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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钥密码是现代密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研究的难点在于方案构造技巧以及安全证明技巧的
双重多样性. 本文首先归纳总结了构造可证明安全的公钥密码方案所需要掌握的知识要点, 包括基本概
念、数学基础、简单问题和困难问题、算法、安全模型以及安全归约证明. 这些知识要点是学习方案构造
以及安全证明的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 也是最先需要掌握的部分. 其次, 根据作者自身的学习经历、指导
学生的经验以及来自学生的反馈, 本文给出了学习构造可证明安全的公钥密码方案的方法, 包括方案构造
学习、安全证明学习以及构造可证明安全密码方案. 我们推荐了 30 个经典的方案及其证明用于该阶段的
练习. 最后, 本文列出了在学习过程中所需要思考与总结的内容, 这些内容是对所掌握的知识与技巧的提
炼. 通过反复地思考与总结能够进一步加深对知识与技巧的理解. 希望这些工作能够对读者, 尤其是对基
础比较薄弱的读者, 在掌握如何构造可证明安全的公钥密码方案方面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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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key cryptography (PKC)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cryptography. The diversity
of PKC scheme constructions and security proofs make the research in PKC a challenging task. This
paper ﬁrst summarizes the fundamental knowledge, which is required for provable security in the PKC
settings, including basic concepts, mathematical foundation, easy and hard problems, algorithms,
security models, and security reduction. Such knowledge is essential for the study of PKC scheme
constructions and security proofs. This paper then presents the studies of methods for constructing
a provably secure PKC schemes, including how to construct such a scheme, how to present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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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ofs, and how to construct such a scheme with provable security. 30 such schemes and their proofs
for practices are illustrated. It also gives a summary of the way of thinking when studying PKC, which
is helpful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techniques. This paper is expected to be helpful for the reader
to understand how to construct provably secure public-key cryptographic schemes, especially for those
with a weak cryptographic background.
Key words: public-key cryptography; scheme construction; security proof; knowledge; methodology

1

引言

自 1976 年 Diﬃe 和 Hellman 的划时代巨作——《New Directions in Cryptography》[1] 发表以来,
公钥密码发展迅速, 和对称密码一起撑起了整个密码学. 到目前为止, 公钥密码已经发展出一套独有的研
究理论、方法和技术. 作为一个公钥密码研究者, 我们只有熟悉这套研究理论、方法和技术之后才能进行
独立研究. 然而, 由于公钥密码中方案构造技巧以及安全证明技巧的双重多样性, 很多研究者未能系统掌
握公钥密码知识, 从而导致所提出的方案不安全或给出的安全证明不正确. 因此, 如何有效地研究公钥密
码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并很棘手的问题.
目前, 已经有许多教科书、讲义以及论文使用不同的方式, 涵盖不同的内容, 以不同的深度讲解了公
钥密码的基础知识、方案构造以及安全证明. 但是, 对于部分读者 (特指以构造可证明安全的公钥密码方
案为研究目标但基础薄弱的读者) 来说, 这些内容里哪些知识要先学, 哪些知识点是重点, 哪些技巧具有通
用性, 哪些技能必须掌握等等问题很难理出头绪. 因此, 公钥密码研究者应该如何开展基础训练是一个亟
待引导解决的问题.
1.1

本文的贡献

基于上述背景, 在这篇文章里, 我们梳理了公钥密码方案构造及安全归约证明相关的知识要点, 列出
了以构造可证明安全密码方案为目标的学习方法和建议, 强调了需要注意的问题. 希望本文能够为基础比
较薄弱的读者在公钥密码学习方面提供指导性意见. 本文主要内容分为知识要点和方法论两部分, 对应的
内容概要如下.
知识要点. 公钥密码方案构造和安全证明所需要掌握的知识要点可以分为以下六点.
基本概念、 数学基础、 简单问题和困难问题、 算法、 安全模型、 安全归约证明
我们归纳总结了构造密码方案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基于群的密码的数学基础知识, 解释了算法、安全模型和
安全归约证明的意义或作用. 其中, 关于安全证明, 目前主流的方法有安全归约证明 (由 single game 实
现) 和 Game Hopping (由 game sequence 实现) 两种, 本文只介绍安全归约证明.
方法论. 以构造一个可证明安全的密码方案为目的, 我们给出了对应的学习方法和建议, 具体分为以下三
个阶段.
• 方案构造学习. 这一阶段探讨了如何学习方案构造. 具体分为算法定义和安全模型定义、经典方
案推荐、尝试发现方案构造错误三个部分. 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 读者应该具备了构造方案的基本
能力. 但因为方案的构造与方案的安全证明相互影响, 在缺乏安全证明的学习的情况下, 读者此时
尚没有能力去构造可证明安全的方案.
• 安全证明学习. 这一阶段探讨了如何学习安全证明. 具体分为归约相关概念学习、证明训练、经
典方案推荐、尝试发现证明错误四个部分. 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 读者应该能够掌握安全归约证明
的核心技巧.
• 构造可证明安全密码方案. 这一阶段对如何构造一个可证明安全密码方案的方法给出了建议. 具
体分为文献阅读、尝试方案构造和安全证明两部分. 这一阶段是对前两个阶段的融会贯通, 将方案
构造和安全证明连接在一起. 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 读者应该理解方案构造和安全证明如何相互影
响, 并具备独立构造可证明安全密码方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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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介绍围绕着签名和加密展开. 公钥密码方案不仅仅只有这两大类, 但是大部分公钥密码在方案
构造和安全证明都具有相似的原理和技巧. 我们建议读者在学习过程中能不断进行思考与总结. 文章的最
后提出了我们认为需要思考与总结的内容. 根据作者的经验, 掌握方案构造及安全证明的技能至少需要一
年的时间. 而且, 对于零基础的读者来说, 一年的学习时间很可能是远远不够的.

2
2.1

知识要点
基本概念

本小节对公钥密码方案构造和安全证明相关基本概念进行了分类, 包括复杂性理论、攻击、基本工
具、认证、加密、模型、第三方实体、协议和技术方法. 其中, 不同类的概念需要掌握的知识点也不同,
详见表1. 这些基本概念的大部分内容可以通过阅读书籍 [2, 3] 来获取, 没有涉及到的知识点请读者自己
查找文献. 由于能力和精力有限, 概念遗漏在所难免, 读者可以自己进行补充和完善.
1 基本概念
Table 1 Basic notions
概念类别

概念名称

复杂性理论

O(1), O(logn), O(n), O(2n ), Ω(2n ), Θ(2n ), L-notation, Probabilistic polynomial time
(PPT), Sub-exponential time, Exponential time, P, NP, NPC, Computation model, Turing
machine.
掌握每一个概念的定义.

攻击

Birthday attack, Man-in-the-middle attack, Brute-force attack, Eavesdropping attack,
Meet-in-the-middle attack, Collusion attack, Side-channel attack, Statistical attack, Replay
attack, Rainbow attack.
掌握此类概念的攻击对象 (target) 与攻击目标 (goal), 并能对每种攻击举出具体例子.

基本工具

One-way function, Trapdoor one-way function, Pseudo-random function, Hash function,
Hard-core predicates, Entropy function.
掌握每个基本工具的输入、输出、输入输出间的关系, 以及它们的应用场景.

认证

Identiﬁcation, Authentication,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s (MAC), Certiﬁcate, Digital
signature, Signcryption.
掌握每一种认证机制的区别.

加密

One-time pad, Block cipher (DES, AES), Stream ciphers (RC4, A5), Probabilistic
encryption, Deterministic encryption, Public-key encryption, Hybrid encryption,
Identity-based encryption (IBE), Broadcast encryption (BE), Attribute-based encryption
(ABE).
掌握每一种加密概念的输入及加密的特点.

模型

Random oracle model, Standard model, Common reference string model, Security model,
Generic group model.
掌握每一类概念的应用场景.

第三方实体

协议

技术方法

Key distribution center (KDC), Key generation center (KGC), Private-key generator
(PKG), Certiﬁcate authority (CA), Trust third party (TTP).
掌握每一个第三方实体的功能及应用场景.
Key exchange, Fair exchange, Secret sharing, Oblivious transfer, Commitment, Multi-party
computation, Zero-knowledge proof.
掌握每种协议的应用场景以及其能解决的问题. 以 key exchange protocol 为例, 假设 Alice、Bob
双方需要进行通信, 运行该协议后, 双方可以协商出一个共同的密钥用于通信. 除了参与协议的双
方外, 其他用户不能计算该密钥.
Accumulator, Bloom ﬁlter, Hash chain, Hash tree (Merkle Hash tree, Binary Hash tree),
Chameleon Hash function.
掌握此类概念的基本原理以及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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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学基础

数学是现代密码学的基础.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如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代数结构去实现公钥密码方案
构造, 比如, 基于环的密码、基于群的密码、基于格的密码等等. 不同的代数结构对应的数学基础难点也
不同. 结合本文作者的学习经验以及相关文献的阅读积累, 本小节归纳了与基于群的密码相关的重要数学
基础知识, 并以问题的形式在表2中列出. 本小节只归纳了素数阶群相关的问题. 合数阶群相关的问题不在
本文的归纳范围之内.
2 基于群的密码的数学知识
Table 2 Mathematical foundations of group-based cryptography
知识内容

基础类型
模运算

域

循环群

模运算的定义及其特点
域的定义
素域的构造方式
二元域的构造方式
三元域的构造方式
扩展域的构造方式
群的定义
群的阶 (order) 和群元素的长度 (bit length)
循环群与素数阶群的关系
素数阶群的优势
模乘群的构造方式
椭圆曲线群的构造方式
80 比特安全的模乘群的阶和群元素的大小至少是多少？
80 比特安全的椭圆曲线群的阶和群元素的大小至少是多少？
椭圆曲线群相对于模乘群的优劣势

双线性对

什么是双线性对？密码学最初为什么使用它？
双线性对的构造可以分为几类？每一类的特点是什么？
双线性对中每个群元的大小由哪些参数决定？
双线性对中, 为了保证 80 比特安全, 每个群的群元素的大小至少是多少？
双线性对中, 每一个群下的指数计算 (group exponentiation) 和双线性对计算的效率比较

哈希函数

常见的哈希函数的输入和输出是什么？
哈希函数的输出空间有哪几类？
哈希函数的输出空间如果是 G, 那么 G 可以是哪几类？

注: 自 2011 年起, NIST 推荐的安全等级中已不再包含 80 比特, 目前推荐的最低安全等级为 112 比特.

获取这些知识可用到的参考文献非常多. 首先, 读者可以阅读书籍 [4] 的第 3 章, 该章节对基于群的
密码相关的数学知识做了最基本的介绍. 此外, 我们也推荐一些经典的讲义或专著中的章节作为这一部分
学习的材料. Goldwasser 和 Bellare 编写的讲义[5] 中的附录 C 介绍了模乘群和椭圆曲线群. Hankerson
等的书籍[6] 中的第 2、3 章分别介绍了有限域和椭圆曲线的基本知识. 双线性对的基本知识以及哈希函数
的可能的输出空间读者可以参考 Galbraith 等的文章[7] . Freeman 等的文章[8] 介绍了为保证一定的安全
等级, 双线性对每个群的参数应如何选择.
现有的文献对双线性对群的表示缺乏标准, 有些文章对群的表示采用加法群表示法, 有些文章采用乘
法群表示法. 两种表示法的混用容易引起阅读和理解困难. 在此, 我们建议读者在撰写文章和阅读相关文
献时, 统一将双线性对群转化为乘法群以方便阅读和理解.
2.3

简单问题和困难问题

密码领域的计算问题可以分为简单问题和困难问题两大类. 其中, 方案构造和安全归约证明与简单问
题联系密切; 方案的安全性和困难问题息息相关. 本小节对这两类问题进行解释.
简单问题. 能在多项式时间内解决的计算问题叫做简单问题. 对于一个简单问题, 存在一个概率算法, 将
简单问题的一个例子 (problem instance) 作为算法的输入, 该算法可以在多项式时间内以一个不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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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优势和概率的区别详见2.5节) 输出该例子的正确答案. 比如, 基于环、群、格的各种计算简单问题.
下面给出一个基于群的简单问题的例子.
1

• 给定 (g, g a ) ∈ G, 计算 (g s , g a+s ). 其中, s ∈ Zp 可以为任意值.
简单问题的重要性将在方案构造学习和安全证明学习中体现, 这里不做更详细的解释.
困难问题. 不能在多项式时间内解决的计算问题叫做困难问题. 对于一个困难问题, 不存在这样一个概率
算法, 将困难问题的一个例子 (problem instance) 作为输入, 该算法可以在多项式时间内以一个不可忽略
的优势输出正确的答案. 类似于简单问题, 困难问题有基于环、群、格的各种计算困难问题. 下面给出一
个基于群的困难问题的例子.
1

• 给定 (g, g a ) ∈ G, 计算 (s, g a+s ). 其中, s ∈ Zp 可以为任意值.
不同密码方案的安全性可能基于不同的困难问题. 积累困难问题将有利于开阔安全归约证明的
视野. 我们推荐读者阅读一篇总结报告——《Final Report on Main Computational Assumption in
Cryptography》[9] . 报告中详细整理了密码学方案设计中常用到的 128 个困难问题的定义、提出背景、
困难性分析、应用以及参考文献等等.
2.4

算法

算法是现代密码学的核心, 指用给定的输入以某种计算方式产生对应的输出. 根据安全服务目的的不
同, 公钥密码可以分为多个密码概念 (cryptographic notion), 比如数字签名 (digital signature)、公钥加
密 (public-key encryption)、基于身份加密 (identity-based encryption) 等等. 每一个密码方案都是对某
一种密码概念的算法实现, 而每一个密码概念由一个或多个算法定义组合而成.
需要注意的是, 算法包括具体的输入参数、输出参数和计算过程, 而算法定义只描述了输入和输出的
参数对象, 两者是有区别的, 但输入和输出的参数对象均用不同的符号表达和区分.
下面给出数字签名的算法定义. 具体包括四个算法, 分别是: SysGen, 目的是生成系统公共参数, 由
权威机构运行; KeyGen, 目的是生成公私钥对, 由签名者运行; Sign, 目的是对消息签名, 由签名者运行;
Verify, 目的是验证签名, 由验证者运行.
• SysGen: (1λ ) −→ SP, 其中, λ 表示系统安全参数, SP 表示系统公共参数.
• KeyGen: (SP) −→ (pk, sk), 其中, pk 是签名者的公钥, sk 是签名者的私钥.
• Sign: (SP, sk, M ) −→ σM , 其中, M 是消息, σM 是签名者对消息 M 的签名.
• Verify: (SP, pk, M, σM ) −→ 1/0, 其中, 1 表示 σM 是 M 的合法签名, 0 表示签名错误.
下面给出公钥加密的算法定义. 具体包括四个算法, 分别是: SysGen, 目的是生成系统公共参数, 由权
威机构运行; KeyGen, 目的是生成公私钥对, 由解密者运行; Encrypt, 目的是对消息加密, 由加密者运行;
Decrypt, 目的是解密密文, 由解密者运行.
• SysGen: (1λ ) −→ SP, 其中, λ 表示系统安全参数, SP 表示系统公共参数.
• KeyGen: (SP) −→ (pk, sk), 其中, pk 是解密者的公钥, sk 是解密者的私钥.
• Encrypt: (SP, pk, M ) −→ CT, 其中, M 是消息, CT 是加密者为对 M 加密后的密文.
• Decrypt: (SP, sk, CT) −→ M / ⊥, 其中, ⊥ 表示解密失败.
我们在上面给出了数字签名和公钥加密这两个最基本密码概念的算法定义. 如何针对某种新的密码
概念进行算法定义是应用密码学的基础. 我们将在方案构造学习中介绍如何学习算法定义.
2.5

安全模型

安全模型不针对某个具体的密码方案, 而是针对某个密码概念的某种安全需求. 安全模型是对密码概
念的安全需求的一种抽象化形式定义. 因此, 安全模型里只涉及到算法的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 一个密码
概念可能有多个不同的安全需求, 而每一个安全需求对应一个安全模型. 因此, 一个密码概念可能需要定
义多个安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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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模型一般是通过一个游戏 (game) 来定义, 游戏涉及到挑战者 (challenger) 和敌手 (adversary)
两方的交互. 简单地说, 就是挑战者运行一个相应的方案让敌手进行攻击. 安全模型抽象地定义了敌手可
询问的内容, 并形式化定义了挑战者的安全目标. 一个完整的安全模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进行理解.
• 初始化 (setup): 挑战者初始化整个系统, 保存系统用于应答 (response) 的秘密参数 (比如: 私钥),
并将公开参数 (比如: 公钥) 返回给敌手.
• 询问 (query): 安全模型通过敌手询问和挑战者应答的方式来抽象现实世界中敌手的攻击. 考虑现
实世界中敌手通过攻击可能得到的结果, 安全模型的定义跳过攻击过程, 直接允许敌手向挑战者发
出相应的攻击结果询问, 挑战者需要正确回答敌手的询问. 例如, 对于公钥加密, 如果假设敌手在
现实世界中能够获得任意密文对应的明文, 则在对应的安全模型定义中允许敌手询问密文对应的
明文, 挑战者必须返回正确的解密结果. 敌手询问的内容以及时间的不同代表着敌手能力大小的不
同. 越强的安全模型应该允许敌手做更多更自由的询问. 有些文章在安全模型定义中把敌手的询
问对象 (即挑战者) 描述为谕言机 (oracle). 这种定义描述上稍有差别, 但本质不变.
• 攻击 (attack): 敌手向挑战者发起攻击挑战. 挑战的对象就是挑战者的安全目标. 敌手成功攻破安
全目标即定义为敌手赢得游戏. 安全目标可以分为两大类: 不可计算性的安全目标和不可区分性
的安全目标. 详细的安全目标的定义和安全需求息息相关. 例如, 数字签名安全模型的安全目标是
签名的不可伪造性, 公钥加密安全模型的安全目标是密文的不可区分性.
• 优势 (advantage): 安全模型的最后一步是对优势 ϵ 的定义. 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区
分, 即优势和概率. 在安全模型的定义中, 敌手有一个赢得游戏的理想化概率. 例如, 在数字签名的
EU-CMA 安全模型中, 敌手伪造一个签名的理想化概率是 0, 在公钥加密的 IND 模型中, 敌手猜
对挑战密文所对应明文的理想化概率是 12 . 优势是对一个攻击算法或一个求解算法, 相较于理想化
概率有多少更多的可能性, 成功攻破一个方案或成功解决一个问题的度量. 而概率是对一个事件发
生的可能性的度量. 有了优势这个概念, 我们就可以用可忽略和不可忽略来区分一个方案安全与
否.
显然, 如果敌手能够轻易得到一些非常 “有利” 的消息, 使得它赢得游戏的优势不可忽略, 则方案就没
有安全性可言. 例如, 在数字签名的安全模型里, 如果敌手可以通过询问得到私钥, 则敌手可以利用该私钥
运行签名算法获得签名, 以 ϵ = 1 的优势赢得游戏. 因此, 安全模型中规定敌手不能询问一些可以使它简
单赢得游戏的信息. 这些可以使得敌手简单赢得游戏的询问称为 “trivial attacks”. 在安全模型定义中, 哪
一类的询问属于 trivial attacks 是非常重要的, 询问内容范围越广越有可能出现 trivial attacks. 如果对
敌手发出询问的时间和内容的限制越少, 则安全模型越强.
下面介绍数字签名和公钥加密的常见安全模型中的组成部分——敌手的攻击方式 (即询问内容和时
间) 以及挑战者的安全目标. 其它密码概念的安全模型与这两个密码概念的安全模型有许多相似之处.
• 数字签名[10] : 敌手的攻击方式分为 key-only attack (KOA), known-message attack (KMA) 和
chosen-message attack (CMA)1 ; 敌手的安全目标分为 existential unforgeability (EU) 和 strong
unforgeability (SU)[11] . 在数字签名的安全模型中, 公认的标准安全模型是 EU-CMA.
• 公 钥 加 密[12] : 敌 手 的 攻 击 方 式 分 为 chosen-plaintext attack (CPA), non-adaptive chosenciphertext attack (CCA1) 和 adaptive chosen-ciphertext attack (CCA2)2 ; 敌 手 的 安 全 目 标
分为 semantic security (SS), indistinguishability (IND) 和 non-malleability (NM). 在公钥加密
的安全模型中, 公认的标准安全模型是 IND-CCA.
任何方案的安全性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不能说某个方案是安全的, 只能说该方案在某个安全模型
下是安全的. 在一个安全模型下安全的方案, 在其它安全模型下不一定是安全的. 另外, 一个方案如果能
在越强的安全模型下证明它的安全性, 那么该方案的安全性就越强.
1
2

现在, CMA 指的是适应性选择消息攻击 (adaptive chosen-message attack).
CCA2 攻击又被称为 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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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归约证明

归约是将敌手对方案的攻击转化为某个困难问题实例 (problem instance) 的解的过程. 如果存在一
个能够在多项式时间内以不可忽略的优势攻破方案的敌手, 那么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敌手在多项式时间内以
不可忽略的优势找到某个困难问题实例的解. 这个转化的过程就是具体的归约. 由于困难问题的难解性是
被承认的, 因此这个攻击假设不成立, 从而确认了方案的安全性.
在证明某个方案的安全性时, 我们把该方案称为真实方案 (real scheme). 注意, 归约不是把敌手对真
实方案的攻击转化为某个困难问题实例的解的过程. 这是由于该困难问题实例和真实方案没有直接关系.
为了能够把攻击转化为困难问题实例的解, 我们在归约中构造了模拟方案 (simulated scheme). 具体来讲,
安全归约证明首先把困难问题实例嵌入到模拟方案中, 并将敌手对模拟方案的攻击转化为困难问题实例的
解. 在归约过程中, 我们创建一个虚拟人物即模拟者 (simulator) 与敌手进行交互. 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归
约证明不是数学意义上的证明. 归约证明其实仅仅提出了一个归约算法 (reduction algorithm), 由于需要
有敌手的配合才能运行这个算法, 并且敌手的存在是假设的, 因此, 该归约算法是无法运行的. 一个归约算
法是否真的能够证明方案的安全性, 唯一的方法是对它进行正确性分析, 也就是说, 只有附有正确性分析
的归约算法才算是一个完整正确的归约证明.
安全归约证明中, 密码概念的不同、密码方案构造的不同、安全模型的不同、困难问题的不同都会导
致具体归约证明的不同. 可以说, 归约证明是非常 “敏感” 的. 但不同的归约证明中具有相同的归约框架.
归约框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模拟 (simulation)、解决困难问题 (solution)、分析 (analysis). 模拟与解决
困难问题相结合就是 reduction algorithm, 分析是对归约的正确性分析. 下面简单的给出对这三个阶段的
解释.
• 模拟: Simulator 使用 problem instance 生成 simulated scheme, 之后与敌手进行交互, 包括敌
手询问、simulator 回答、敌手攻击. 其中, simulator 将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实例嵌入到 simulated
scheme 中使得敌手的攻击能被转化为困难问题实例的解. 如何嵌入则是技巧问题, 这里无法给予
更详细的总结. 至于敌手可以询问的对象和内容在安全模型中有明确的规定. 在这一阶段中, 成功
模拟 (simulator not abort) 的概率必须是不可忽略的.
• 解决困难问题: Simulator 将敌手的攻击结果 (比如伪造的签名, 或者对加密消息的猜测结果) 转
化为 problem instance 的解. 需要注意的是, 敌手的攻击不一定能够用来解决困难问题. 在证明
中, 常见的证明错误是敌手可以始终发出归约无效的攻击 (useless attack), 使得 simulator 无法解
决困难问题, 归约证明失败.
• 分析: 需要分析的内容是: 若敌手可以在多项式时间内以不可忽略的优势攻破方案, 我们构造的
simulator 就能在多项式时间内以不可忽略的优势找到困难问题实例的解. 不同密码系统中需要分
析的具体内容也不同, 但相同的是分析必须紧紧围绕敌手是具有无穷计算能力的恶意敌手3 .
以上我们给出了一个普适的归约框架. 在一个正确的归约证明中, 模拟、解决困难问题和分析三者缺
一不可, 共同保证了方案的正确性.

方案构造学习

3
3.1

算法定义和安全模型定义

关于现有密码概念的算法定义, 我们不建议读者通过直接阅读论文的方式去学习. 省略了 “思考” 的
过程会使读者无法了解算法定义的难点, 缺乏定义算法的经验, 从而无法准确定义一个新的密码概念的算
法. 首先, 对一个密码概念进行算法定义之前, 读者必须了解该密码概念被提出的动机 (motivation)、需
要实现的功能 (functionality) 以及应用场景 (application scenario). 这些内容一般可以从相关论文的引
言章节 (introduction) 中获得. 其次, 在对一个密码概念进行算法定义时, 读者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 该密码概念涉及到哪几方 (entities)？
3

在现有的安全归约证明的主流方法中, 为了便于正确性分析, 敌手可以是一个具有无穷计算能力的恶意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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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密码概念需要几个算法来定义？
• 每一个算法的名字, 即实现的功能是什么？
• 每一个算法由哪一方 (entity) 来运行？
• 每一个算法的输入和输出分别是什么？
最后, 我们建议读者先通过学习本文给出的数字签名和公钥加密两个密码概念的算法定义之后, 按照
上述方法尝试对表3 给出的密码概念进行算法定义, 并将自己定义的算法和标准的算法定义进行比较, 自
我归纳总结, 完善自己的 “算法定义思考方式”.
3 密码概念
Table 3 Cryptographic notions
密码类型

概念名称

密码类型

概念名称

[10]

签名

Digital Signature
Online/Oﬄine Signature[13]
Undeniable Signature[14]
Designated Veriﬁer Signature[15]
Digital Signature with Signer-aided
Veriﬁcation[16]
Proxy Signature[17]
Certiﬁcateless Signature[18]
Aggregate Signature[19]
Digital Signature with Batch
Veriﬁcation[20]
Threshold Signature[21]
Blind Signature[22]
Ring Signature[23]
Group Signature[24]
Identity-based Signature[25]
Attribute-based Signature[26]

加密

Public-Key Encryption[12]
Broadcast Encryption[27]
Identity-based Encryption[28]
Identity-based Encryption with Traitor
Tracing[29]
Identity-based Broadcast Encryption[30]
Inner Product Encryption[31]
Attribute-based Encryption[32, 33]

安全模型定义学习和算法定义学习类似. 首先, 读者通过论文学习数字签名和公钥加密的标准安全模
型定义; 其次, 对表3给出的密码概念进行安全模型定义; 最后, 将自己定义的安全模型和标准的安全模型
进行比较, 总结并完善自己的 “安全模型定义思考方式”. 表4列出了与安全模型定义相关的概念.
4 安全模型相关概念
Table 4 Notions for security model
概念名称
安全模型

3.2

Security model, Challenger, Adversary, Query, Response, Win, Adaptive attack, Trivial
attack, Advantage, Strong security model, Weak security model, Standard security model

经典方案推荐

通过上一小节的学习, 读者应该已经学会如何对密码概念进行算法定义和安全模型定义. 关于具体的
密码方案构造, 我们在本小节中列出一些经典方案供读者学习方案的构造技巧, 见表5.
需要注意的是, 经典方案不一定是提出该密码概念的第一个方案, 也不一定是安全性非常强的方案.
这里的经典方案指的是方案构造或者安全证明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技巧, 而且具有很高的拓展性的方
案 (即能够在该方案基础上修改得以解决新问题).
3.3

尝试发现方案构造错误

经过前两小节的学习, 读者已经具备了方案构造的基本能力. 本小节中, 我们建议读者挖掘巩固这一
能力. 方案构造错误意味着方案存在着攻击使得方案不安全. 收集整理这些错误能够帮助读者熟悉每一种
方案构造方法对应的潜在攻击, 从而能够避开类似的错误. 本小节对如何发现方案构造错误给出了以下学
习方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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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典方案
Table 5 Classic schemes
方案

序号
1

1984, A Public Key Cryptosystem and a Signature Scheme Based on Discrete Logarithms.

[34]

[35]

2

1991, Eﬃcient Signature Generation by Smart Cards.

3

1996, Security Proofs for Signature Schemes.[36]

4

1998, A Practical Public Key Cryptosystem Provably Secure Against Adaptive CCA.

5

1999, Secure Integration of Asymmetric and Symmetric Encryption Schemes.

6

2001, Identity-based Encryption from the Weil Pairing.

[37]

[38]

[28]

[39]

7

2001, Improved Online/Oﬄine Signature Schemes.

8

2001, Short Signatures from the Weil Pairing.[40]

9

2003, A Signature Scheme as Secure as the Diﬃe-Hellman Problem.

10

2003, Eﬃciency improvements for signature schemes with tight security reductions.

11

2003, ID Based Cryptosystems with Pairing on Elliptic Curve.[43]

12

2004, Short Group Signatures.

13

2004, Short Signatures Without Random Oracles.

14

2004, Signature Schemes and Anonymous Credentials from Bilinear Maps.

15

2004, An Eﬃcient Signature Scheme from Bilinear Pairings and Its Applications.

16

2004, Eﬃcient Selective-ID Secure Identity-based Encryption Without Random Oracles.

[41]
[42]

[44]
[45]
[46]
[47]
[48]

[49]

17

2005, Eﬃcient Identity-based Encryption Without Random Oracles.

18

2005, Hierarchical Identity Based Encryption with Constant Size Ciphertext.[50]

19

2005, Collusion Resistant Broadcast Encryption with Short Ciphertexts and Private Keys.[27]

20

2005, Fuzzy Identity-based Encryption.[51]

21

2006, Practical Identity-based Encryption Without Random Oracles.[52]

22

2006, Eﬃcient Identity-based Signatures Secure in the Standard Model.[53]

23

2007, Ciphertext-policy Attribute-based Encryption.[54]

24

2007, Attribute-based Encryption with Non-monotonic Access Structures.[55]

25

2007, Identity-based Broadcast Encryption with Constant Size Ciphertexts and Private Keys.[30]

26

2009, Realizing Hash-and-sign Signatures under Standard Assumptions.

27

2010, Constant Size Ciphertexts in Threshold Attribute-based Encryption.

[56]
[57]

[58]

28

2010, Revocation Systems with Very Small Private Keys.

29

2010, Functional Encryption for Inner Product: Achieving Constant-size Ciphertexts with Adaptive
Security or Support for Negation.[59]

30

2011, Ciphertext-policy Attribute-based Encryption: An Expressive, Eﬃcient, and Provably Secure
Realization. [60]

我们推荐利用已发表文章进行发现方案构造错误的尝试. 比如, 一些论文的工作是指出其他论文的错
误, 我们可以利用它们进行学习. 首先, 收集关于安全分析的论文. 此类文章的标题一般有一定的格式, 比
如: Comments on XXX scheme、Security analysis of XXX scheme、Cryptanalysis of XXX scheme 等
等. 其次, 收集被攻击的论文. 我们强烈建议读者不直接阅读安全分析的文章, 而是先阅读被攻击的方案
并尝试给出攻击. 最后, 把自己发现的错误和分析与该安全分析论文进行比较, 提高自己分析的能力并积
累攻击方法. 在读者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 可以尝试去分析任何文章. 我们建议读者可以将一般的期刊或
会议论文当做练手对象, 当然, 不是说完全排除掉顶级期刊或顶级会议中的论文. 要注意, 找出问题只是其
中一个目的, 在分析过程中, 不断巩固已经积累的攻击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需要强调的是, 经过以上三个小节的学习之后, 读者离构造可证明安全方案还有一定距离. 因为有些
构造的方案看似安全却无法给出安全证明. 方案构造和安全证明相辅相成, 两者互相影响, 缺一不可, 方案
构造的每一步必须考虑安全证明的可行性. 具体构造方案的方法, 我们将在构造可证明安全密码方案部分
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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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证明学习

4

安全证明学习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步. 它的学习非常复杂, 原因可以归为以下三点.
• 证明概念的多样性. 安全证明需要用到许多抽象的概念, 每一个概念都对应着一个知识点. 如果对
一个概念的理解不够清楚, 就会影响到对论文证明的详细推导过程的理解, 同时也使得自己很难给
出正确的安全证明.
• 证明框架的多样性. 安全证明并没有一个标准的证明框架. 不同的密码概念有着不同的攻击定义,
而且我们还需要把攻击归约到不同的困难问题实例的解. 因此, 证明对应的详细归约过程有着许多
不同, 我们无法简单地用一个框架去描述.
• 证明技巧的多样性. 安全证明的技巧非常多且看似杂乱无章. 方案构造, 安全模型定义, 困难问题
等因素都会影响证明所允许采用的技巧.
本节探讨学习安全证明的方法, 给出从证明概念到实际训练的相关建议. 我们将本节分为四个部分讲
解如何学习安全证明, 包括归约相关概念学习、证明训练、经典方案推荐、尝试发现证明错误.
4.1

归约相关概念学习

安全归约证明涉及到许多概念. 这些概念可以分为六类: 预备概念、模拟概念、归约概念、评价证明
概念、签名特有概念以及加密特有概念, 详见表6. 需要强调的是, 这些概念在不同的论文中可能有不同的
解释. 本小节概念的收集整理主要参考书籍 [4] 的第 4 章, 因此我们建议读者直接阅读该章节来理解这些
概念. 之后, 可以再对照表格进行查缺补漏.
6 归约相关概念
Table 6 Notions for reduction
类型

概念名称

预备概念

Cryptography, Cryptosystem, Scheme, Mathematical problem, Problem instance, Negligible,
Non-negligible, Security parameter, Security level, Secure scheme, Insecure scheme, Hard
problem, Easy problem, Computationally hard, Absolutely hard, Probability, Advantage,
Scheme algorithm, Attack algorithm, Reduction algorithm, Simulation algorithm, Solution
algorithm.

模拟概念

Real scheme, Simulated scheme, Real attack, Simulation, Simulator, Successful simulation,
Indistinguishable simulation, Correctness, Random and independent.

归约概念

Black box adversary, Malicious adversary, Adaptive attack, Successful attack, Failed attack,
Useful attack, Useless attack, Computationally unbounded power, What the adversary knows,
What the adversary never knows, Successful security reduction, Correct security reduction,
Reduction cost, Reduction loss, Random oracle, Hash list.

评价证明概念

Random oracle model, Standard model, Tight reduction, Loose reduction, Weak assumptions,
Strong assumptions, Strong security model, Weak security model.

签名特有概念

Simulatable, Reducible, Partition.

加密特有概念

One-time pad, Correct ciphertext, Incorrect ciphertext, Valid ciphertext, Invalid ciphertext, True
challenge ciphertext, False challenge ciphertext, Challenge Hash query, Decryption simulation.

4.2

证明训练

读者在掌握了安全证明的原理以及其涉及的所有概念知识之后, 接下便是通过证明训练掌握证明技
巧. 读者在尝试对一些方案进行安全证明时, 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错误: 可以模拟但不能解决困难问题, 可
以解决困难问题但没办法模拟, 可以模拟能够解决困难问题但不满足分析过程所需满足的性质等等. 正确
的归约证明的技巧只有读者知行合一、不断地练习之后才能掌握. 本小节中, 我们给出读者进行证明训练
的相关建议.
证明训练有两个重要目标.
• 一是规范化证明的书写保证完备性分析. 其实, 证明的书写是没有标准的, 但是我们强烈建议读者
按照某个自己喜欢的又是流行的模板书写. 这个模板的作用就是为了保证证明过程中能分析到所
有的条件从而确保证明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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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掌握证明技巧. 对于基于群的密码方案证明训练, 读者可以把书籍 [4] 的第 5 章到第 10 章里
的 27 个方案当做训练的对象. 但是, 百见不如一练. 我们强烈建议读者不要直接去阅读给出的归
约证明, 而是自己先思考并尝试证明. 首先, 阅读方案和定理; 其次, 利用自己积累的经验技巧去构
思如何证明该方案; 最后, 找一位已经训练过的同学或者老师帮你检查并给出一些反馈和指导, 而
不是直接查看给出的或原文的证明方法. 因为, 首次构造的证明不一定是对的, 反而以作者的学习
经验来说, 很多情况下只是错的不自知而已. 完整全面的思路是从很多错误中提炼出来的. 很多细
节的技术需要自己独立琢磨之后才能应用的得心应手.
训练过程中, 如果一个方案的归约证明相对复杂, 读者感到无法入手时, 可以尝试先在较弱的安全模
型下对该方案进行证明. 需要注意的是, 不同安全模型下对应的安全证明有可能差别非常大, 即使是针对
同一个密码方案. 证明训练是读者学习安全证明的重中之重, 不能敷衍, 也不能急于求成. 证明训练不是
为了让读者参观证明技巧, 而是让读者在错出各种花样之后, 熟悉安全证明的套路并对每一种证明方法和
证明技巧的记忆能够刻骨铭心.
4.3

经典方案推荐

经过了严格的证明训练, 读者应该已经掌握了安全归约证明的常规套路以及部分证明技巧. 然而, 这
些技巧仅仅是核心中的核心, 与当前安全归约证明中所涉及的大多数技巧相比仅占很小的比例. 因此, 我
们建议读者能够对表5提到的经典方案的安全证明进行详细的研究、归纳、对比和总结. 在此, 我们给出
三点建议做法.
• 和证明训练类似, 读者应该首先尝试自己证明再去阅读原论文给出的安全证明.
• 由于目前安全证明的书写缺乏标准, 读者应该会发现每一篇文章的安全证明描述方式不尽相同, 概
念的应用也缺乏一致性. 因此, 我们建议在学习经典方案的过程中, 读者能够使用自己的安全证明
书写标准 “重塑” 其安全证明.
• 当完成对经典方案的安全证明学习后, 我们建议读者试着去 “提升” 每篇文章的方案和证明. 即改
进方案的构造或者安全证明, 达到效率更高, 安全性更强或在其它点有所优化的效果. 当然, 大多
数情况下, 读者应该会发现此路不太可行. 但这种训练方法将会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到方案构造和
安全证明的核心技巧以及困难点.
4.4

尝试发现证明错误

与尝试发现方案构造错误类似, 尝试发现证明错误能够帮助读者知道在证明中哪些点容易犯错. 如果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完成论文后, 再被指出论文的错误未免得不偿失. 所以, 我们强烈建议读者不要
跳过这一步的训练. 但是相对于方案错误, 证明错误更不容易被发现. 鲜少有论文分析其它论文中的证明
错误. 在此, 我们推荐一个简单的方法帮助读者进行证明分析.
首先,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知道模拟步骤的敌手. 然后, 假设自己能够解决最根本的困难问题4 (不管以
什么方式), 这个时候考虑自己是否总是能够对模拟方案发出 useless attack？如果可以, 那么这个安全证
明就是错误的. 因为这时, 成功归约的最坏概率是零, 即归约失败.
在书籍 [4] 的 4.13 节, 作者给出了三个证明错误的简单例子. 此外, 有些方案错误的论文依旧给出了
安全证明. 我们建议读者利用上面学到的知识, 认真研究思考: 证明错在哪里？是敌手可以发出 useless
attack 吗？或者是在证明过程中, 作者漏掉了一些分析导致了不安全的方案可以进行安全证明？

构造可证明安全密码方案

5

经过方案构造学习和安全证明学习, 读者应该已经掌握了经典方案构造和安全证明的方法、原理和技
巧. 但是, 读者需要的是能够发现问题并用一个新的可证明安全的密码方案解决问题的能力. 针对于此, 本
节给出相关方法和建议, 包括文献阅读、尝试方案构造和安全证明两部分. 下面, 我们给出这两部分的具
体内容和注意事项.
4

这样假设是为了便于分析. 例如, 若是基于群的密码方案, 那么假设能够解决离散对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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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文献阅读

文献阅读, 即阅读关于密码方案构造及其安全证明的学术论文. 文献阅读的目的是学习并掌握组成一
个安全密码方案的各个 “部分”.
我们简单地把所有论文相对分为两大类, 顶级论文和一般性论文. 比如, 发表在三大密码学术会议 (美
密会 (CRYPTO), 欧密会 (EUROCRYPT), 亚密会 (ASIACRYPT) ) 的大多数论文都属于顶级论文. 对
于不同类别的论文, 我们采取不同的阅读方法.
阅读一篇顶级论文时, 读者必须学习和思考以下几点:
• Motivation. 这篇论文是如何从大背景一步一步介绍到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上的？为什么这篇论文
要解决的问题是重要的？论据是什么？
• 方案构造的技巧点. 这篇论文的方案构造的技巧是否已经掌握？难点在哪？是否能用自己的语言,
以一句话进行核心总结？
• 安全证明的难点. 这篇论文的安全证明是否可以自己构造？如果不能, 是否已经找到对应的没有掌
握的证明技巧？能否用一句话提炼安全证明的核心技巧？
• 这篇论文方案的优点和缺点. 论文的优点大多数可以从明显的位置找出, 但能否发现这篇文章解决
问题是否有不足之处并改进它？比如, 构造的方案在验证方面效率太低.
阅读一篇一般性论文的时候, 读者必须学习和思考以下几点:
• 闪光点. 这篇论文的 motivation、方案构造和安全证明, 哪一部分是闪光点, 是值得借鉴学习的地
方？我们在此强调, 不要轻视一般性论文, 不要认为一般性论文都很一般. 很多时候, 我们都能够
在阅读一篇一般性论文时得到很大的启发.
• 吹毛求疵. 这篇论文在方案构造和安全证明上, 能否找到错误? 换句话说, 假如这篇论文是由你来
审稿并必须给出拒稿意见, 你能给出什么让作者认可的理由？
虽然我们给出了以上的阅读规则, 但我们建议读者在开始时要把一般性的论文当成顶级论文来阅读.
因为, 一般性文章里的贡献已经超越了读者当前的能力. 当然, 与此同时, 读者也要保持谨慎的学习借鉴的
态度. 否则, 有可能会形成错的观念和认知, 得不偿失.
5.2

尝试方案构造和安全证明

对于读者来说, “尝试方案构造和安全证明” 已经走到了离学术贡献最近的一步. 对于方案如何构造和
证明, 我们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 方案构造. 我们建议读者, 可以找几篇贡献相对小的文章 (贡献较小的方案相对容易构造), 首先阅
读其 motivation, 然后自己尝试构造一个和该文章达到相同结果的方案. 大多数方案包括经典方
案都是基于前人方案的基础上修改得来的. 闭门造车并且期望完全创新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如果
自己不能够构造出达到相同结果的方案, 一定要总结为什么原文作者能够构造成功, 而自己却不
能. 这里面到底用到了哪个自己不懂或者没用上的技巧.
• 安全证明. 最好的证明对象是读者自己构造的方案. 我们不建议读者重新证明那些已经被发现证
明错误的方案. 因为, 有些方案是无法被证明安全的, 即使 “看起来” 它们是安全的.
• 方案构造和安全证明是紧密联系的. 假如方案的构造分成了六小步, 我们不能在完成整个方案设计
后再去考虑它的安全证明. 比如在基于身份加密中, 构造私钥后, 需要先考虑安全证明中如何正确
模拟, 再考虑密文的构造及其模拟. 方案构造的过程中, 每一小步都要考虑整个方案的证明的正确
性. 我们需要反复调整构造方法, 使方案最终能够被正确证明.
• 我们在此建议读者在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应该尝试构造那些似乎不可能或者已经被证明不可能构造
的密码方案并进行安全证明. 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读者能够运用所有学到的知识、技能和技巧, 并进
行自我梳理和总结. 某些情况下, 读者还能像文献 [61, 62] 一样, 对现有的不可能结论进行优化或
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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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公钥密码的方案构造及安全证明和高中数学有一个很大的类似点, 那就是基础知识不算多不
算难, 但极具技巧性. 如何提高这一部分的技能只能依靠读者自己总结领悟.

6

思考与总结
在整个学习期间, 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值得读者去认真思考并总结.
• 思考并总结如何准确定义一个新密码概念的算法和安全模型.
• 思考与总结论文的 motivation. 读者应该思考并总结论文 motivation 的创新之处并收集整理
motivation 涉及的因素, 例如效率 (eﬃciency)、安全 (security) 和隐私 (privacy) 等等.
• 思考与总结攻击方案的方法. 在发现方案构造错误的训练后, 读者应该已经整理了很多攻击方案的
方法. 在构造密码方案时, 读者要思考方案构造应该避免什么样的结构才能够避开可能的攻击.
• 思考并总结方案构造的技巧. 比如, 方案构造的结构应该满足什么条件才能使得在有密钥的前提下
签名可以计算 (或密文可以解密) 和在没有密钥的前提下签名无法计算 (或密文不可解密).
• 思考并总结安全证明的技巧. 比如, 如何将困难问题实例嵌入模拟方案以及如何模拟应答.

总结不是单纯的收集整理, 而是通过收集整理后的思考, 提炼共性与个性. 有深度的总结应该具有这
几个特点: 个性的语言风格, 独到的看问题角度, 涉及到理解与解释应该不厌其详, 涉及到技巧解释应该言
简意赅, 他人阅读能够收获良多.

7

结束语

本文系统性梳理了公钥密码方案构造及安全证明的知识要点和方法论, 对每个知识要点作出了归纳总
结或解释, 并对每一部分的学习提出了方法和建议. 我们希望本文能够为基础薄弱的读者在学习公钥方案
构造及安全证明方面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 本文是基于作者的经验和经历而来, 由于知识水平有限, 系统
性不足或过程介绍出现错误以及知识点遗漏是在所难免的,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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