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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密码分析和密码设计是密码学的两个分支, 它们相辅相成, 共同推动密码学的发展. 量子密码

也是如此. 然而与经典密码相比, 目前量子密码中的密码分析工作还远远不够. 本文介绍了多种常见的量
子密码攻击方法的基本原理和过程, 包括截获-测量-重发攻击、关联提取攻击、假信号攻击、纠缠附加粒
子攻击、被动攻击、拒绝服务攻击等, 并对部分攻击方法给出了具体攻击方案. 纠缠附加粒子攻击是最具
一般性的分析方法, 截获-测量-重发攻击、假信号攻击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攻击的特例. 论文概括了有效
的检测窃听策略, 如共轭基测量、分步传输-步步检测等, 并建议明确各类协议的安全性标准, 结合自身特
点分析其安全性. 如多方量子密码协议中要重点分析参与者攻击, 而量子安全直接通信中则要注意蛮力攻
击. 最后论文指出了量子密码分析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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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sis and design are two different directions in the research of cryptography, which supplement
each other and advance the progress of cryptography. It is also the case in quantum cryptography. However,
comparing with that in classical cryptography, the work about analysis in quantum cryptography is wondrously
insuffici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inciple of some common quantum attacks, such as intercept-measure-resend
attack, correlation-elicitation attack, fake-signal attack, entanglement-measure attack, passive attack,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The entanglement-measure attack is the most general attack, and the intercept-measure-resend
attack and the fake-signal attack are special cases of entanglement-measure attack. Also, some effective methods
for eavesdropping-detection and general security analysis methods are suggested. Generally speaking, conjugate
bases measurement and stepwise transmission and step-by-step detection are high efficient detection strategies.
What’s more, the characters of the specific protocols should attract attention, such as the participant attack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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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arty quantum cryptographic protocols and the forcible-measurement attack in quantum secure direct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ive in future is pointed out.
Key words: quantum cryptography; cryptanalysis; attack; eavesdropping; security

1

引言
密码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 它有两个与生俱来的对立分支, 即设计和分析. 这两个研究方向相互促进,

不断推动着密码学的发展. 任何一种密码系统, 只有经得住各种分析方法的考验才是安全的. 而误用不安
全的密码系统将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量子密码也是如此. 提起量子密码, 人们常常这样描述它: 量
子密码的安全性由量子力学基本原理来保证, 无论窃听者有多大的计算能力也不能成功攻破它. 的确, 对
于一个设计完美的量子密码协议, 任何有效的窃听都将被合法通信者发现, 因此可以说这种协议在理论上
可达到无条件安全. 然而, 人们并不是总能提出这种近乎完美的协议. 事实上, 在一般意义上给出一个协
议的安全性证明比提出一个协议要困难得多. 即使经过精心设计的量子密码协议也有可能被某些没有考
虑到的特殊攻击方法所攻破. 也就是说, 窃听者可能通过某些巧妙的量子攻击方法成功窃听而不被合法用
户检测到. 从密码学角度来说, 这些攻击方法就属于密码分析的范畴.
需要强调的是, 密码分析是密码学前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动力, 攻破密码系统与建立它们同等重要.
与经典密码相比, 量子密码中的密码分析工作还远远不够. 本文将详细介绍常见的量子密码理论攻击方
法, 包括截获-测量-重发攻击、关联提取攻击、假信号攻击、纠缠附加粒子攻击、被动攻击、拒绝服务攻
击等, 并就有效的检测窃听策略及一般性的安全性分析思路给出建议.

2

常见攻击方法及特点
本节介绍典型的量子密码攻击方法并分析其特点. 这些攻击方法可以有效地攻击多种量子密码协议,

包括量子密钥分发(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QKD)[1,2]、量子秘密共享(quantum secret sharing, QSS)[3]以及量
子安全直接通信(quantum secure direct communication, QSDC)[4,5]等. 对这些典型攻击方法的研究将有助于
设计出更加安全的协议.
2.1 截获-测量-重发攻击
截获-测量-重发攻击指窃听者(Eve)截获信道中传输的量子比特并进行测量, 然后根据测量结果发送适
当的量子态给合法接收者, 简称为截获重发攻击. 这是最简单的攻击方法之一, 一般在设计协议时这种攻
击方法会被充分考虑. 因此截获-测量-重发攻击往往会干扰量子态, 进而被合法通信者所发现. 例如 BB84
协议的截获重发攻击[2], Eve 可以获得 50%的生密钥, 同时会引入 25%的错误. 但我们仍然不能对它掉以轻
心. 比如最近 Gaertner 等提出的一个新颖的量子拜占庭协议[6], 实现三个将军达成一致的行动. 然而 Gao
等[7]发现背叛者可以通过截获-测量-重发攻击来使诚实的将军执行不同的行动, 甚至可以成功诬陷任意一
个诚实的将军. 另外, 由于 QSDC 协议直接传输秘密信息这一特性, 因此只要窃听者能获得秘密信息, 即
便被发现也是成功的. 而文献[8]正是利用 QSDC 的这一特点执行蛮力测量获得了部分秘密信息. 因此, 尽
管截获-测量-重发攻击在原理上非常简单, 但我们仍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2.2 关联提取攻击
关联提取(correlation-elicitation, CE)攻击是量子密码中一种新颖的攻击方法, 它通过提取不同量子比
特之间的相关性来获取有用信息. 关联提取攻击最早由 Gao 等在 2007 年对量子考试方案的分析中提出[9],
该攻击主要应用于基于纠缠态的量子密码协议, 尤其是基于 Greenberger-Horne-Zeilinger(GHZ)态的协议.
我们以 GHZ 态为例介绍 CE 攻击原理.
一个多粒子 GHZ 态可以写成式(1)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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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n p = 0 或 1 , ∀1-n-N , 且 s n p = sn p ⊕ 1 ( ⊕ 代表模 2 加).
不难看出, 一个 CNOT 操作可以把附加粒子 0 纠缠进这个多粒子纠缠态, 而再一个 CNOT 操作还可
以把这个附加粒子解纠缠出来. 这两个 CNOT 操作的控制位可以是 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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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任意两个粒子. 举例说

明, 对某个特定的 p , 多粒子纠缠态和附加粒子构成复合系统
1

Γ = Φ

01"N

0

g

=

(

1
0s1s2 " s N
2

01"N

0

g

+ 1s 1 s 2 " s N

01"N

0

g

)

(2)

g 为附加粒子. 执行 CNOT 操作 Ckg (k (1-k-N ) 为控制位, g 为目标位), 系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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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如果再执行 CNOT 操作 Crg (r (1-r-N )) , 上述量子态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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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附加粒子 g 从多粒子纠缠态中解纠缠出来. 更重要的是, 原始态 Φ

01"N

(4)

g

并没有改变. 这时

如果用计算基测量附加粒子 g , 将得到 sk ⊕ sr . 因为 sk ⊕ sr 的值恰好暗示着量子比特 k 和 r 的关联性, 故
称这一攻击为关联提取攻击, 因为此方法两次用到 CNOT 操作, 有时也被称为 CNOT 攻击.
纠缠态是一类新奇且重要的量子资源, 在量子密码协议设计中应用广泛. 纠缠关联提取攻击中, 窃听
者往往可以在不引入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获得不同量子比特之间的关系. 因此, 它在协议分析中得到普遍应
用[8,10–12]. 实际上, 较早出现的一些复杂攻击方法如文献[13,14]也是基于类似的思想. 利用纠缠态的量子
密码协议, 应该特别注意这类安全问题.
2.3 假信号攻击
顾名思义, 假信号攻击是指窃听者截获合法量子比特, 并用自己制备的假量子态代替, 以此达到获取
秘密信息且避开检测的目的. 与截获重发不同的是, 假信号攻击者窃听者截获合法量子比特并不直接测
量, 而是等到再获得其他信息后再测量.
本节以一个典型的 QSS 协议[3]为例, 详细介绍假信号攻击. 1999 年 Hillery 等基于 GHZ 态提出了第一
个量子秘密共享方案——HBB 协议[3]. HBB 协议利用 GHZ 态实现 Alice 将其秘密信息分发给两个代理, Bob

(

和 Charlie, 两个代理合作得到 Alice 的秘密. Alice 首先准备一组 GHZ 态, 状态为 1

2

) ( 000 + 111 )

ABC

. 对

每一个 GHZ 态, Alice 保留 A 粒子, 将 B 、 C 粒子分别发送给 Bob 和 Charlie. 三方随机选择测量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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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各自的粒子, 然后公开其测量基. 公开顺序为: Bob 和 Charlie 都将其测量基发送给 Alice, 然后

Alice 将三方的测量基再发送给 Bob 和 Charlie. 只有当选择 Bx 基的参与方是奇数个时, 测量结果是有用的.
根据 GHZ 态的性质, Charlie 和 Bob 合作可以推出 Alice 的测量结果. 为了检测窃听, Alice 随机选择部分样
本结果分析错误率, 她要求 Bob 和 Charlie 公开这些样本的测量结果, 与自己的结果对照, 检测是否满足关
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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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利用假信号攻击, Bob(或 Charlie)可独自获得 Alice 的全部秘密, 且不会引入任何错误.

(1) 当 Alice 发 送 C 粒 子 时 , Bob 截 获 这 个 粒 子 , 并 准 备 假 的 Einstein-Podolsky-Rosen(EPR) 对

ψ−

B ′C ′

= ( 01 − 10

)

2 , 将 C′ 粒子给 Charlie, 留下 B′ .

(2) Bob 采用 M B 基测量自己的粒子 B , 得到测量结果 mBM , 并公开测量基 M B . 注意 Bob 这时并不测
量其截获的 C 粒子. Charlie 采用 M C 测量 C′ , 得到测量结果 mCM′ , 他也公开其测量基 M C .

(3) Bob 窃听 Charlie 的测量基 M C , 并用同样的测量基测量 B ′ , 根据 ψ − , 可知其测量结果一定和
M Cm′ 相反. 从而 Bob 知道了 Charlie 的测量结果 mCM′ . Bob 这时采用 M C 测量 C 粒子, 获得测量结果 mCM .
(4) 如果该粒子被选做检测粒子, Alice 要求 Bob 和 Charlie 公开其测量结果, 这时 Bob 并不直接公开
其测量结果 mBM , 而是说谎公开其测量结果为 mBM ⊕ mCM′ ⊕ mCM . 容易验证三者结果一定符合 GHZ 态关联.
因此 Alice 和 Charlie 不能发现 Bob 的欺骗.

(5) 对于剩余的粒子, 由于 Bob 知道每个 GHZ 态中 B 和 C 两个粒子的测量结果, 因此他一定可以知道
A 粒子的测量结果. 从而可以独自获得 Alice 的秘密.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Bob 采用这种攻击策略可以独自获得 Alice 的所有秘密, 并且不会被 Alice 和

Charlie 发现. 多种 QSS 协议[15–18]都有类似的安全问题. 实际上, 假信号攻击泛指用自己的量子比特(常为
纠缠态中的一部分)替换合法粒子(或光子), 以期利用自己与接收者之间的纠缠来协助达到窃听目的的攻
击方法. 同时, 替换以后往往需要辅以其它手段来达到目的, 比如上述的幺正操作区分(类似于密集编码)、
隐形传态、纠缠交换等策略. 如文献[19,20]结合了密集编码对三方 QKD 成功进行了攻击, 文献[21]结合隐
形传态对某 QSDC 协议成功进行了假信号攻击, 而文献[22–24]则结合纠缠交换对一些 QKD 和 QSS 协议攻
击成功. 此外还有一些其它假信号攻击的例子[25,26]. 文献[27]对此类攻击进行了深入研究, 找到了抵抗这
种攻击需要满足的一些条件.
2.4 纠缠附加粒子攻击
窃听者在截获信道中的量子比特后, 通过幺正操作将自己的附加粒子与合法粒子纠缠起来, 然后将合
法粒子重发给接收者, 随后从自己的附加粒子中获取信息, 这就是纠缠附加粒子攻击. 它通常包括“截获纠缠-重发-测量(附加粒子)”四个步骤. 纠缠附加粒子攻击是一种具有一般性的攻击方法, 也是协议安全性
分析的一种重要手段.
本节仍然以 HBB 协议为例介绍纠缠附加粒子攻击. 关于 HBB 协议的安全分析已经从几个方面得到了
讨论[28–30], Qin 等[31] 给出一种全面系统的安全性分析, 得到了攻击成功的充要条件. 利用该充要条件, 可
以很容易地找到许多攻击方案(包括上节介绍的假信号攻击).
不失一般性, 假定攻击者是 Charlie, 记作 Charlie*, 他企图独自获得所有的信息, 并且不被发觉. 为了
利用 Alice 和 Bob 后面公开的测量基信息, 一个聪明的攻击者 Charlie*选择如下攻击策略: Charlie*准备一
个初始粒子处于某个态 ε

E

, 当 Alice 发送出粒子 B 和 C 后 , 他截获并与 E 粒子作用幺正操作 . 然后 ,

Charlie*将粒子 B 发送给 Bob, 存储 C 和 E 直到 Alice 公开三方的测量基后, Charlie*根据这些信息选择方法
测量其粒子以获取 Alice 的秘密.
下面详细描述具体的攻击过程. 当 Alice 发送 B 和 C 后, Charlie*截获并且与自己的附加粒子交互作用,
这时整个系统的量子态转化为

Ψ

ABCE

⎛ 1
= U BCE ⎜
( 000 + 111
⎝ 2

)

ABC

⊗ε

E

⎞ 1
⎟ = ∑ aij ij
⎠ i , j =0

AB

ε ij

(5)
CE

ε ij 表示作用幺正操作后 Charlie*的态, 其模为 1, aij 是复数, 满足 ∑ i , j =0 aij =1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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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Charlie*等到 Alice 公开测量基后再测量 C , E 粒子, 因此他可以根据 Alice 公开的不同测量基选
择不同的测量方法. 注意, 当 Alice 在检测窃听过程要求 Charlie*公开其测量基信息时, Charlie*生成一列随
机序列伪造其测量基(事实上, 此时他并没有测量任何粒子). 根据 HBB 协议, 如果测量基满足一致关系,
他们的结果才会有用, 其它的粒子将会被丢弃. 因此 Charlie*会清楚的知道每个有用的 GHZ 态的测量基,
这个信息会对其后续攻击有很大帮助. 为了避免引入错误, Charlie*的上述操作必须满足一些限制.
考虑第一种情况, Alice 和 Bob 的测量基是 Bx . 当然, 对应的 Charlie*的声明必定是 Bx . 整个系统的态
可以写为

Ψ

ABCE

=

1 1
∑ (−1)i⋅m⊕ j⋅n aij x m
2 m ,n ,i , j =0

A

xn

B

ε ij

(6)

CE

由 GHZ 态可知, 如果没有窃听, 当 Alice 和 Bob 的测量结果为 x 0 x 0 或 x1 x1 , Charlie*的声明应当为 x 0 , 否则
为 x1 . 为描述方便, 当 Alice 和 Bob 的测量结果为 x m x n , 记 Charlie*的态为 ϕ xm xn (其模为 1). 如果要求

{

Charlie*的攻击不会引入任何错误, 他必须有能力完全区分 ϕ x0 x0 , ϕ x1x1

} 和{ϕ

x0 x1

, ϕ x1x0

} . 根据文献[32]

中的理论, 则需要满足 ϕ x0 x0 ϕ x0 x1 = ϕ x0 x0 ϕ x1 x0 = ϕ x1 x1 ϕ x0 x1 = ϕ x1 x1 ϕ x1 x0 = 0 .
综合考虑其他测量基组合情况, 可以得到如下条件限制
*
*
*
⎧a00
a01 ε 00 ε 01 = a00
a10 ε 00 ε10 = a00
a11 ε 00 ε11 = 0
⎪⎪ *
*
*
⎨a01a10 ε 01 ε10 = a01a11 ε 01 ε11 = a10 a11 ε10 ε11 = 0
⎪
⎪⎩ a01 = a10 ，a00 = a11

(7)

显然, 如果 Charlie*的操作满足等式(7), 他就可以逃脱检测. 然后 Charlie*测量 C 和 E 以推断 Alice 的
秘密(即 Alice 的测量结果). 由等式(6)和(7)可知, 若 Alice 的结果为 x 0 , Charlie*的态等概率塌缩为 ϕ x0 x0 或

ϕ x0 x1 , 否 则 将 等 概 率 塌 缩 为 ϕ x1x0 或 ϕ x1x1 . 因 此 , 要 想 知 道 Alice 的 结 果 , Charlie* 需 要 区 分
ρ x0 = (1 2 ) ϕ x0 x0 ϕ x0 x0 + (1 2 ) ϕ x0 x1 ϕ x0 x1 和 ρ x1 = (1 2 ) ϕ x1 x0 ϕ x1 x0 + (1 2 ) ϕ x1 x1 ϕ x1 x1 . 而区分两者的最小
错误概率为 PE = (1 − 4 a00 ⋅ a10

)

2.

计算其它三种测量情况可得到相同的结果. 则 Charlie*和 Alice 的互信息为

I AC = 1 + PE log PE + (1 − PE ) log (1 − PE )

(8)

AC
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 可以得到互信息的最大值 I max
= 1 , 当且仅当

⎧ ε 00 ε 01 = ε 00 ε10 = ε 00 ε11 = ε 01 ε10 = ε10 ε11 = ε10 ε11 = 0
⎪
⎨
1
⎪ a00 = a01 = a10 = a11 =
⎩
2

(9)

显然, 如果 Charlie*的攻击满足上式, 他就可以获得 Alice 所有的秘密信息并且不引入任何错误. 实际
上, 存在多种满足以上条件的攻击方法. Qin 等在文献[31]中给出了具体的攻击实例.
实际上, 纠缠附加粒子攻击是具有一般性的攻击方法. 它对附加粒子的维数及作用的幺正操作不加限
制, 前面所讲的截获-测量-重发攻击和假信号攻击都可以看作是这种攻击的特例. 因此, 纠缠附加粒子攻
击中的具体攻击策略也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前面之所以将截获-测量重发攻击和假信号攻击单独描述, 主
要是因为它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同时, 对一个协议分析其纠缠附加粒子攻击也是一种一般性的安全性分
析方法. 一方面, 如果一个协议存在安全漏洞, 我们往往可以得到一个使得窃听者既能避开检测又能得到
信息的充要条件, 根据此充要条件很容易构造出具体攻击方案.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不能得到类似的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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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即满足条件的攻击不存在, 则说明此协议对这种攻击方法来说是安全的. 因此, 这种分析方法在证
明协议安全性时也经常用到.
2.5 被动攻击
在前面所述的攻击方法中, 窃听者都会主动地截获并改变量子比特, 属于主动攻击. 在有些情况下,
窃听者不需要改变信道中传输的任何消息(包括量子消息和经典消息), 就能够得到部分秘密信息. 这种行
为属于被动攻击 . 受此影响的协议往往都有信息泄露问题 . 最典型的就是最近流行的量子对话 (quantum

dialogue, QD)协议的信息泄露问题[33].
QD 协议指在一次通信过程中, 通信双方都将自己的信息编码并发送给对方, 通信结束后双方都解码
获 得 对 方 的 信 息 . 最 常 见 的 量 子 对 话 协 议 过 程 为 : Bob 产 生 一 串 EPR 对 , 每 对 粒 子 处 于

Ψ + = ( 01 + 10

)

2 态. Bob 对每个 EPR 对其中一个粒子做四种操作 {I ,σ x , iσ y ,σ z } 之一编码其两比特秘

密信息 S B . 然后 Bob 将这个粒子发送给 Alice. 类似地, Alice 用相同的方式对其秘密信息 S A 编码, 并返回
给 Bob. 最后, Bob 对两个粒子进行 Bell 测量, 声明测量结果. 这个通信过程看上去像是一个重复的密集编
码. 根据测量结果和各自的编码操作, Alice 和 Bob 就能推断出对方所发来的消息比特. 该类 QD 协议利用

1 个 EPR 对可以传输 4 bit 信息, 效率很高, 从而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然而 Gao 等发现这种高效的 QD 协议中, Eve 不需要进行任何主动攻击, 仅从通信双方的经典公开通信
中就能得到部分秘密信息[33]. 窃听者监听经典通信信道, 获得最后量子态的测量结果, 从而知道 Alice 和

Bob 两方编码操作之和, 即知道 S B ⊕ S A . 因此 Alice 和 Bob 的 4 bit 秘密信息中, 对 Eve 来说仅包含 2 bit
未知信息, 而 2 bit 信息在不知不觉中被泄露出去. 有人可能会说, Eve 不能得到任何一个消息比特的具体
值, 因此这类 QD 协议仍然是安全的.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在一个密码学协议中, 尤其是追求无条件安全
的量子密码协议中, 所有的秘密信息都应该被安全地传输. 当一个协议中只有部分秘密信息在传输中能够
保证安全时, 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安全协议. 实际上, 正如文献[33]中分析的那样, 这种不安全性相当于在
一次一密乱码本中重复使用密钥.
很多类似协议均被发现存在信息泄露问题[34,35]. Tan 和 Cai 在文献[36]中也指出了这一问题. 由于信息
泄露的问题与以往那些可以使 Eve 成功获得确切秘密的攻击策略有很大不同, 这种威胁很容易被忽略. 为
了避免秘密信息的泄露, 我们首先应该正确估计量子信道的保密容量, 超出信道容量的肯定是不安全的,
适当降低通信效率是解决上述信息泄露问题的一种可行方法.
2.6 拒绝服务攻击
某些情况下, 尽管攻击者 Eve 不能得到秘密信息, 但她可以干扰通信, 使得通信者不能达到期望的通
信效果. 拒绝服务(denial of service, DoS)攻击就是以使合法用户不能正常工作为目的的攻击方式. 在量子
密码协议中, 也存在这种攻击方法. 2003 年 Cai 对 Ping-Pong QSDC 协议的攻击[37]和 2008 年 Gao 等对秘密
分发参考系(reference frame, RF)协议的攻击[38]都是典型的 DoS 攻击. 前者[37]Eve 可以篡改传输的信息而不
被通信者发现, 当然这种攻击可以通过一些常见检测方法, 比如消息认证、纠错码或者直接选出部分消息
比特来检测窃听[37]来解决. 后者[38]中 Eve 可以在不被检测到的情况下, 破坏通信者之间 RF 的一致性. 但
是上述常见检测方法却是行不通的. 其原因在于 RF 是一种不可描述信息, 而 Alice 和 Bob 在通信之前没有
一致的 RF, 因此, 他们检测窃听的能力是有限的. 目前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并且还远没有被彻底解决, 因此,
在分发 RF 时需要对 DoS 攻击给予足够的重视.
2.7 其他攻击
除了上述几种常见的攻击策略外, 还有多种独特的攻击方法, 如对仲裁量子签名的存在性伪造和签名
抵赖伪造[39, 40]、参与者攻击(participant attack)[22]、蛮力攻击[21]等.
另外, 上面介绍的攻击方法都是从理论分析角度寻找协议的漏洞, 进而实施攻击的. 在实验实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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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设备并非如理论上那样完美, 它们往往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 因此, 除了理论上的攻击之外, 还有一
些攻击是从实现角度来考虑的. 如 PNS 攻击[41,42]、Trojan horse 攻击[2,43–45]、信道损失攻击[46–48]等. 鉴于篇
幅, 这里不再介绍, 请有兴趣的读者参考相关文献.

3

安全协议的设计与分析
前面已经介绍了量子密码协议中的多种常见攻击方法. 那么在设计协议时应该怎样保证协议的安全

性？在分析协议时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本节将从理论安全性的角度(即不考虑由于信道和设备的不完美
性带来的安全问题), 就以上两个问题给出建议.
3.1 可靠的窃听检测方法
我们知道, 量子密码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安全性, 是因为量子力学性质允许通信者发现潜在的窃听行
为. 这一特点是经典密码所不具备的. 因此, 每个量子密码协议都包含一个检测窃听的步骤. 一种好的检
测方法可以保证通信者能够发现任何有效的窃听. 这也正是我们在设计协议时所追求的基本目标. 一些协
议之所以被攻破, 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检测方法不够有效.
一般来说, 共轭基测量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窃听检测方法. 例如在 BB84 协议[1]中, Alice 随机使用两组基
Bz = { 0 , 1 } 和 Bx 发送粒子, Bob 也随机使用这两组基之一测量每个粒子. 当他们对某个粒子使用相同的

基时, 发送量子态和测量结果将呈现特定的关联(相一致). Alice 和 Bob 通过随机选取部分样本粒子来验证
这一关联性, 就可以判断是否存在窃听. 由于 Bz 和 Bx 两组基共轭, 四个基态不能被可靠区分. 这样 Eve 一
旦猜错 Alice 和 Bob 所使用的基, 就不可避免地对量子态引入干扰. 在使用纠缠态做载体的协议中, 只要对
纠缠态各粒子的测量结果具有确定的关联性, 共轭基测量的检测方法同样有效(实际上当用共轭基测量来
获得密钥时, 单粒子协议和纠缠态协议是等价的[49]). 例如基于 Bell 态的 E91 协议[50]、BBM92 协议[49]等都
是如此 . BB84 协议的安全性已经得到严格证明 [51,52], 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共轭基测量这一检测方法的有
效性.
共轭基测量的检测方法还可以灵活运用. 比如可以将 BB84 粒子以诱骗态(decoy state)的形式插入到所
要传输的粒子序列中的随机位置, 然后再传输出去. 接收方收到整个序列后测量这些诱骗态, 并与发送方
进行比较以检测窃听. 这种方法通常可以保证所传输序列的安全性, 已经被广泛采用. 此外, 第 2 节中绝
大多数被攻破的协议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改进, 以抵抗截获-测量-重发攻击、假信号攻击、纠缠附加粒子
攻击等攻击方法.
最后, 对于那些使用多粒子纠缠态的协议, 如果纠缠态中的多个粒子都需要在公开信道中传输, 则应
该尽可能地把这些粒子分步传输, 每步传输后都要进行窃听检测. 这样就可以排除 Eve 利用各个量子比特
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的窃听, 比如利用 GHZ 态相关可提取性进行的攻击. 这里还有一个典型的反例值得注
意. Qin 等对基于五粒子纠缠态的 QSDC 协议提出了一种有效的纠缠附加粒子攻击[53]. 在此协议中, 由于纠
缠态中的多个粒子同时传输, Eve 可以根据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采取适当的操作将自己的附加粒子纠缠进
去. 最后即使通信者用共轭基测量的方法, 也检测不出 Eve 的攻击. 这种攻击也反映出在传输纠缠态中的
多个粒子时, 采用“分步传输、逐步检测”这一方法的必要性.
3.2 一般性的安全性分析思路
如前文所述, 纠缠附加粒子攻击是最具一般性的攻击方法, 截获-测量-重发攻击和假信号攻击都可以
看作是这种攻击的特例 . 因此 , 对纠缠附加粒子攻击的分析也是一种具有一般性的安全性分析方法 . 文
献[31]中对 HBB 协议的分析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这种分析方法中, 一般先假设 Eve 用联合幺正操
作将自己的附加粒子与合法粒子纠缠起来, 并写出幺正操作后的系统状态(含有未知参数), 对附加粒子的
维数和具体的幺正操作不加限制. 当重新发送合法粒子给接收方后, 根据协议步骤写出系统状态的演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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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然后计算出整个攻击不引入错误的条件, 以及 Eve 能够提取到秘密信息的条件. 如果协议存在安全漏
洞 , 则存在某些具体的参数值 , 使得以上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 这样就很容易构造出具体攻击方案. 相反,
如果以上两个条件不可能同时满足, 则说明此协议对这种攻击方法来说是安全的. 当然, 量子密码协议往
往各具特点, 攻击策略也多种多样, 很难用一个分析模型涵盖所有的攻击手段. 另外, 量子态维数较大时,
此方法中的具体计算可能会变得非常困难. 因此, 使用此方法分析协议的安全性时, 还需要结合前面所介
绍的一些典型攻击方法来进行.
另外, 在具体考虑协议的安全性时, 我们还需要明确各类协议的安全性标准, 结合其自身特点来分析.
这里我们强调以下两点.

(1) 对于多个参与方的量子密码协议, 应重点分析其中的参与者能否成功攻击. 特别是 QSS 协议中,
一定要看非授权用户(组)能否通过攻击来独自获得秘密信息. 当我们分析各种攻击策略时, 常常会忽略来
自合法参与者的攻击. 事实上, 在多数的多方量子密码协议中, 参与者往往比外部攻击者具有更强的攻击
能力. 这是因为参与者可以利用其对部分载体粒子的合法控制和对检测窃听过程的参与来提升自己的攻
击能力, 比如他可以在检测窃听的过程中说谎以避免被发现[19,31]. 我们称这种攻击为“参与者攻击”[22]. 因
此, 在分析多方量子密码协议的安全性时, 我们更应该致力于防止不诚实的参与者对信息的窃听. 一般来
说, 一个多方协议如果能抵抗参与者攻击, 那么对外部攻击来说也是安全的. 目前已经有很多参与者攻击
的成功实例, 例如文献[24–26,54–58].

(2) 对于 QSDC 协议, 应重点分析其在蛮力攻击[8,21]下的安全性. 蛮力攻击指的是窃听者不计较是否
引入干扰、不择手段、以提取到秘密信息为唯一目的的攻击方法. 这种攻击方法只适用于 QSDC 协议. 在

QKD 和 QSS 等以分发密钥为目的的协议中, 传输的信息为随机比特(密钥)而不是秘密消息. 这样只要能检
测出窃听, 即使有部分信息泄露出去也无所谓(这种情况下传输的密钥将被丢弃, 窃听者得到的信息也将
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在 QSDC 中, 秘密消息在信道中直接传输. 此时不管合法通信者能否检测到窃听, 都
不允许信息被泄露或者部分泄露出去. 从这种意义上说, QSDC 的安全性要求比其它量子密码协议更高.
因此, QSDC 中必须保证窃听者不能通过测量信道中传输的粒子来得到部分秘密信息. Gao 等提出的直接测
量攻击[8]就是一个典型的蛮力攻击实例, 它使得窃听者仅通过测量传输的量子态就能得到 40%的秘密信
息. 因此这种攻击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同样值得我们去重视.

4

总结和展望
众所周知, 量子密码是一种应用性研究, 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让这种新的密码体制走向实用. 我们认为,

要达到这个目的, 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一方面是要解决量子密码在具体实现时所遇到的一系列
问题, 例如怎样产生所需要的单光子、怎样抵抗量子态的消相干、怎样降低信道噪声影响、怎样提高光子
的传输距离以及怎样改进探测设备的精度等等. 目前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重点. 另一方面,
量子密码虽然起源于物理学界, 但它仍属于密码学范畴. 在密码学中, 一个协议要走向实用, 必然要经过
大量的、各方面的安全性分析和评估. 只有能够抵抗可以想到的所有具有可行性的攻击, 协议才能够被广
泛采用. 如著名的 DES、AES 等算法都是顺利通过这种近乎“残酷”的分析过程才能够成为标准而被人们所
信赖的. 量子密码也是如此. 正如文献[59]所述, 现在量子密码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确定它到底有多安全. 目
前量子密码协议分析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设计新颖的量子密码攻击方法和对抗策略, 包括理论和实验上的.
攻击方案是无穷的, 想象力越丰富则攻击方案就越多. 量子密码攻击方法和抵抗策略的研究有助于验
证现有协议的安全性, 促进密码协议的设计工作.

(2) 协议安全性的理论证明
一个密码协议尽管可以抵抗多种攻击, 仍然不能说明它是安全的. 因此我们需要在理论上给出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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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证明. 协议安全性证明可以计算协议的安全密钥生成率. 目前, BB84 及其变式 QKD 协议的安全性
已经得到了证明, 而其他协议的相关研究还较少.

(3) 实际密码系统的安全性分析
在理想的量子密码协议中, 总是假定量子设备是完美的. 然而实际中, 量子设备总是存在多种瑕疵.
因此也产生了多种与具体实现相关的攻击方法, 如 PNS 攻击、Trojan horse 攻击等. 那么针对具体的某种量
子密码系统, 深入评估其安全性是其投入使用的必经之路.

(4) 设备无关的量子密码系统
通常, 量子密码系统中总是假定通信者知道其设备的所有功能参数. 然而在实际中由于通信者不可能
都亲自研制自己的设备, 这一假设很难实现. 比如该设备供应商是不可信的. 这种情况下, 通信者所用的
设备就可能是不可信的, 此时有没有办法实现安全的量子密码？设计设备无关的量子密码系统, 并证明其
安全性是人们研究的目标.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展开.

5

注记
正如本文开始所述, 密码系统的分析与设计同等重要. 但是与经典密码相比, 量子密码中的密码分析

工作还远远不够. 本文在作者及课题组近几年量子密码分析工作基础上, 对目前国际上量子密码分析现状
及方法进行综述, 也许并不完善, 但希望抛砖引玉, 以期引起更多量子密码研究者重视并关注量子密码分
析, 进一步提高量子密码分析工作的水平, 使量子密码分析和设计同步发展, 为量子密码实用化进程起到
有效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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