/TN
Journal of Cryptologic Research, 2018, 5(5): 510–515
©《密码学报》编辑部版权所有.

E-mail: jcr@cacrnet.org.cn
http://www.jcr.cacrnet.org.cn
Tel/Fax: +86-10-82789618

区块链技术专刊

基于超奇异同源的鉴别方案*
林齐平1,2, 高 胜1,2
1. 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191
2. 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100191

通信作者: 高胜, E-mail: gs14011@163.com

摘 要: 在本文中, 我们构造了一种基于超奇异椭圆曲线同源的身份识别方案, 该方案可用于构造基于同
源的零知识证明, 进一步用于设计基于同源的抗量子数字签名方案和基于同源的区块链抗量子密码方案.
我们的方案是 De Feo, Jao 和 Plût 的方案的推广, 是一种交互的零知识证明方案. 我们的方案同样也可
以使用 Unruh 的构造方法把交互零知识证明转换为非交互零知识证明. 零知识证明可用于区块链的隐私
保护, 为了获得抗量子安全的零知识证明, 需要使用抗量子密码算法. 截止到目前为止, 与其它抗量子密码
算法相比, 其中基于同源的抗量子密码在相同的安全水平下, 公钥长度和通信量是最小的. 因此我们尝试
寻找基于同源的零知识证明方案和数字签名方案. 目前基于同源的数字签名方案都依赖于 De Feo, Jao 和
Plût 的方案. 但是使用 De Feo, Jao 和 Plût 的方案设计的零知识证明效率很低, 每一次交互过程只能确
认 1 比特的安全性. 我们的方案在 De Feo, Jao 和 Plût 的方案的基础上推广到一次交互过程可以确认 2
比特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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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dentiﬁcation scheme based on supersingular isogenies. The
proposed scheme can be used to construct zero-knowledge proof based on isogenies. Furthermore, it can
be used to design post-quantum digital signature schemes and post-quantum block chain cryptography
schemes based on isogenies. The proposed scheme is a generalization of De Feo, Jao, and Plût’s scheme,
and is an interactive zero-knowledge proof scheme. The proposed scheme can use Unruh’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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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ransform the interactive zero-knowledge proof into a non-interactive one. Zero-knowledge proof
can be used to protect the privacy in block chain. In order to have the post-quantum security zeroknowledge proof, post-quantum cryptography algorithms need to be used. Compared with other postquantum cryptography algorithms known so far, at the same security level, the cryptography based
on isogeny has the shortest public key length and the least communication cost. Thus we try to ﬁnd
the zero-knowledge proof schemes and digital signature schemes based on isogeny. By far, the digital
signature schemes based on isogeny all depend on the De Feo, Jao, and Plût’s scheme. However, the
zero-knowledge proof constructed by De Feo, Jao, and Plût’s scheme is noneﬀective, because it can
only validate 1 bit security in each round of the interactive proof. We generalize the De Feo, Jao, and
Plût’s scheme to get 2 bit security in each round of the interactive proof.
Key words: isogeny; zero knowledge; identiﬁcation scheme; block chain

1

引言

对椭圆曲线来说, 关注的首要映射是同源. 同源是定义在椭圆曲线上的非常值映射, 映射到另一个椭
圆曲线并保持点加计算. 简单来说, 同源是保持椭圆曲线结构的一个映射. 因此, 同源是研究椭圆曲线的
有力工具, 也跟椭圆曲线类似, 有很深的基础理论.
除了为椭圆曲线研究提供抽象工具之外, 同源也可以用在计算上. Vélu 第一次提出对给定域和同源的
核可以得出值域和有理映射的算法公式 [1] . 该工作已经被随后的研究人员 [2, 3] 扩展并推广了. 而且, 给定
域和值域计算同源的问题也更好理解了.
随着椭圆曲线密码学的出现, 同源也被发现可以用在密码学中. 同源在密码学中的第一个应用是作为
Schoof-Elkies-Atkins (SEA) 算法计算有限域上椭圆曲线点数的工具 [4] . Schoof 最初的算法是给定某有
限域 Fq 上的曲线 E, 返回定义在 Fq 上 E 的 Fq 有理点群的阶. Schoof 的最初算法是多项式时间的, 如
果 n 是 q 的比特个数, 那么直接使用 Schoof 算法的复杂度为 O(n5+ϵ ). SEA 把复杂度改进为 O(n4+ϵ ),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进, 该改进的基础使用的就是同源.
同源还用于构造后量子密钥交换协议 [5] , 指定验证者签名算法 [6] , 签名算法 [7, 8] , 不可否认签名算
[9]
法
和其它改进算法 [10, 11] .
零知识证明由于能够对区块链提供匿名保护, 现在越来越多地用于区块链应用中. 考虑到量子计算的
威胁, 已经开始有关于抗量子计算的零知识证明方案提出来. 到目前为止, 抗量子计算的零知识证明方案
都是基于格的, 比如文献 [12–15]. 我们考虑用于区块链上基于同源的抗量子签名算法和零知识证明, 当前
基于同源的签名算法和零知识证明主要依赖于 De Feo, Jao 和 Plût 的身份鉴别方案 [5] , 效率很低. 在本
文中, 我们推广 De Feo, Jao 和 Plût 的身份鉴别方案, 提高鉴别方案的效率.

2

基于同源的密码

考虑有限域 Fq 上的椭圆曲线, 同源 ϕ : E1 → E2 为椭圆曲线之间的有理满映射, 保持无穷远点 ∞
映射到无穷远点 ∞. 同源为群同态映射 E1 (F q ) → E2 (F q ), 同源可以由它们映射的核所唯一确定. 由此
可以知道, 可分同源和曲线的子群之间是一一对应的. Fq 上的两条曲线 E1 和 E2 是 Fq -同源的当且仅当
曲线的阶是一样的, 也就是 #E1 (Fq ) = #E2 (Fq ). 同源的次数为有理映射的次数. 对可分同源, 可分同源
的次数等于核的大小.
b : E2 → E1 , 该对偶同源与原来的同源
每个次数为 d 的同源 ϕ : E1 → E2 都有一个唯一对偶同源 ϕ
b ◦ ϕ : E1 → E1 为乘法映射 P 7→ [d]P . 同源的集合把曲线 E 映射到自身, 利用 E 的
的次数相同, 并且 ϕ
群结构定义同源的加法, 利用同源的复合定义同源的乘法, 同源的集合 (含零同态) 在该加法和乘法下形成
一个环, 称为自同态环. 如果曲线 E 的自同态环同构于四元数代数的阶, 那么称该曲线为超奇异的, 否则
称为普通的. 在特征为 p 的有限域上的所有超奇异椭圆曲线都同构于定义在 Fp2 上的曲线.
E 的 l-挠群定义为 E[l] = {P ∈ E(F p2 ) : [l]P = ∞}. 如果 l 与 p 互素, 那么 E[l] ∼
= (Z/lZ)2 , 因此,
一个 l-挠群可以由两个阶为 l 的元素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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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e Feo-Jao-Plût 的鉴别方案

令 p 为型为 l1e1 l2e2 · f ± 1 的大素数, 其中 l1 , l2 为小素数 (可以取 l1 = 2, l2 = 3). 从定义在 Fp2 上的
超奇异椭圆曲线 E0 和一个初始 l1e1 -挠点 P1 开始, 其中 #E0 (Fp2 ) = (l1e1 l2e2 · f )2 . 定义 E1 = E0 /⟨P1 ⟩,
并记相应的 l1e1 -同源为 ϕ : E0 → E1 .
令 R2 , S2 为 E0 [l2e2 ] 的一对生成元. 公钥为 (E0 , E1 , R2 , S2 , ϕ(R2 ), ϕ(S2 )). 私钥为点 P1 . 交互过程
如下:
(1) 证明者随机选取初始 l2e2 -挠点 P2 为 P2 = aR2 + bS2 , 其中 a, b 为整数且 0 6 a, b < l2e2 . 点 P2
在同源映射 ϕ 下有以下式子成立 ϕ(P2 ) = aϕ(R2 ) + bϕ(S2 ). 证明者定义曲线 E2 = E0 /⟨P2 ⟩ 和
E3 = E1 /⟨ϕ(P2 )⟩ = E0 /⟨P1 , P2 ⟩, 然后使用 Vélu 的公式来计算图1.
E0

ϕ

/ E1
ψ′

ψ



E2

ϕ′


/ E3

图 1 De Feo-Jao-Plût 的鉴别方案的同源关系
Figure 1 Relations of isogeny of De Feo-Jao-Plût’s identiﬁcation scheme

证明者把 E2 和 E3 发送给验证者.
(2) 验证者使用随机比特 CH ← {0, 1} 作为挑战发送给证明者.
(3) 如果 CH = 0, 那么证明者显示 P2 和 ϕ(P2 ). 如果 CH = 1, 那么证明者显示 ψ(P1 ).
两种情况下, 如果显示的点的阶正确, 并且是相应的曲线之间同源的核, 那么验证者接受证明. 该过程
可以一直迭代以减少欺骗的概率.

3

本文的方案
令 p 为型为 l1e1 l2e2 l3e3 · f ± 1 的素数, 并选取 Fp2 上一条超奇异曲线 E, 该曲线的阶 #E(Fp2 ) 能被
整除, f 为使得 p 为素数的小因子.

(l1e1 l2e2 l3e3 )2

公开参数包括素数 p = l1e1 l2e2 l3e3 · f ± 1, 一条 E(Fp2 ) 上阶为 (l1e1 l2e2 l3e3 · f )2 的超奇异曲线, l2e2 - 挠子
群 E[l2e2 ] 的生成元 P2 , Q2 , l3e3 -挠子群 E[l3e3 ] 的生成元 P3 , Q3 .
鉴别证明过程的关系如图2所示. 证明者有一个私有点 S, 由该点产生同源 ϕ : E → E/⟨S⟩ 的核. 私
钥为 S, 公钥为曲线 E/⟨S⟩, 公开生成元 ϕ(P2 ), ϕ(Q2 ) 和 ϕ(P3 ), ϕ(Q3 ).
E/⟨T ⟩

ϕ′′

O

/ E/⟨T, S⟩
O
φ′

φ

E

/ E/⟨S⟩

ϕ

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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ϕ′


/ E/⟨R, S⟩

图 2 同源关系
Figure 2 Relations of isog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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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验证者证明 ⟨S⟩ 的知识, 证明者随机选择一个阶为 l2e2 的点 R, 定义一个同源 ψ : E → E/⟨R⟩,
有以下关系成立:
(E/⟨S⟩)/⟨ϕ(R)⟩ = E/⟨R, S⟩ = (E/⟨R⟩)/⟨ψ(S)⟩
同时证明者随机选择一个阶为 l3e3 的点 T , 定义一个同源 φ : E → E/⟨T ⟩, 有以下关系成立:
(E/⟨S⟩)/⟨ϕ(T )⟩ = E/⟨T, S⟩ = (E/⟨T ⟩)/⟨φ(S)⟩
证明者计算示意图3中的同源, 并把 4 个非公开曲线 E/⟨R⟩, E/⟨R, S⟩, E/⟨T ⟩, E/⟨T, S⟩ 发送给验证
者. 验证者发送二进制数挑战 ch ∈ {00, 01, 10, 11} 给证明者, 证明者依据 ch 显示一些同源给验证者, 最
后验证者可以验证能不能通过.
(1)

• 证明者随机选取阶为 l2e2 的点 R 和阶为 l3e3 的点 T .
• 计算同源 ψ : E → E/⟨R⟩ 和 φ : E → E/⟨T ⟩.
• 计 算 核 为 ⟨ψ(S)⟩ 的 同 源 ϕ′ : E/⟨R⟩ → E/⟨R, S⟩(或 者 计 算 核 为 ⟨ϕ(R)⟩ 的 同 源 ψ ′ :
E/⟨S⟩ → E/⟨R, S⟩), 和核为 ⟨φ(S)⟩ 的同源 ϕ′′ : E/⟨T ⟩ → E/⟨T, S⟩ (或者计算核为 ⟨ϕ(T )⟩
的同源 φ′ : E/⟨S⟩ → E/⟨T, S⟩).
• 证明者把承诺 com = (E1 , E2 , E3 , E4 ) 发送给验证者, 其中 E1 = E/⟨R⟩, E2 = E/⟨R, S⟩,
E3 = E/⟨T ⟩ 和 E4 = E/⟨T, S⟩.

(2) 验证者随机选取二进制表示的挑战数 ch ∈ {00, 01, 10, 11}, 并发送给证明者.
(3) 证明者发送回应 resp 如下:
• 如果 ch = 00, 那么 resp = (R, ϕ(R)).
• 如果 ch = 01, 那么 resp = ψ(S).
• 如果 ch = 10, 那么 resp = (T, ϕ(T )).
• 如果 ch = 11, 那么 resp = φ(S).
(4)

• 如果 ch = 00, 那么验证者验证 R 和 ϕ(R) 的阶都为 l2e2 , 并分别产生同源 E → E1 和
E/⟨S⟩ → E2 的核.
• 如果 ch = 01, 那么验证者验证 ψ(S) 的阶为 l1e1 并产生同源 E1 → E2 的核.
• 如果 ch = 10, 那么验证者验证 T 和 ϕ(T ) 的阶都为 l3e3 , 并分别产生同源 E → E3 和
E/⟨S⟩ → E4 的核.
• 如果 ch = 11, 那么验证者验证 φ(S) 的阶为 l1e1 并产生同源 E3 → E4 的核.

为了得到 k 比特安全性, 该协议需要运行 k/2 次. 如果验证者成功验证所有 k 轮协议, 那么证明者就
成功证明了私钥 S 的知识 (也就是证明者的身份).
表1是本文方案与 De Feo, Jao 和 Plût 的身份鉴别方案 [5] 在效率上的比较.
1 本文方案与文献 [5] 中的方案比较
Table 1 Comparing our scheme with the one in Ref. [5]
方案

轮数 (k 比特安全性)

每一轮计算同源的次数

总的同源计算次数

文献 [5]

k轮

2次

2k 次

本文

k/2 轮

4次

2k 次

从表1可以看出, 我们的方案与文献 [5] 中的身份鉴别方案相比, 需要运行的轮数减少一半 (在相同安
全水平下), 总的同源计算次数没有变.
为了达到 192 比特经典安全性, 128 比特量子安全性, 参数 p = l1e1 l2e2 l3e3 · f ± 1 中的 p 大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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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同源关系
Figure 3 Relations of isogeny

log p = 1115 比特, l1e1 、l2e2 和 l3e3 大约各为 372 比特.

4

总结

在本文中, 我们推广了 De Feo, Jao 和 Plût 的身份鉴别方案, 使该方案的交互次数减少一半. 我们使
用的方法是寻找特殊的有限域, 使得该域的特征具有特殊的格式, 但是想再往下使用该方法将变得越来越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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