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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字符排序的安全多方计算

李顺东１）

　亢　佳
１）

　杨晓艺
１）

　窦家维
２）

　刘　新
３）

１）（陕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　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２）（陕西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３）（内蒙古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内蒙古 包头　０１４０１０）

摘　要　安全多方计算是国际密码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是信息社会隐私保护的核心技术．密码学者已经研究了

很多安全多方计算问题，但是还有更多问题有待研究和解决．该文研究如何保密地将多个字符按照字典序排序，这

是一个全新的问题，目前尚没有见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它可以提高数据库保密查询的效率，在信息安全领

域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广泛的应用前景．为了保密地判断多个字符按照字典序排序的位置关系，该文首先设计了

一种新的编码方法，并结合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加法同态加密算法、椭圆曲线加法同态加密算法、秘密分割和门限解密算法，设

计了三个能够抵抗合谋攻击的多个字符保密排序的高效而简单的协议．利用安全多方计算普遍采用的模拟范例证

明了协议在半诚实模型下是安全的，并且分析了协议的正确性，同时给出了协议计算复杂性和通信复杂性的理论

分析与实验验证．这些协议都跳出了两两比较进行排序的传统思维框架，具有更高的保密性．最后将保密的字符排

序问题的协议应用于解决安全多方数据排序问题上，拓展了可比较数据的范围．

关键词　密码学；安全多方计算；字符排序；云计算；同态加密；秘密分割；门限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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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ａｒｅｓｅｃ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ｍｉｈｏｎｅｓｔｍｏｄｅｌ．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

ｔｏｓｈｏｗｏｕ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ｓ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ｗｅｓｈｏｗｈｏｗｔｏｕｓｅｔｈｅｍｔｏｓｅｃｕｒｅｌｙ

ｓｏｒ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ｄａｔａ．Ｔｈｉ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ｏｕｒ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ａ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ｅｃ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ｓｏｒｔｉｎｇ；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ｈｏｍ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ｄｅ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１　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需要处理的数据呈爆

炸式增长，对数据处理与计算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

战．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需要更精

确、更复杂的计算，需要更多的计算资源和更强大的

计算能力．但个体为解决自己的计算问题投资更多

的计算资源是不合适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个体通

常要将数据外包给云服务器来存储和计算．然而，在

云计算技术支持的外包计算模型中，云端可能破坏数

据的隐私性和外包计算结果．因此，外包计算中的安

全和隐私问题非常重要．为了避免用户数据的泄露，

用户的数据必须经过加密才能存储在云服务器中．

试想如下场景：在医疗云系统中，大量的个人健

康信息无法存储于本地设备，需要将用户信息加密

后发送给远程医疗服务机构的云服务器．当主治医

生要访问某个病人的健康信息时，常规的做法是将

要查询病人的查询条件进行加密，然后利用密文与

云存储数据库中所有病人信息记录的密文进行有关

的查询操作．当云服务器上存储的病人信息很多的

时候，保密查询的计算复杂性很高，查询效率很低．

如何能从云存储数据库中更加快速、准确地查询到

保密数据呢？可以对云服务器上的病人信息进行分

类（分类标准可以为病人的姓名、各项指标的排序

等），比如说按照病人姓名的每个汉字的首字母排序

分类（２６个英文字母的排列顺序，张三的汉字首字

母为ＺＳ，李四的汉字首字母为ＬＳ，那么张三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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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要排在李四之后），这样就可以在主治医生查询

某个病人信息的时候，直接将病人按照姓名的排序

定位．利用这种分类方法来进行病人信息查询，效率

将会大大提高．但是在对云存储服务器上的病人信

息进行分类的时候，病人的所有信息都是保密的，假

如将病人的姓名看作一个字符串，那么对云存储服

务器上的病人信息进行分类的过程可以看成是对多

个字符串进行保密排序的过程．所以为了提高查询

效率，保密地判断多个字符按照字典序排列的位置

关系就很有必要．本文就如何保密地判断多个字符

按照字典序排列的位置关系问题设计了相关的解决

方案．

安全多方计算（Ｓｅｃ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ＳＭＣ）作为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的关键技术，已成

为国内外密码学界的研究热点［１８］．安全多方计算

保证在不泄露参与者私有数据的前提下，使这些私

有数据能够被参与者利用，并进行保密计算，从而使

人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私有数据，而不破坏数据

的机密性．安全多方计算问题由 Ｙａｏ
［９］首先提出，

Ｇｏｌｄｒｅｉｃｈ、Ｍｉｃａｌｉ和 Ｗｉｇｄｅｒｓｏｎ等人
［１０］对其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安全多方计算的理论基础［１１１３］，

推动了安全多方计算的发展．

安全多方计算在计算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很多学者致力于安全多方计算问题的研究，提出了

各种安全多方计算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所研究的问

题可以分为以下几大方向：（１）保密的科学计算问

题［１４１９］；（２）保密的计算几何问题
［２０２３］；（３）保密的

数据挖掘问题［２４］；（４）保密统计分析；（５）保密的数

据库查询问题；（６）其他安全多方计算问题．在这些

问题中，保密的科学计算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也是安全多方计算协议的基本模块．

安全多方数据排序问题是百万富翁问题的自然

延伸，这与保密比较大小问题相同，都是保密的科学

计算中的重要问题，已有文献提出基于加法同态加

密算法的百万富翁问题解决方案［２５］，然后多次调用

基本协议解决了安全多方排序问题．同时还提出了

基于模糊贴近度的安全多方协议（只针对数据排

序）．但是协议可能泄露参与者拥有数据的相对位

置．文献［２６］虽然利用ＥｌＧａｍａｌ加密算法和一个新

编码方案实现了安全多方排序，但是对于数据相等

的情况，可能会得到不正确的排序结果．文献［２７］提

出了基于离散对数假设和费马定理的多方保密排序

协议，但是该协议安全性较低，不能抵抗两个或者两

个以上参与者的合谋攻击．文献［２８］基于秘密共享

设计了一个高效的解决保密的数据排序问题的方

案．该协议在不诚实的参与者个数狋（狀－１）／２时，

存在信息泄露的问题．

总的来说，目前对保密的排序问题方面的研究

仍然处于初始阶段，还存在以下问题：（１）对于当前

安全多方排序问题来说，所提出的大部分解决方案

都是基于多次调用提出的百万富翁协议来实现多方

排序，会泄露参与者拥有的信息；（２）通过同态加密

算法和特殊编码方式已经实现的多方数据排序方案

的计算复杂性和通信复杂性仍然较高；（３）仅限于

对数据的比较．例如保密地判断多个字符按照字典

序排序的位置问题还没有研究．但实际上保密地判

断多个字符排序的问题不仅在数据挖掘，数据库查

询方面有广泛的实用，也可以解决安全多方数据排

序的问题．所以研究字符保密排序问题是非常有意

义的．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

（１）针对字符排序问题设计了一种全新的编码

方法，为解决安全多方数据排序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达到了简化问题，降低计算复杂性的目的．

（２）借助于新的编码方法设计了基于Ｐａｉｌｌｉｅｒ

加法同态加密算法和秘密分割的可以抵抗不同程度

合谋攻击的方案，并对其协议的安全性和正确性进

行证明．

（３）设计了基于椭圆曲线加密方案，门限解密

的安全性更高的协议，并对协议的安全性和正确性

进行证明．

（４）在保密地判断多个字符按照字典序排序位

置关系协议的基础上，提出了较大数据的保密排序

问题的协议．

本文第２节介绍协议中用到的预备知识和安全

性定义；第３～５节设计具体的协议解决字符保密排

序问题；第６节对协议的正确性和安全性进行了分

析，同时利用模拟实验验证协议的复杂性和效率；第

７节提出保密数据排序问题的协议；第８节对文章

进行总结．

２　预备知识

２．１　安全性定义

理想保密计算协议．理想保密计算协议假设

有一个值得信赖的第三方（Ｔｒｕｓｔｅｄ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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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Ｔ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决不会泄露信息和恶

意传递虚假信息．因此在可信第三方存在的情况下，

参与者犘１，…，犘狀分别将自己的私有数据犡１，…，犡狀

告诉ＴＴＰ，由ＴＴＰ计算

犳（犡１，…，犡狀）＝（犳１（犡１，…，犡狀），…，犳狀（犡１，…，犡狀）），

然后将结果犳１（犡１，…，犡狀），…，犳狀（犡１，…，犡狀）分别

告诉参与者犘１，…，犘狀，而不泄露任何其他私有信

息．由于参与者 犘１，…，犘狀无法从协议中获得除

犳（犡１，…，犡狀）之外的信息，所以该协议是安全性最

高的安全多方计算协议，被称为“理想协议”．任何计

算犳（犡１，…，犡狀）的实际安全多方计算协议的安全

性都无法超出这个理想协议．

半诚实参与者［２９］．所谓半诚实参与者就是参

与者按照协议的规定执行协议，并且不会中途退出

协议，也不会欺骗和泄露信息，但是它们可能会试图

通过分析和利用协议执行过程中自己所得到的信息

来推断额外的信息．

本文假设协议的所有参与者都是半诚实的．由

于研究基于半诚实模型下的安全多方计算是研究恶

意模型下安全多方计算的基础，所以绝大部分研究

建立在半诚实模型上．只要能够设计出对半诚实参

与者安全的保密计算函数犳的协议π，就可以使用

文献［２９］中基于比特承诺和零知识证明理论设计的

编译器将π转换为对恶意参与者安全的协议．在转

换后的协议中，一个恶意的参与者将被迫按照半诚

实的参与者行事，否则将会被发现．在研究恶意模型

下安全协议的时候，人们总是从半诚实参与者模型

入手，寻找防止恶意攻击的方法，并将其添加到协议

中，最终形成恶意模型下的安全协议．

假设参与保密计算的参与者为犘１，…，犘狀，分别

拥有保密数据犡１，…，犡狀．

（１）假设π表示计算犳 的协议，协议执行过程

中输入为犡＝（犡１，…，犡狀），下式代表概率多项式时

间函数，

犳（犡）＝（犳１（犡），…，犳狀（犡））．

在执行协议的过程中参与方犘犻得到的信息序列记

为狏犻犲狑
π
犻（犡）＝（犡犻，狉

犻，犿
犻
１，…，犿

犻
狋），其中狉

犻表示第犻

个参与方独立的硬币抛掷结果；犿
犻
犼表示第犘犻第犼次

收到的信息．对于部分参与者构成的集合

犐＝｛犘犻１，…，犘犻α｝｛犘１，犘２，…，犘狀｝

记为狏犻犲狑
π
犐
（犡）＝（狏犻犲狑π犻１（犡），…，狏犻犲狑

π
犻α
（犡））．

定义１．　半诚实参与者的保密性
［２９］．假设协

议π计算函数犳，如果存在概率多项式时间算法犛，

使得对于任意的犐＝｛犘犻１，…，犘犻α｝｛犘１，犘２，…，

犘狀｝，满足如下：

｛犛（犐，（犡犻１，…，犡犻α），犳犐（犡））｝犡∈（｛０，１｝）狀

　　≡
犮
｛狏犻犲狑π犐（犡）｝犡∈（｛０，１｝）狀 （１）

式中≡
犮
表示计算上不可区分，则认为π保密计算函

数犳．

２．２　犘犪犻犾犾犻犲狉同态加密算法

同态加密的概念在文献［３０］中被首次提出，它

可以保证在不影响明文数据机密性的情况下，直接

操作密文来完成对明文的计算．简单来说，对密文的

计算等价于明文计算之后再加密．

Ｐａｉｌｌｉｅｒ方案
［３１］的具体过程如下：

密钥生成．首先选取两个素数狆，狇，其中犖＝

狆×狇，λ＝犾犮犿（狆－１，狇－１）是狆－１和狇－１的最小公

倍数．随机选择一个犵∈犣

犖，使得犵犮犱（犔（犵

λｍｏｄ犖２），

犖）＝１，其中犔（狓）＝
狓－１

犖
．算法的公钥为（犵，犖），私钥

为λ．

加密．选择一个随机数狉，狉＜犖，计算

犮＝犵
犿狉犖ｍｏｄ犖２．

解密．

犿＝
犔（犮λｍｏｄ犖２）

犔（犵λｍｏｄ犖
２）
ｍｏｄ犖２．

该算法是概率加密算法，具有加法同态性．假设

密文

犈（犿１）＝犵
犿
１狉
犖

１ ｍｏｄ犖
２，

犈（犿２）＝犵
犿
２狉
犖

２ｍｏｄ犖
２．

那么

犈（犿１＋犿２）＝犵
犿
１
＋犿
２（狉）

犖
ｍｏｄ犖２，

犈（犿１）×犈（犿２）＝犵
犿
１
＋犿
２（狉１狉２）

犖ｍｏｄ犖２

＝犵
犿
１
＋犿
２（狉）犖ｍｏｄ犖２．

该算法满足如下性质：

犈（犿１）×犈（犿２）＝犈（犿１＋犿２）．

２３　椭圆曲线同态加密算法

椭圆曲线密码体制ＥＣＣ（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Ｃｒｙｐｔｏｇ

ｒａｐｈｙ）是１９８５年由 Ｍｉｌｌｅｒ和Ｋｏｂｌｉｔｚ共同提出的．其

理论基础是定义在有限域上的某一椭圆曲线上的整

数点与无穷远点可构成有限交换群．如果该群的阶包

含一个较大的素因子，则其上的离散对数问题是困难

的．与ＲＳＡ算法相比，ＥＣＣ具有计算量小、密钥短、对

带宽和处理器要求低等优点．

基于椭圆曲线实现ＥｌＧａｍａｌ密码体制
［３２］描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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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椭圆曲线密码体制之前，必须设计把明文

信息编码到椭圆曲线上的点的编码方法．

明文消息嵌入到椭圆曲线的编码方法［３３］

（１）选择一个具有狀个点的椭圆曲线．假设消息

可以用字母表｛０，１，…，９，犃，…，犣｝上的字符来表示．

这些字符可以用｛０，１，…，３５｝来代替．

（２）把消息转化成一个每一个数都在０～３５之间

的数字序列．

（３）选择一个辅助基本参数犽，比如设犽＝２０（加

密解密双方达成一致）

（４）对于每一个犿，Ｆｏｒ犻＝１ｔｏ犽－１，令狓＝

犿犽＋犻，利用椭圆曲线方程求狔．如果找到就停止．如

果找不到就令犻←犻＋１，继续找，直到找到为止．实际

上，可以找到一点（狓，狔）．这个点就是消息犿的编码．

（５）解码．点（狓，狔）解码为 （狓－１）／犽 （（狓－１）／

犽的值向下取整）．

密钥生成．选定一条椭圆曲线犈犆（犪，犫）与其上的

一个基点犌，在犣狀 上任意选择一个随机数犺，计算

犎＝犺犌．（犎，犌）就是公钥，犺是私钥．

加密．消息编码到犈犆（犪，犫）上一点犕，并产生一

个随机整数狉，计算密文〈犆１，犆２〉＝〈犿＋狉犎，狉犌〉．

解密．对密文〈犆１，犆２〉，用私钥犺解密得到明文为

犕＝犆１－犺犆２，

因为

犆１－犺犆２＝犕＋狉犎－犺（狉犌）

＝犕＋狉犎－狉（犺犌）＝犕．

再对点犕进行解码就可以得到明文．

该算法是概率加密算法，具有加法同态性．假设

密文

犈（犿１）＝〈犕１＋狉１犎，狉１犌〉，

犈（犿２）＝〈犕２＋狉２犎，狉２犌〉，

那么

犈（犿１＋犿２）＝〈（犕１＋犕２）＋狉３犎，狉３犌〉，

犈（犿１）＋犈（犿２）＝〈（犕１＋犕２）＋（狉１＋狉２）犎，（狉１＋狉２）犌〉

＝〈（犕１＋犕２）＋狉３犎，狉３犌〉

＝犈（犿１＋犿２）．

该算法满足如下性质：

犈（犿１）＋犈（犿２）＝犈（犿１＋犿２）．

２４　门限解密

门限解密［３４３５］是安全多方计算中对抗合谋攻

击的一个重要工具．在门限解密密码体系中，狀个参

与者共同生成一个公钥，每个人持有一部分解密密

钥．在加密过程中可以直接使用共同拥有的公钥加

密消息，但是需要多个参与者共同合作才能对密文

进行解密．如果解密一个消息至少需要狋个人合作

才能解密，少于狋个人合作时将不能得到解密消息，

这种密码体制被称为（狋，狀）门限密码体制．本文需要

朴素的（狀，狀）门限密码系统抵抗狀－１个参与者的合

谋攻击，可以利用椭圆曲线密码系统构造如下：

密钥生成．选定一条椭圆曲线犈犆（犪，犫）与其上

的一个基点犌，每个参与者犘犻在犣

狀 上任意选择一

个私钥犺犻，计算犎犻＝犺犻犌，共同生成公钥

犎＝∑
狀

犻＝１

犎犻＝∑
狀

犻＝１

犺犻犌．

加密．将消息编码到犈犆（犪，犫）上一点犕，并在

犣

狀 上任意选择一个随机数狉：１狉狀－１，计算密文

〈犆１，犆２〉＝〈犕＋狉犎，狉犌〉．

解密．对密文〈犆１，犆２〉，通过下面解密过程得到

明文：

犕＝犆１－∑
狀

犻＝１

犺犻犆２．

３　基于犘犪犻犾犾犻犲狉加密算法的多个字符

保密排序方案

问题描述．假设狀个参与者犘１，…，犘狀分别拥有

字符狊１，…，狊狀，各个参与者希望能比较各自拥有的

字符狊１，…，狊狀按照字典序排序的位置关系，并要求

在排序结束后各个参与方仅知道自己拥有的字符在

整个序列中的次序，而不知道其它参与者拥有的字

符的任何信息．

方案思想．多个字符排序的问题即为判断多个

字符按照字典序排序的问题．本文将参与者拥有的

字符狊犻通过一种编码方式表示成一个犿 维的０１

向量，狀个参与者的向量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狀×犿

维矩阵，每个参与者分别计算自己拥有的字符狊犻所

在列之前的所有列元素值（不包括自己字符所在列

的元素值）的累加和并加１，这个值就代表字符狊犻按

照字典序排序的位置．

通过编码方式表示保密字符：在此方案中，假设

字典的字母表为犝＝｛狌１，…，狌犿｝（１犼犿）且满足

狌１＜…＜狌犿．犘犻拥有的字符狊犻∈犝 且在字母表犝 中

的位置记为（狊犻）ｏｒｄ．每个参与者将各自的字符狊犻借助

于以下编码方法编码成一个向量

犜犻＝（狋犻１，…，狋犻犿） （２）

具体编码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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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犻＝１；犻狀；犻＋＋）｛

　ｆｏｒ（犼＝１；犼犿；犼＋＋）｛

　　ｉｆ（狊犻＝＝狌犼）　狋犻犼＝１

　　ｅｌｓｅ 狋犻犼＝０

　｝

｝

参与者将编码得到的狀个向量犜１，…，犜狀按顺

序排列组合成如下狀×犿矩阵犜：

犜＝

犜１

犜２

…

犜犻

…

犜

熿

燀

燄

燅狀

＝

狋１１ 狋１２ … 狋１犼 … 狋１犿

狋２１ 狋２２ … 狋２犼 … 狋２犿

… … … … … …

狋犻１ 狋犻２ … 狋犻犼 … 狋犻犿

… … … … … …

狋狀１ 狋狀２ … 狋狀犼 … 狋

熿

燀

燄

燅狀犿

．

每个参与者分别计算自己拥有的字符所在列之

前的所有列元素值（不包括自己字符所在列的元素

值）的累加和并加１，即（狊犻）ｏｒｄ列之前所有元素值和

再加１，并将结果记为狑犻．

对于１犻狀：

狑犻＝∑
狀

犻＝１
∑

（狊犻
）
ｏｒｄ

犼＝１

狋犻犼＝∑
狀

犻＝１

狋犻１＋∑
狀

犻＝１

狋犻２＋…＋∑
狀

犻＝１

狋犻（（狊犻）ｏｒｄ－１）－１

（３）

最后得到的结果狑犻的值就代表字符狊犻按照字典序

排序的位置．如果结果中出现相同的狑犻，那么说明

这些值对应的字符是相同的，即这些字符按照字典

序排序的位置是一样的．

事实１．　对于狀个参与者拥有的字符狊１，…，

狊狀，均按照式（２）构造向量犜犻，并按照式（３）计算狑犻．

如果结果中没有出现相同的狑犻，那么狑犻的值就代表

字符狊犻按照字典序排序的位置．如果结果中出现相

同的狑犻，那么说明这些值对应的字符是相同的．

证明．　因为对于每个字符来说，通过编码方式

编码后，只有在自己出现的位置为１，其余位置均编

码为０，想要判断自己字符的位置，就是将编码后所

在位置之前所有元素相加再加１即可得到字符的排

列位置．

根据这个事实，上面提出的编码方法和狑犻的值

是我们判断参与者拥有的字符按照字典序排序的依

据．如果直接按照矩阵犜通过上述描述得到字符的

位置序列显然没有保密性可言，所以不能用明文的

矩阵完成这项任务，我们选用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加密算法来加

密矩阵．

以下是利用上述编码方法判断多个字符排序的

位置关系的实例（实例１），为了更清楚地表达，在实

例１中给出了判断４个字符的位置关系的过程．

实例１．　本文假设有４个参与者犘１，…，犘４分

别拥有字符狊１＝犪，狊２＝犳，狊３＝狇，狊４＝犿，字母表犝

为２６个英文的字母表．那么按照编码方式可以将字

符狊１，狊２，狊３，狊４分别表示为如下向量犜１，犜２，犜３，犜４：

犜１＝（狋１１，…，狋１犿）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犜２＝（狋２１，…，狋２犿）

＝（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犜３＝（狋３１，…，狋３犿）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犜４＝（狋４１，…，狋４犿）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并由此得到矩阵犜：

犜＝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熿

燀

燄

燅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每个参与者分别计算自己（狊犻）ｏｒｄ列之前的所有

列元素值（不包括自己字符所在列的元素值）的累加

和再加１．因为（狊１）ｏｒｄ＝１，所以此时犘１得到狑１＝

０＋１＝１（即为第一列之前列所有元素的累加和加

１），同理犘２得到 狑２＝１＋０×１９＋１＝２（即为前

（狊２）ｏｒｄ＝６列所有元素的累加和再加１），犘３得到

狑３＝１＋１＋１＋６１×０＋１＝４（即为前（狊３）ｏｒｄ＝１７列

所有元素值的累加和加１），犘４得到狑４＝１＋１＋

４６×０＋１＝３（即为前（狊４）ｏｒｄ＝１３列所有元素值

之和）．

３１　具体协议

首先应用具有加法同态性的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加密算法

设计一种多个字符排序的基本方案，具体实现如协

议１．

协议１．　狀个参与者保密地判断各自拥有的字

符按照字典序排序的位置关系．

输入：狀个参与者犘１，…，犘狀分别拥有字符狊１，…，狊狀

输出：参与者犘１，…，犘狀分别得到自己拥有的字符狊犻按

照字典序排列的位置关系狑犻

１．假设（犌，犈，犇）是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同态加密方案，ξ是设定的

安全参数．参与者犘１运行犌（ξ）生成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加密算法的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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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钥，并将公钥公开，私钥保留．

２．参与者犘１，…，犘狀分别做如下运算：

（１）犘犻将自己拥有的字符狊犻借助上述式（２）编码方法将

其编码成如下向量

犜犻＝（狋犻１，…，狋犻犿）．

（２）参与者犘犻用公钥加密犜犻，加密后的数据记为

犈（犜犻）＝（犈（狋犻１），…，犈（狋犻犿））．

３．参与者犘犻（１犻狀－１）分别做以下计算（此处的向

量相乘为犈（犜犻）和犈（犜犻＋１）中对应分量相乘）：

ｆｏｒ（犻＝１；犻狀－１；犻＋＋）｛

　犘犻ｓｅｎｄｓ犈（犜犻）ｔｏ犘犻＋１；

　犘犻＋１ｃｏｍｐｕｔｅｓ犈（犜犻＋１）←犈（犜犻）×犈（犜犻＋１）．

｝

４．参与者犘狀公布最后得到的向量．

犈（犜狀）＝（犈（狋狀１），…，犈（狋狀犿））．

５．犘犻（１犻狀－１）首先各自选取一个随机数狉犻，并用

公钥加密得到犈（狉犻）．然后分别按照各自字符的位置（狊犻）ｏｒｄ，

计算犈（犜狀）中前（狊犻）ｏｒｄ个分量与犈（狉犻）累乘的结果，记为狇犻，

并将狇犻发送给犘１．

６．犘１用私钥解密，并将解密结果犇（狇犻）告诉犘犻．

７．犘犻在得到解密结果后，计算

狑犻＝犇（狇犻）－狉犻＋１．

狑犻即为字符狊犻按照字典序排序的位置．

３２　协议１性能分析

上述协议的正确性可由事实１得到保证．因为

犘１拥有私钥，只有他可以解密，所以协议１可以抵

抗除犘１之外的合谋攻击．但是当犘１参与合谋攻击

时，比如，参与者犘１和犘４合谋，会恢复出所有的字

符．为了抵抗各种情形下的合谋攻击，下面分别用秘

密分割和门限密码解密系统来设计多个字符的保密

排序协议．协议１的安全性分析和证明详见附录１．

４　基于秘密分割的多个字符保密排序

方案

方案思想．在本文协议１中，参与者犘犻将犈（犜犻）

先发送给犘犻＋１，犘犻＋１计算犈（犜犻）×犈（犜犻＋１），并将其

发送给下一个参与者，以此类推，直到犘狀得到最后

的每个参与者加密向量对应分量的乘积犈（犜狀）．犘狀

将犈（犜狀）宣布，如果犘１参与合谋攻击时，比如，参与

者犘１和犘４合谋，会恢复出所有的字符．所以需要借

助秘密分割的方法达到抵抗合谋攻击的目的．

协议２的思想与协议１基本相同，在协议２中，

犘１产生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加密算法的公钥和私钥，保留私钥，

公布公钥．每个参与者犘犻都将各自密文犈（犜犻）中的

每个分量值犈（狋犻犼）随机分割成犽犻（犽犻狀）份，构成犜犻

的犽犻份密文犈（犜犻）１，…，犈（犜犻）犽犻，即

犈（犜犻）１：犈（狋犻１）１，…，犈（狋犻犿）１

犈（犜犻）２：犈（狋犻１）２，…，犈（狋犻犿）２

　　　　　…

犈（犜犻）犽犻：犈（狋犻１）犽犻，…，犈（狋犻犿）犽犻
其中犈（狋犻犼）＝犈（狋犻犼）１…犈（狋犻犼）犽犻．然后犘犻将犈（犜犻）１，…，

犈（犜犻）犽犻发送给狀个参与者中的犽犻个参与者进行计

算．每个参与者收到所有份额的数据后，将收到向量

的各自分量对应相乘．后续的工作与协议１基本

相同．

密文分割方法．参与者犘犻需要将自己加密后的

数据犈（犜犻）分割成犽犻（犽犻狀）份，在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加密算

法中，加密后的密文犈（狋犻犼）＝犵
狋犻犼狉犖犻犼ｍｏｄ犖

２，密文属

于犣犖２．因为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加密算法具有加法同态性，所

以为了保证密文分割后还能够合成原来的密文，能

够正常解密，分成的犽犻（犽犻狀）份密文应满足：

犈（狋犻犼）＝犈（狋犻犼）１…犈（狋犻犼）犽犻．

但是将犈（犜犻）通过因子分解而得到犽犻个因子存在一

定的困难，所以我们利用模运算的性质，选择犽犻个随

机数狉１，…，狉犽犻，使其满足如下：

狉１狉２…狉犽犻≡１ｍｏｄ犖
２，

然后将犈（狋犻犼）１＝狉１犈（狋犻犼）发送给选中的犽犻个参与者

中的第一个，将犈（狋犻犼）２＝狉２发送给第二个，以此类

推，将犈（狋犻犼）犽犻＝狉犽犻发送给第犽犻个参与者，直到犽犻个

参与者全部得到密文份额为止．这样犽犻个参与者获

得的密文乘积为

犈（狋犻犼）１·…·犈（狋犻犼）犽犻＝狉１犈（狋犻犼）·狉２·…·狉犽犻＝犈（狋犻犼）．

由上式可知这样分割得到的犽犻份密文相乘等于未分

割前的密文．

４１　具体协议

协议２．　狀个参与者保密地判断各自拥有的字

符按照字典序排序的位置关系．

输入：狀个参与者犘１，…，犘狀分别拥有的字符狊１，…，狊狀

输出：参与者犘１，…，犘狀分别得到自己拥有的字符狊犻按

照字典序排列的位置关系狑犻

在以下步骤中向量对应相乘即为向量对应的每

个分量相乘．

１．假设（犌，犈，犇）是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同态加密方案，ξ是设定的

安全参数．参与者犘１运行犌（ξ）生成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加密算法的私钥

和公钥，并将公钥公开，私钥保留．

２．每个参与者犘１，…，犘狀分别做如下运算：

（１）犘犻将自己拥有的字符狊犻借助上述式（２）编码方法将

其编码成如下向量

犜犻＝（狋犻１，…，狋犻犿），１犽犿．

（２）参与者犘犻用公钥加密犜犻，加密后的数据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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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犜犻）＝（犈（狋犻１），…，犈（狋犻犿））．

（３）犘犻将密文犈（犜犻）分成犽犻份分别发送给狀个参与者

中的犽犻个．

（４）犘犻把自己收到的所有密文向量对应分量相乘得到

新的密文向量

犈（犜′犻）＝（犈（狋′犻１），…，犈（狋′犻犿））．

（５）犘犻将犈（犜′犻）发送给犘１．

３．参与者犘１计算所有参与者发送的密文向量对应的

分量积

犈（犜）＝犈（犜′１）×…×犈（犜′狀）

＝（（犈（狋′１１）×犈（狋′２１）×犈（狋′狀１）），…，

犈（狋′１犿）×犈（狋′２犿）×犈（狋′狀犿）））．

并且将犈（犜）公布．

４．犘犻（１犻狀－１）首先各自选取一个随机数狉犻，并用

公钥加密得到犈（狉犻）．然后分别按照各自字符的位置（狊犻）ｏｒｄ，

计算犈（犜）中前（狊犻）ｏｒｄ个分量与犈（狉犻）累乘的结果，记为狇犻，

并将狇犻发送给犘１．

５．犘１用私钥解密，并将解密结果犇（狇犻）告诉犘犻．

６．犘犻在得到解密结果后，计算狑犻＝犇（狇犻）－狉犻＋１．

狑犻即为字符狊犻按照字典序排序的位置．

４２　协议２性能分析

每个参与者犘犻将犈（犜犻）分割成犽犻份随机发给狀

个参与者中的犽犻个，分发完成后，每个参与者将自己

收到的密文对应分量相乘，得到

犈（犜′犻）＝｛犈（狋′犻１），…，犈（狋′犻犿）｝．

由Ｐａｉｌｌｉｅｒ算法的加法同态性可得到以下事实．

事实２．　在协议２中，对于每个参与者犘犻，当

１犼犿均有下式成立：

∏
狀

犻＝１

犈（狋′犻１）≡犈 ∑
狀

犻＝

（ ）
１

ｍｏｄ犖２．

正确性分析．根据协议２，每个参与者都将拥有

的字符经过式（２）编码为一个特殊的向量，又经过

式（３）得到最后的排序结果．由事实１可知狑犻的值

就代表犘犻拥有的字符按照字典序排序的位置．虽然

协议２利用秘密分割的方法抵抗合谋攻击，但是由

事实２可知

犈（狋′１犼）·…·犈（狋′狀犼）≡犈（狋１犼＋…＋狋狀犼）ｍｏｄ犖
２．

所以仍可得到狑犻的值就代表犘犻拥有的字符狊犻按照

字典序排序的位置．

安全性分析．关于协议２的安全性，有如下

定理．

定理１．　半诚实模型下，基于秘密分割的多个

字符保密排序协议２是安全的．

证明．　在协议２中，每个参与者犘犻都将自己

的密文随机分成犽犻份，自己保留其中一份．假设某个

参与者能获得犘犻加密后向量的犽犻－１份密文，即使

拥有私钥，也不能够得到任何关于犈（犜犻）的消息．因

为犈（狋犻犼）＝犈（狋犻犼）１…犈（狋犻犼）犽犻，只有将分割的犽犻份密

文相乘才能得到犈（狋犻犼）．就算拥有私钥，也只能解密

得到犈（狋犻犼）１…犈（狋犻犼）犽犻－１，不能够得到犈（狋犻犼）．

犘犻将自己的密文随机分成犽犻份，犽犻是不确定的，

每个参与者所选定的犽犻也可能不同．将密文份额发

送给狀个参与者中的任意犽犻个参与者，可能自己会

留一份，也可能全部发送给别的参与者，其他参与者

不知道犘犻将这些密文份额具体发送给哪些参与者．

攻击者想要获得关于犈（犜犻）的消息，需要和所有收

到犈（犜犻）份额的参与者合谋．如果犘犻将分成的密文

份额自己留了一份，那么攻击者即使与犘犻之外的其

他参与者合谋都不能够得到任何关于犈（犜犻）的消

息．因此，协议２是安全的．

以下是关于协议２安全性的具体分析：

假设所有参与者为集合犘＝｛犘１，…，犘狀｝，合谋

参与者集合为犐＝｛犘犻１，…，犘犻α｝．

（１）共谋１．犘１不参与合谋，犐想要得到参与者

犘犻∈犘＼犐的字符狊犻．

狊为所有参与者拥有字符的集合且狊＝（狊１，…，

狊狀）．令狊犐＝（狊２，…，狊犻－１，狊犻＋１，…，狊狀）通过构造使下式

成立的概率多项式时间模拟器犛来证明此情况下

协议的安全性：

｛犛（犐，狊犐，犳犐（狊））｝狊∈（｛０，１｝）狀≡
犮
｛狏犻犲狑π犐（狊）｝狊∈（｛０，１｝）狀．

犛的模拟过程如下：

①给定输入（犐，狊犐，犳犐（狊）），即（犐，狊犐，犳犐（狊））＝

（犐，（狊２，…，狊犻－１，狊犻＋１，…，狊狀），犳犐（狊）），犛随机选择两

个字符狊′１和狊′犻，使得犳犐（狊）＝犳犐（狊′），在这里狊′＝（狊′１，

狊２，…，狊犻－１，狊′犻，狊犻＋１，…，狊狀）．

②模拟器犛将狊′中的每个字符狊′犻编码为向量

犜

１，…，犜犻－１，犜


犻，犜犻＋１，…，犜狀．然后模拟器犛利用公

钥加密犜

１，…，犜犻－１，犜


犻，犜犻＋１，…，犜狀得到密文向量

犈（犜
１），…，犈（犜犻－１），犈（犜


犻），犈（犜犻＋１），…，犈（犜狀）．

③模拟器犛将密文向量

犈（犜
１），…，犈（犜犻－１），犈（犜


犻），犈（犜犻＋１），…，犈（犜狀）．

随机分成犽犻份，按照协议２发给其他参与者．

④模拟器犛将收到的新的密文份对应分量相

乘得到新的密文向量

犈（犜１），…，犈（犜

犻－１），犈（犜


犻），犈（犜


犻＋１），…，犈（犜


狀）．

⑤模拟器犛按照协议２对所有的密文向量的

对应分量相乘，得到犈（犜′），选取随机数狉′犻，并用公

钥加密得到犈（狉′犻）．然后分别按照各自字符的位置

（狊′犻）ｏｒｄ，计算犈（犜′）中前（狊′犻）ｏｒｄ个分量与犈（狉′犻）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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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记为狇′犻，并将狇′犻发送给犘１．

⑥因为犘１犐，犛没有解密密钥，不能对密文

解密．

在协议２中：

狏犻犲狑
π
犐
（狊）＝｛狏犻犲狑π２（狊），…，狏犻犲狑

π
犻－１
（狊），

狏犻犲狑
π
犻＋１
（狊），…，狏犻犲狑π狀（狊）｝

　　＝｛（狊２，…，狊犻－１，狊犻＋１，…，狊狀），

（犜２，…，犜犻－１，犜犻＋１，…，犜狀），

（犈（犜２），…，犈（犜犻－１），犈（犜犻＋１），…，犈（犜狀）），

（犈（犜′２），…，犈（犜′犻－１），犈（犜′犻＋１），…，犈（犜′狀）），

犈（犜），犇（犙），（狑２，…，狑犻－１，狑犻＋１，…，狑狀）｝，

犛（犐，（狊２，…，狊狀），犳犐（狊））＝｛犐，（狊２，…，狊犻－１，狊犻＋１，…，狊狀），

　　（犜２，…，犜犻－１，犜犻＋１，…，犜狀），

（犈（犜２），…，犈（犜犻－１），犈（犜犻＋１），…，犈（犜狀）），

（犈（犜
２），…，犈（犜


犻－１），犈（犜


犻＋１），…，犈（犜


狀）），

犈（犜′），犇（犙′），（狑′２，…，狑′犻－１，狑′犻＋１，…，狑′狀）｝，

因为（狑２，…，狑犻－１，狑犻＋１，…，狑狀）＝（狑′２，…，狑′犻－１，

狑′犻＋１，…，狑′狀），而且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加密算法加密后的数据

是计算不可区分的，所以上述模拟过程得到的消息

序列与实际执行过程中得到的消息序列是计算不可

区分的，即

｛犛（犐，狊犐，犳犐（狊））｝狊∈（｛０，１｝）狀≡
犮
｛狏犻犲狑π犐（狊）｝狊∈（｛０，１｝）狀．

由此可知：半诚实模型下，基于秘密分割的多个字符

保密排序协议２是安全的．

（２）共谋２．犘１参与合谋，犐想要得到犘犻∈犘＼犐

的字符狊犻．

犘犻将狊犻编码为向量犜犻，将加密后得到的犈（犜犻）

随机分成犽犻份发送给狀个参与者中的任意犽犻个，其

他参与者不知道犘犻将这些密文份额具体发送给哪

些参与者．犐中合谋者不知道收到的密文份额是不

是犈（犜犻）的全部，所以合谋者不能得到关于狊犻的任

何信息．在协议２执行完之后，除犘犻之外的所有参

与者合作可以得到犇（狇（狊犻）ｏｒｄ）的值，但是由于随机数

狉犻是只有参与者犘犻自己知道的，所以即使其他参与

者知道犇（狇（狊犻）ｏｒｄ）的值，也不能得到狑犻，继而无法知

道关于狊犻的任何信息．

同样，存在概率多项式时间算法犛，使得下式

成立：

｛犛（犐，狊犐，犳犐（狊））｝狊∈（｛０，１｝）狀 ≡
犮
｛狏犻犲狑π犐（狊）｝狊∈（｛０，１｝）狀．

犛的模拟过程如下：

①给定输入（犐，狊犐，犳犐（狊）），即（犐，狊犐，犳犐（狊））＝

（犐，（狊１，…，狊犻－１，狊犻＋１，…，狊狀），犳犐（狊）），犛 随机选

择一个字符狊′犻，使得犳犐（狊）＝犳犐（狊′），在这里狊′＝

（狊１，狊２，…，狊犻－１，狊′犻，狊犻＋１，…，狊狀）．

②模拟器犛将狊′中的每个字符狊′犻编码为向量

犜１，…，犜犻－１，犜

犻，犜犻＋１，…，犜狀．然后模拟器犛利用公

钥加密犜１，…，犜犻－１，犜

犻，犜犻＋１，…，犜狀得到密文向量

犈（犜１），…，犈（犜犻－１），犈（犜

犻），犈（犜犻＋１），…，犈（犜狀）．

③模拟器犛将密文向量

犈（犜１），…，犈（犜犻－１），犈（犜

犻），犈（犜犻＋１），…，犈（犜狀）．

随机分成犽犻份，按照协议２发给其他参与者．

④模拟器犛将收到的新的密文份额对应分量

相乘得到新的密文向量

犈（犜
１），…，犈（犜


犻－１），犈（犜


犻），犈（犜


犻＋１），…，犈（犜


狀）．

⑤模拟器犛按照协议２对所有的密文向量的

对应分量相乘，得到犈（犜′），选取随机数狉′犻，并用公

钥加密得到犈（狉′犻）．然后分别按照各自字符的位置

（狊′犻）ｏｒｄ，计算犈（犜′）中前（狊′犻）ｏｒｄ个分量与犈（狉′犻）累乘

的结果，记为狇′犻，并将狇′犻发送给犘１．

在协议２执行完之后，假设犐中合谋者收到的

密文份额是犈（犜犻）的全部，除犘犻之外的所有参与者

合作可以得到犇（狇犻）的值，但是由于随机数狉犻是只

有犘犻自己知道的，所以即使其他参与者知道犇（狇犻）

的值，也不能得到狑犻，继而无法知道任何关于狊犻的

信息．假设犐中合谋者收到的密文份额不是犈（犜犻）

的全部，那么即使犘１∈犐，也不能得到犇（狇犻），因而

无法得到关于狊犻的任何信息．

在协议２中：

狏犻犲狑
π
犐
（狊）＝｛狏犻犲狑π１（狊），…，狏犻犲狑

π
犻－１
（狊），

狏犻犲狑
π
犻＋１
（狊），…，狏犻犲狑π狀（狊）｝

　＝｛（狊１，…，狊犻－１，狊犻＋１，…，狊狀），

（犜１，…，犜犻－１，犜犻＋１，…，犜狀），

（犈（犜１），…，犈（犜犻－１），犈（犜犻＋１），…，犈（犜狀）），

（犈（犜′１），…，犈（犜′犻－１），犈（犜′犻＋１），…，犈（犜′狀）），

犈（犜），犇（犙），（狑１，…，狑犻－１，狑犻＋１，…，狑狀）｝，

犛（犐，（狊１，狊２，…，狊狀），犳犐（狊））＝

　｛犐，（狊１，…，狊犻－１，狊犻＋１，…，狊狀），

（犜１，…，犜犻－１，犜犻＋１，…，犜狀），

（犈（犜１），…，犈（犜犻－１），犈（犜犻＋１），…，犈（犜狀）），

（犈（犜
１），…，犈（犜


犻－１），犈（犜


犻＋１），…，犈（犜


狀）），

犈（犜′），犇（犙′），（狑′１，…，狑′犻－１，狑′犻＋１，…，狑′狀）｝．

因为（狑２，…，狑犻－１，狑犻＋１，…，狑狀）＝（狑′２，…，狑′犻－１，

狑′犻＋１，…，狑′狀），而且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加密算法加密后的数据

是计算不可区分的，所以上述模拟过程得到的消息

序列与实际执行过程中得到的消息序列是计算不可

区分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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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犐，狊犐，犳犐（狊））｝狊∈（｛０，１｝）狀≡
犮
｛狏犻犲狑π犐（狊）｝狊∈（｛０，１｝）狀．

因此可知在此情况下基于秘密分割的多个字符

保密排序协议２是安全的．

（３）共谋３．犘１参与合谋，犐想要得到集合犘＼犐

中参与者们拥有的字符．

很明显（２）中即为集合犘＼犐中只有一个元素的

情况，当集合犘＼犐中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元素时，可

按照上述（２）中的方式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类

似于上述两种情况，存在概率多项式时间算法犛，使

得下式成立：

｛犛（犐，狊犐，犳犐（狊））｝狊∈（｛０，１｝）狀 ≡
犮
｛狏犻犲狑π犐（狊）｝狊∈（｛０，１｝）狀．

综合上述３种情况，可得出半诚实模型下，基于

秘密分割的多个字符保密排序协议２是安全的．

５　基于门限解密的多个字符保密排序

方案

在方案３中利用门限椭圆曲线加密系统设计了

一个更安全，更高效的协议．

５１　具体协议

协议３．　狀个参与者保密地判断各自拥有的字

符按照字典序排序的位置关系．

输入：狀个参与者犘１，…，犘狀分别拥有的字符狊１，…，狊狀

输出：参与者犘１，…，犘狀分别得到自己拥有的字符狊犻按

照字典序排列的位置关系狑犻

１．狀 个参与者犘１，…，犘狀 首先选定一条椭圆曲线

犈犆（犪，犫），犌为其上基点．每个参与者分别选择一个私钥犺犻：

其中２犺犻狀－１且１犻狀，计算犎犻＝犺犻犌，共同生成公钥

犎＝∑
狀

犻＝１

犎犻＝∑
狀

犻＝１

犺犻犌．

将公钥犎 公开，私钥犺犻各自保留．

２．每个参与者犘１，…，犘狀分别做如下运算：

（１）犘犻将自己拥有的字符狊犻借助０１编码将其编码成

如下向量

犜犻＝｛狋犻１，…，狋犻犿｝，１犼犿．

（２）参与者犘犻将向量犜犻借助明文消息嵌入到椭圆曲线

的编码方法编码到犈犆（犪，犫）上作为椭圆曲线上的点

犕犻＝｛犕犻１，…，犕犻犿｝．

（３）犘犻在犣

狀上任意选择犿 个随机数狉犻犼（１犼犿）：１

狉犻犼狀－１，加密犕犻，得到如下：

犈（犕犻）＝｛〈犕犻１＋狉犻１犎，狉犻１犌〉，…，〈犕犻犿＋狉犻犿犎，狉犻犿犌〉｝．

３．参与者犘１，…，犘狀将加密后的数据犈（犕犻）（１犻狀）

表示成如下狀×犿矩阵犈（犕）：

犈（犕）＝

〈犕１１＋狉１１犎，狉１１犌〉… 〈犕１犿＋狉１犿犎，狉１犿犌〉

〈犕２１＋狉２１犎，狉２１犌〉… 〈犕２犿＋狉２犿犎，狉２犿犌〉

… … …

〈犕狀１＋狉狀１犎，狉狀１犌〉… 〈犕狀犿＋狉狀犿犎，狉狀犿犌

熿

燀

燄

燅〉

．

４．参与者犘犻选择随机数犚犻，用公钥加密得到犈（犚犻）＝

〈犚犻＋狉犻犎，狉犻犌〉，计算（狊犻）ｏｒｄ列之前的所有列元素值（不包括

自己字符所在列的元素值）与犈（犚犻）累加的和，将结果记为

〈犆犻１，犆犻２〉．

５．参与者犘犻（１犻狀－１）计算犺犻犆犻２，并将计算结果与

犆犻２发送给犘犻＋１．犘犻＋１计算犺犻犆犻２＋犺犻＋１犆犻２，发送给下一个参

与者，以此类推 最终参与者犘狀将得到

狕犻＝犺１犆犻２＋…＋犺狀犆犻２＝（犺１＋…＋犺狀）犆犻２．

６．参与者犘狀公布犣＝｛狕１，…，狕狀｝．犘犻（１犻狀）从犣中

取出自己对应的狕犻，计算狑犻＝犆犻１－狕犻－犚犻＋１．狑犻的值就代

表字符狊犻按照字典序排序的位置．

５２　协议３性能分析

正确性分析．由于椭圆曲线密码体制具有加法

同态性质，即对密文做加法运算等于对相应的明文

做加法运算后再加密．参与者犘犻拥有的字符狊犻在字

母表犝 中的位置是（狊犻）ｏｒｄ，那么犘犻从加密后的矩阵

犈（犕）中计算出的结果对于１犻狀，有如下性质：

犘犻（１犻狀）计算（狊犻）ｏｒｄ所在列之前的所有矩阵

犈（犕）的对应元素值与１（不包括自己的元素值）累

加的和就是字符狊犻按照字典序顺序排列的位置．

〈犆犻１，犆犻２〉＝

∑

（狊犻
）
ｏｒｄ

犼＝１

犕犻犼＋犚犻＋ ∑

（狊犻
）
ｏｒｄ

犼＝１

狉犻犼＋狉（ ）犻 犎，∑

（狊犻
）
ｏｒｄ

犼＝１

狉犻犼＋狉（ ）犻 犌 ．

犘狀将得到

狕犻＝犺１犆犻２＋…＋犺狀犆犻２

＝（犺１＋…＋犺狀）犆犻２

＝（犺１＋…＋犺狀）∑

（狊犻
）
ｏｒｄ

犼＝１

狉犻犼＋狉（ ）犻 犌

＝ ∑

（狊犻
）
ｏｒｄ

犼＝１

狉犻犼＋狉（ ）犻 犎．

参与者犘狀公布解密结果后，犘犻（１犻狀）从犣中取

出自己对应的狕犻，计算

狑犻＝犆犻１－狕犻－犚犻＝∑

（狊犻
）
ｏｒｄ

犼＝１

犕犻犼．

即参与者犘犻（１犻狀）计算（狊犻）ｏｒｄ所在列之前的所

有矩阵犈（犕）的对应元素值与１累加（不包括自己

的元素值）的和就是字符狊犻按照字典序顺序排列的

位置．

因此，协议３是正确的．

安全性分析．协议的安全性是基于椭圆曲线加

密体制的安全性．由于门限椭圆曲线的公钥是由所

有参与者共同产生的，即 犎＝∑
狀

犻＝１

犺犻犌，其中犺犻是参

与者犘犻所持有的私钥碎片，如果想解密的话，就必

须拥有全部参与者的私钥碎片．所以整个解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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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都必须要全部参与者参与，因而可以抵抗合谋

攻击．

在计算过程中，每个参与者犘犻对外仅公布了加

密信息

犈（犕犻）＝｛〈犕犻１＋狉犻１犎，狉犻１犌〉，…，〈犕犻犿＋狉犻犿犎，狉犻犿犌〉｝．

在解密过程中对外也仅公布了加密信息犆犻２，由椭圆

曲线密码体制的安全性可知，在协议解密过程中如

果犘犻没有参与，将无法解密得到狕犻，也无法得到狑犻．

因此在解密过程中，犘犻的字符狊犻是完全保密的．我们

给出下面的定理，仅给出证明思路，详细的证明过程

省略．

定理２．　在半诚实模型下，基于门限密码系统

的多个字符保密排序协议３是安全的．

证明思路．　证明协议的安全性需要构造满足

式（１）的模拟器犛．根据语义安全的同态加密算法的

性质，如果没有私钥，应用概率公钥系统加密的任何

信息都是计算不可区分的，因此只要有一个参与者

不合谋，对其他合谋者来说，他们实际执行协议时获

得的狏犻犲狑和用满足所有字符排序不变的任意一组

输入进行模拟所得到的信息序列是计算不可区分

的，所以只要在式（１）中令犛（犐，（狊犻１，…，狊犻α），犳犐（狊））

为模拟过程中的狏犻犲狑，即可使式（１）满足．

６　复杂性分析

本文的协议是用同态加密算法解决字符按照字

典序顺序排序的问题，基本运算都是模指数运算（忽

略协议执行过程中需要用到的乘法运算）．应用

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加密系统加密或者解密一次需要进行两次

模指数运算．应用椭圆曲线加密系统进行的是模加

运算，模加运算的次数与加密过程中所选随机数狉

的二进制位数有关．文中协议１、２、３的性能分析见

表１．

表１　协议复杂性比较

本文协议１ 本文协议２ 本文协议３

计算复杂性 ２狀（犿＋２） ２狀（犿＋２） 犗（狀犾狅犵狉）

通信复杂性 犗（狀） 犗（狀） 犗（狀２）

安全性
抵抗除犘１外的

合谋攻击
抵抗合谋攻击 抵抗合谋攻击

６１　计算复杂性分析

在本文协议１中，每个参与者都需要对编码后的

序列元素进行加密，狀个参与者需要进行２犿狀次模

指数运算，而且在协议过程中每个需要加密一次随

机数，所以协议１在加密过程中需要进行２狀（犿＋１）

次模指数运算．最后犘１对犙进行解密，需要２狀次模

指数运算．所以协议１共需要２狀（犿＋２）次模指数运

算，计算复杂性为２狀（犿＋２）．

在本文协议２中，每个参与者都需要对编码后

的序列元素进行加密，狀个参与者需要进行２犿狀次

模指数运算；利用第４节中的密文分割方法将密文

分割成犽犻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只进行了乘法运算．最

后犘１对犙进行解密，需要２狀次模指数运算．所以协

议１共需要２狀（犿＋２）次模指数运算，计算复杂性为

２狀（犿＋２）．

在本文协议３中，参与者都需要对编码后的序

列元素进行加密，而且在协议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需

要加密一次随机数，所以协议３共加密狀（犿＋１）次．

参与者利用自己的私钥对密文联合解密，共解密狀

次．加密和解密过程均需要进行模加运算，所以协

议３的计算复杂性是犗（狀ｌｏｇ狉）模加运算（狉表示加

密过程中的随机数且０狉狆－１）．

６２　通信复杂性

衡量通信复杂度的指标一般用协议交换信息的

比特数，或者用通信轮数，在安全多方计算研究中通

常用轮数．

在协议１中，每个参与者需要将加密后的密文

发送给犘狀，犘狀将收到的密文做运算后发送给犘１解

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狀轮通信．最后犘１解密，并且

将解密结果告诉犘犻，需要狀－１轮通信．所以协议１

共需要２狀－１轮通信，通信复杂性为犗（狀）．

在协议２中，每个参与者犘犻将自己的密文分成

犽犻份发送给其他犽犻个参与者，需要狀ε犽犻轮通信（每个

参与者的犽犻不同）．然后每个参与者将收到的密文份

额做运算后发送给犘１解密，这个过程中需要狀－１

轮通信．最后犘１解密，并且宣布结果，需要狀－１轮

通信．所以协议１共需要狀ε犽犻＋２狀－２轮通信，通信

复杂性为犗（狀）．

在协议３中所有参与者构造公钥需要狀－１轮

通信，加密过程宣布犕′犻，需要１轮通信，解密过程每

个参与者将自己得到的犆犻２发送给其他参与者，需要

狀（狀－１）轮通信，犘狀宣布犣，需要１次通信，所以协议３

共需要狀２轮通信，通信复杂性为犗（狀２）．

６３　实验数据分析

实验测试环境．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０６４位操作系统，

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ｉ５６６００处理器ＣＰＵ＠３．３０ＧＨｚ，

８．００ＧＢ内存，用Ｊａｖａ语言在 ＭｙＥｃｌｉｐｓｅ上运行实

现．本文所做模拟实验均在此环境下进行．

实验方法．我们通过模拟实验来测试执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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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１、协议２和协议３所用的时间，可通过协议执行的

时间来验证方案的效率．本实验中，我们的底层协议

（Ｐａｉｌｌｉｅｒ算法，椭圆曲线加密算法）是使用了现成的

开源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ｓｅｅ．ｕｍｂｃ．ｅｄｕ／～ｋｕｎｌｉｕ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ｉｌｌｉｅｒ．ｈｔｍｌ，ｈｔｔｐｓ：／／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ｇｅ．ｎｅ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ｊｅｃｃ／ｆｉｌｅｓ／ｊｅｃｃａｌｐｈａ／ｊｅｃｃａｌｐｈａ１．１／）．实验

设定犿＝２６，参与者数分别为狀＝３，４，３０３．为使数

据准确，对狀的每个设定值进行１０００次模拟实验测

试，统计协议执行时间的平均值（忽略协议中的预处

理时间）．图１描述了判断字符排序的执行时间随参

与者个数增长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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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字符排序的执行时间随参与者个数增长的变化规律

在协议１和协议２中，底层Ｐａｉｌｌｉｅｒ算法设定素

数大小是５１２位比特，生成的大素数狆，狇确为大素

数的概率至少为１～２
－６４．我们基于底层加密算法对

协议中编码后的０，１进行加密解密运算，执行一次

协议１（协议２）所需时间包括狀×犿 次加密运算时

间，１次解密运算时间，密文乘法运算时间（因为协

议２中密文随机分成犽犻份的过程可看作由预处理过

程完成的，所以忽略不计）．在协议３中，底层椭圆曲

线满足狔
２＝狓３＋犪狓＋犫（ｍｏｄ狆），其中狆为２５６位，

大整数犪，犫均为２５６位．私钥长度最大限值为２７３

位．我们基于底层椭圆曲线加密算法对协议中编码

后的０，１进行加密解密运算，执行一次协议３所需

时间包括狀（犿＋１）次加密运算时间，狀次解密运算

时间．

由图１可知字符排序的执行时间随参与者个数

增长而线性增加．基于秘密分割的多个字符保密排

序方案效率高于基于门限解密的多个字符保密排序

方案．

７　应　用

本节我们将利用多个字符保密排序协议来解决

安全多方数据排序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年龄、工

资、成绩等都属于一定的较小的范围，保密地比较像

这些一定范围内数据的排序关系有很大的实用价

值［３６］．例如某行业的几个公司想通过员工的工资

（员工的工资是分等级的，不同等级的员工工资不

同，但是所有的工资均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且这

个范围的域值较小，即这个范围内值的个数较少）来

判断员工的业务能力，这些公司的员工工资应该是

保密的，而员工工资的排名顺序应该是各个公司所

关注的，这就要用到一定范围内数据的保密排序协

议来解决．现有的保密排序方法都无法跳出两两比

较的传统框架，因此泄露了许多不应泄露的信息．而

本文设计的协议４跳出两两比较的传统思维，不仅

高效地解决了以上问题，而且安全性很高，不存在消

息的泄露问题，同时也使可排序的数据范围更加灵

活，更加实用．

７１　安全多方数据排序问题

问题描述．假设狀个参与者犘１，…，犘狀分别拥有

私有数据犪１，…，犪狀∈犝，犝＝｛狌１，…，狌犿｝（犝 的势较

小），并且集合元素满足狌１＜…＜狌犿，如犝＝｛１，

２，…，１００｝．各个参与者希望得到自己的数据在整个

序列中的次序，而不知道其他参与者拥有的数据的

任何信息．

方案思想．参与者拥有的保密数据犪１，…，犪狀∈

犝，｜犝｜不太大．我们可以将参与者拥有的保密数据

看成是特殊类型的字符，就可以将安全多方数据排

序问题转化成多个字符保密排序问题，即通过判断

字符的位置关系来确定数据的大小关系．

７２　具体协议

协议４．　狀个参与者保密地判断各自拥有的数

据在整个序列中的位置排序．

输入：狀 个参与者犘１，…，犘狀分别拥有的保密数据

犪１，…，犪狀

输出：参与者犘１，…，犘狀分别得到自己拥有的数据在整

个序列中的排列顺序犠＝｛狑１，…，狑狀｝

参与者犘犻（１犻狀）调用协议２（协议３），利用协议２

中提及的编码方法对保密数据进行编码，分别执行协议１中

的步骤来判断数据犪犻在整个序列排序的位置．犠＝｛狑１，…，

狑狀｝的值就代表狀个参与者犘１，…，犘狀分别拥有的保密数据

犪１，…，犪狀在整个序列中的排序位置．

协议效率分析

在协议４中需要犗（狀ｌｏｇ犖）次模加运算，参与

者之间需要进行犗（狀）轮通信．

对于安全多方数据保密排序问题，我们将本文

协议４与同类协议在效率、安全性等方面做了如下

比较（见表２）．忽略方案中随机数选择的计算开销

和双方准备阶段的计算开销，且将四个方案中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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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统一为犖 进行比较分析．

表２　协议４性能分析与比较

协议 计算复杂性 通信复杂性 抵抗合谋攻击

文献［２６］ 犗（狀２ｌｏｇ犖） 犗（狀２） 否

文献［２７］ 犗（狀犿ｌｏｇ犖） 犗（狀２犿ｌｏｇ犖） 否

文献［２８］ 犗（狀２狋２） 犗（狀２） 否

文献［３７］ 犗（狀犖ｌｏｇ犖） 犗（狀２犖ｌｏｇ犖） 是

文献［３８］ 犗（狀犖） 犗（狀２犖） 否

文献［３９］ 犗（犿ｌｏｇ犖） 犗（狀２犿ｌｏｇ犖） 否

协议４ ２狀（犿＋２） 犗（狀） 是

表２中狀表示参与方数目，狋为门限，犿 为共享

值的长度．

由表２可知，本文协议４与其他同类协议相比，

通信复杂性较低．另外本文协议４和文献［３７］都可

以抵抗合谋攻击，但是协议４的计算复杂性和通信

复杂性要更低．在适用范围方面，本文的协议４使可

排序的数据范围更加灵活，更加实用．

８　结　论

多个字符保密排序问题是新的安全多方计算问

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应用前景，可以提高云存

储数据的查询效率．本文首先提出了一种新的编码

方式，并结合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加法同态加密算法、椭圆曲线

加密体制、秘密分割和门限解密算法设计了多个字

符保密排序的安全多方计算协议，可以抵抗不同程

度的合谋攻击．所有协议都跳出了两两比较的传统

比较框架，具有更强的保密性．同时将保密的字符排

序协议应用于解决安全多方数据排序问题．本文研

究的问题都是基于半诚实模型的，对于安全多方计

算的研究与应用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恶意模型的

安全性更高、更具有实际意义，所以如何实现恶意模

型下的字符保密排序问题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ｏｌｄｗａｓｓｅｒＳ．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６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ＡＣＭ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１９９７：１６

［２］ ＧｏｌｄｒｅｉｃｈＯ．Ｓｅｃ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ＳＡ：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８６９７

［３］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Ｍ Ｊ，Ｎｉｓｓｉｍ Ｋ，Ｐｉｎｋａｓ Ｂ．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ｔ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ｒｙｐｔ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ｔｅｒｌａｋｅ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１１９

［４］ ＬｙｎｎＢ，Ｐｒａｂｈａｋａｒａｎ Ｍ，Ｓａｈａｉ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ｏｂｆｕｓ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ｔｅｒｌａｋｅ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２０３９

［５］ ＡｇｇａｒｗａｌＧ，ＭｉｓｈｒａＮ，ＰｉｎｋａｓＢ．Ｓｅｃｕｒ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犽ｔｈｒａｎｋｅｄｅｌ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ｔｅｒｌａｋｅ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４０５５

［６］ ＦｉｔｚｉＭ，ＨｏｌｅｎｓｔｅｉｎＴ，ＷｕｌｌｓｃｈｌｅｇｅｒＪ．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ｃｏｍｐｕ

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ｙｂｒｉ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ｔｅｒｌａｋｅ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４１９４３８

［７］ ＩｓｈａｉＹ，ＫｕｓｈｉｌｅｖｉｔｚＥ．Ｏｎｔｈｅ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ｔｅｒｌａｋｅ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０４：

４３９４５５

［８］ ＧｏｌｌｅＰ，ＪｕｅｌｓＡ．Ｄｉｎｉｎｇ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ｔｅｒｌａｋｅ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２００４：４５６４７３

［９］ ＹａｏＡＣ．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ｆｏｒｓｅｃｕｒ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２３ｒｄＡｎｎｕ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ＳＡ，１９８２：１６０１６４

［１０］ ＧｏｌｄｒｅｉｃｈＯ，ＭｉｃａｌｉＳ，Ｗｉｇｄｅｒｓｏｎ Ａ．Ｈｏｗｔｏｐｌａｙａｎｙ

ｍｅｎｔａｌ ｇａｍ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ＣＭ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Ｎｅｗ Ｙｏｒｋ，ＵＳＡ，

１９８７：２１８２２９

［１１］ ＹａｓｉｎＳ，Ｈａｓｅｅｂ Ｋ，ＱｕｒｅｓｈｉＲ Ｊ．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ａｓｅｄ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ｓｓｕｅｓ，２０１２，９（２）：１３２１３７

［１２］ ＳｈａｒｍａＲ．Ｒｅｖｉｅｗ ｐａｐｅｒｏｎ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２（５）：１４１１４２

［１３］ ＫｕｍａｒＳＮ．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５，３（１）：１１１

［１４］ ＬｉｎＨＹ，ＴｚｅｎｇＷＧ．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ｍ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ｏｍ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２００５：４５６４６６

［１５］ ＬｉＳｈｕｎＤｏｎｇ，ＷａｎｇＤａｏＳｈｕ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ｅｃ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ｏｍ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Ａｃｔ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４１（４）：７９８８０３

［１６］ ＳｈｅｉｋｈＲ，ＭｉｓｈｒａＤＫ，ＫｕｍａｒＢ．Ｓｅｃ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ｃｏｍｐｕ

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ｍ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ｏａｎｏｎｙｍｉｚ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Ｇｌｏｂ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５３３

［１７］ ＧｒｉｇｏｒｉｅｖＤ，ＳｈｐｉｌｒａｉｎＶ．Ｙａｏ’ｓｍ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

ｄｅｃｏｙｂａｓ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ｋｅｙ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ｂｙ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

２５（４）：４０９４１７

［１８］ ＢｏｕｄｏｔＦ，ＳｃｈｏｅｎｍａｋｅｒｓＢ，ＴｒａｏｒｅＪ．Ａｆａｉｒ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０１，１１１（１）：２３３６

４８１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
 计

 算
 机

 学
 报

 》



［１９］ Ｏｋａｍｏｔｏ Ｔ．Ｐｒｏｖａｂｌｙｓｅｃｕｒｅ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ｈｅｍ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１２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ｙｐｔ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ＳＡ，１９９２：３１５３

［２０］ Ａｔａｌｌａｈ Ｍ Ｊ，Ｄｕ Ｗ．Ｓｅｃｕ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ｎｄ

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２００１：１６５１７９

［２１］ ＤｕＷ，ＡｔａｌｌａｈＭＪ．Ｓｅｃ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ｏｐｅ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１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 Ｎｅｗ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ＵＳＡ，２００１：１３２２

［２２］ ＬｉＳｈｕｎＤｏｎｇ，ＷｕＣｈｕｎ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ＤａｏＳｈｕｎ，ｅｔａｌ．Ｓｅｃｕ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ｌｉ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２８２（１０）：４０１４１３

［２３］ ＬｉＳｈｕｎＤｏｎｇ，ＤａｉＹｉＱｉ，ＷａｎｇＤａｏＳｈｕｎ，ｅｔａｌ．Ａｓｅｃｕ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

ｓｅｔｓａｎｄ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１６（５）：

５３８５４５

［２４］ ＬｉｎｄｅｌｌＹ，ＰｉｎｋａｓＢ．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ｒｙｐ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１５（３）：１７７２０６

［２５］ 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ＬｕｏＳｈｏｕＳｈａｎ，Ｃｈｅ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ｓｅｃ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ｒａｎｋ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ｓｅｍｉｈｏｎｅｓｔｍｏｄｅｌ．

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８，３６（４）：７０９７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肖倩，罗守山，陈萍等．半诚实模型下安全多方排序问题的

研究．电子学报，２００８，３６（４）：７０９７１４）

［２６］ ＬｉＳｈｕｎ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ｕａｎＰ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ｒａｎｋ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４２（２）：

２３１２３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顺东，张选平．排序问题的多方保密计算．西安交通大学

学报，２００８，４２（２）：２３１２３３）

［２７］ ＬｉｕＷｅｎ，ＬｕｏＳｈｏｕＳｈａｎ，ＣｈｅｎＰｉｎｇ．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ｅｃｕ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ｒａｎｋ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ｈＡＣ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Ｑｉｎｇｄａｏ，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７，２：７２７７３２

［２８］ ＴａｎｇＣｈｕｎＭｉｎｇ，ＳｈｉＧｕｉＨｕａ，ＹａｏＺｈｅｎｇＡｎ．Ｓｅｃｕ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ｆｏ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４１（７）：７８９７９７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唐春明，石桂花，姚正安．排序问题的安全多方计算协议．

中国科学：信息科学，２０１１，４１（７）：７８９７９７）

［２９］ Ｇｏｌｄｒｅｉｃｈ Ｏ．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ｏｆ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ａｓ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Ｕ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５９９７６４

［３０］ ＲｉｖｅｓｔＲＬ，ＡｄｌｅｍａｎＬ，ＤｅｒｔｏｕｚｏｓＭＬ．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ｓ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ｃｙｈｏｍ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ｃｕｒ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７８，４（１１）：１６９１８０

［３１］ ＰａｉｌｌｉｅｒＰ．Ｐｕｂｌｉｃｋｅｙｃｒｙｐ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ｄｅｇｒｅｅｒｅｓｉｄｕｏｓｉｔｙｃｌａｓｓ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Ｐｒａｇｕｅ，Ｃｚｅｃ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１９９９：２２３２３８

［３２］ ＹａｎｇＢ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波．现代密码学基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３３］ ＢｈＰ，ＣｈａｎｄｒａｖａｔｈｉＤ，ＲｏｊａＰＰ．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ｃｏｄｉｎｇｏｆａ

ｍｅｓｓ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ｕｓｉｎｇＫｏｂｌｉｔｚ’ｓ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５）：１９０４１９０７

［３４］ ＤｅｓｍｅｄｔＹ，ＦｒａｎｋｅｌＹ．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ｃｒｙｐ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ＧｏｌｄＧｏａｓｔ，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９０：

３０７３１５

［３５］ ＬｏｎｇＹ，ＣｈｅｎＫ，ＭａｏＸ．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ｃｒｙｐ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１９：４３１４３５

［３６］ ＳａｍａｎｔｈｕｌａＢ Ｋ，Ｊｉａｎｇ Ｗ．Ｓｅｃｕｒｅ ｍｕｌｔｉｓｅｔ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Ｊａｃｃａｒｄ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ａｂｌｅ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１６，

１３（５）：５９１６０４

［３７］ ＬｉｕＷｅｎ，ＬｕｏＳｈｏｕＳｈａｎ，ＣｈｅｎＰｉｎｇ．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ｅｃｕ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ｒａｎｋ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ｌＧａｍａｌ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７，２８（１１）：１５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文，罗守山，陈萍．利用ＥｌＧａｍａｌ密码体制解决安全多方

多数据排序问题．通信学报，２００７，２８（１１）：１５）

［３８］ ＱｉｕＭｅｉ，ＬｕｏＳｈｏｕＳｈａｎ，ＬｉｕＷｅｎ，ＣｈｅｎＰｉｎｇ．Ａ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ｓｅｃ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ｍｕｌｔｉｄａｔａｒａｎｋ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ＳＡ

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Ａｃｔ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３７（５）：

１１１９１１２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邱梅，罗守山，刘文，陈萍．利用ＲＳＡ密码体制解决安全多

方多数据排序问题．电子学报，２００９，３７（５）：１１１９１１２３）

［３９］ ＤａｍｇｒｄＩ，ＦｉｔｚｉＭ，ＫｉｌｔｚＥ，ｅｔａｌ．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ｓｅｃ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ｒｏｕｎｄｓ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ｉｔｓａｎｄ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ＳＡ，２００６，３８７６：２８５３０４

附录１．

协议１安全性证明．

在协议１中，犘犻（１犻狀－１）将狇犻发送给犘１解密．因为

犘１拥有私钥，只有他可以解密，所以协议１可以抵抗除犘１之

外的合谋攻击．以下是关于协议１安全性的具体分析：

假设所有参与者为集合犘＝｛犘１，…，犘狀｝，合谋参与者

集合为犐＝｛犘犻１，…，犘犻α｝．

（１）共谋１．犘１不参与合谋，犐想要得到参与者犘犻∈犘＼犐

的字符狊犻．

狊为所有参与者拥有字符的集合且狊＝（狊１，…，狊狀）．令

狊犐＝（狊２，…，狊犻－１，狊犻＋１，…，狊狀），通过构造使下式成立的概率多

项式时间模拟器犛来证明上述情况的安全性：

｛犛（犐，狊犐，犳犐（狊））｝狊∈（｛０，１｝）狀≡
犮
｛狏犻犲狑π犐（狊）｝狊∈（｛０，１｝）狀．

犛的模拟过程如下：

①给定输入（犐，狊犐，犳犐（狊）），即（犐，狊犐，犳犐（狊））＝（犐，（狊２，…，

５８１１５期 李顺东等：多个字符排序的安全多方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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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犻－１，狊犻＋１，…，狊狀），犳犐（狊）），犛随机选择两个字符狊′１和狊′犻，使得

犳犐（狊）＝犳犐（狊′），在这里狊′＝（狊′１，狊２，…，狊犻－１，狊′犻，狊犻＋１，…，狊狀）．

②模拟器犛将狊′中的每个字符狊′犻编码为序列犜

１ ，…，

犜犻－１，犜

犻，犜犻＋１，…，犜狀．然后模拟器犛利用公钥加密犜


１ ，…，

犜犻－１，犜

犻，犜犻＋１，…，犜狀得到密文向量

犈（犜
１），…，犈（犜犻－１），犈（犜


犻），犈（犜犻＋１），…，犈（犜狀）．

③模拟器犛按照协议１将密文向量中对应分量相乘，得

到犈（犜′狀），选取随机数狉′犻，并用公钥加密得到犈（狉′犻）．然后分

别按照各自字符的位置（狊′犻）ｏｒｄ，计算犈（犜′狀）中前（狊′犻）ｏｒｄ个分量

与犈（狉′犻）累乘的结果，记为狇′犻，并将狇′犻发送给犘１．

④因为犘１犐，犛没有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加密算法的私钥，不能对

密文解密．

在协议１中：

狏犻犲狑
π
犐
（狊）＝｛狏犻犲狑π２（狊），…，狏犻犲狑

π
犻－１
（狊），

狏犻犲狑
π
犻＋１
（狊），…，狏犻犲狑π狀（狊）｝

　　　 ＝｛（狊２，…，狊犻－１，狊犻＋１，…，狊狀），

（犜２，…，犜犻－１，犜犻＋１，…，犜狀），

（犈（犜２），…，犈（犜犻－１），犈（犜犻＋１），…，犈（犜狀）），

犈（犜狀），犇（犙），（狑２，…，狑犻－１，狑犻＋１，…，狑狀）｝，

犛（犐，（狊２，…，狊狀），犳犐（狊））＝｛犐，（狊２，…，狊犻－１，狊犻＋１，…，狊狀），

（犜２，…，犜犻－１，犜犻＋１，…，犜狀），

（犈（犜２），…，犈（犜犻－１），犈（犜犻＋１），…，犈（犜狀）），

（犈（犜
２），…，犈（犜


犻－１），犈（犜


犻＋１），…，犈（犜


狀）），

犈（犜狀′），犇（犙′），（狑′２，…，狑′犻－１，狑′犻＋１，…，狑′狀）｝．

因为（狑２，…，狑犻－１，狑犻＋１，…，狑狀）＝（狑′２，…，狑′犻－１，狑′犻＋１，…，

狑′狀），而且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加密算法加密后的数据是计算不可区分

的，所以上述模拟过程得到的消息序列与实际执行过程中得

到的消息序列是计算不可区分的，即

｛犛（犐，狊犐，犳犐（狊））｝狊∈（｛０，１｝）狀≡
犮
｛狏犻犲狑π犐（狊）｝狊∈（｛０，１｝）狀．

由此可知：在共谋１情形下基于秘密分割的多个字符保

密排序协议１是安全的．

（２）共谋２：犘１参与合谋，犐合谋想要得到参与者犘犻∈犘＼

犐的字符狊犻．

当犐＝犘＼｛犘犻｝，即犐为除犘犻之外的所有参与者时，在协

议１执行完之后，除犘犻之外的所有参与者合作可以得到犇

（狇犻）的值，继而知道关于狊犻的信息．

当犐≠犘＼｛犘犻｝，犛的模拟过程如下：

①给定输入（犐，狊犐，犳犐（狊）），即（犐，狊犐，犳犐（狊））＝（犐，（狊１，…，

狊犻－１，狊犻＋１，…，狊狀），犳犐（狊）），犛 随机选择一个字符狊′犻，使得

犳犐（狊）＝犳犐（狊′），在这里狊′＝（狊１，狊２，…，狊犻－１，狊′犻，狊犻＋１，…，狊狀）．

②模拟器犛将狊′中的每个字符狊′犻编码为向量犜１，…，

犜犻－１，犜

犻，犜犻＋１，…，犜狀．然后模拟器犛利用公钥加密犜１，…，

犜犻－１，犜

犻，犜犻＋１，…，犜狀得到密文向量

犈（犜１），…，犈（犜犻－１），犈（犜

犻），犈（犜犻＋１），…，犈（犜狀）．

③模拟器犛按照协议１将密文向量中对应分量相乘，得

到犈（犜狀′），选取随机数狉′犻，并用公钥加密得到犈（狉′犻）．然后分

别按照各自字符的位置（狊′犻）ｏｒｄ，计算犈（犜狀′）中前（狊′犻）ｏｒｄ个分

量与犈（狉′犻）累乘的结果，记为狇′犻，并将狇′犻发送给犘１．

在协议１中：

狏犻犲狑
π
犐
（狊）＝｛狏犻犲狑π２（狊），…，狏犻犲狑

π
犻－１
（狊），

狏犻犲狑
π
犻＋１
（狊），…，狏犻犲狑π狀（狊）｝

＝｛（狊２，…，狊犻－１，狊犻＋１，…，狊狀），

（犜２，…，犜犻－１，犜犻＋１，…，犜狀），

（犈（犜２），…，犈（犜犻－１），犈（犜犻＋１），…，犈（犜狀）），

犈（犜狀），犇（犙），（狑２，…，狑犻－１，狑犻＋１，…，狑狀）｝，

犛（犐，（狊２，…，狊狀），犳犐（狊））＝｛犐，（狊２，…，狊犻－１，狊犻＋１，…，狊狀），

（犜２，…，犜犻－１，犜犻＋１，…，犜狀），

（犈（犜２），…，犈（犜犻－１），犈（犜犻＋１），…，犈（犜狀）），

（犈（犜
２），…，犈（犜


犻－１），犈（犜


犻＋１），…，犈（犜


狀）），

犈（犜狀′），犇（犙′），（狑′２，…，狑′犻－１，狑′犻＋１，…，狑′狀）｝．

因为（狑２，…，狑犻－１，狑犻＋１，…，狑狀）＝（狑′２，…，狑′犻－１，狑′犻＋１，…，

狑′狀），而且Ｐａｉｌｌｉｅｒ加密算法加密后的数据是计算不可区分

的，所以上述模拟过程得到的消息序列与实际执行过程中得

到的消息序列是计算不可区分的，即

｛犛（犐，狊犐，犳犐（狊））｝狊∈（｛０，１｝）狀≡
犮
｛狏犻犲狑π犐（狊）｝狊∈（｛０，１｝）狀．

由此可知：协议１不能抵抗除犘犻之外的所有参与者参

与的共谋攻击．

协议３安全性证明．

证明思路．　证明协议的安全性需要构造满足式（１）的

模拟器犛．根据语义安全的同态加密算法的性质，如果没有

私钥，应用公钥加密的任何信息都是计算不可区分的，因此

只要有一个参与者不合谋，对其他合谋者来说，他们实际执

行时获得的狏犻犲狑和用满足所有字符排序不变的任意一组输

入进行模拟所得到的信息序列是计算不可区分的，所以只要

在式（１）中令犛（犐，（狊犻１，…，狊犻α），犳犐（狊））为模拟过程中的

狏犻犲狑，即可使式（１）满足．

安全性分析关于协议３的安全性，有如下定理．

定理２．　在半诚实模型下，基于门限密码系统的多个

字符保密排序协议３是安全的．

证明．　协议３的安全性是基于椭圆曲线加密体制的安

全性．由于门限椭圆曲线的公钥是由所有参与者共同产生

的，即犎＝∑
狀

犻＝１

犺犻犌，其中犺犻是参与者犘犻所持有的私钥碎片，

如果想解密的话，就必须拥有全部参与者的私钥碎片．所以

整个解密的过程都必须要全部参与者参与，因而可以抵抗合

谋攻击．

在计算过程中，每个参与者犘犻对外仅公布了加密信息

犈（犕犻）＝｛〈犕犻１＋狉犻１犎，狉犻１犌〉，〈犕犻２＋狉犻２犎，狉犻２犌〉，…，

〈犕犻犼＋狉犻犼犎，狉犻犼犌〉，…，〈犕犻犿＋狉犻犿犎，狉犻犿犌〉｝．

在解密过程中对外也仅公布了加密信息犆犻２，由椭圆曲线密

码体制的安全性可知，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如果犘犻没有参与，

将无法解密得到狕犻，也无法得到狑犻．因此在协议执行过程

中，犘犻的字符狊犻是完全保密的．

以下是关于协议３安全性的具体分析：

假设所有参与者满足犘＝｛犘１，…，犘狀｝，合谋参与者集

合为犐＝｛犘犻１，…，犘犻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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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共谋１．犐＝犘＼ 犘｛ ｝犻 （即除犘犻外的所有参与者）合谋

想要得到参与者犘犻∈犘＼犐的字符狊犻．

狊为所有参与者拥有字符的集合且狊＝（狊１，狊２，…，狊狀）．令

狊犐＝（狊１，…，狊犻－１，狊犻＋１，…，狊狀），通过构造使下式成立的概率多

项式时间模拟器犛来证明上述情况的安全性：

｛犛（犐，狊犐，犳犐（狊））｝狊∈（｛０，１｝）狀≡
犮
｛狏犻犲狑π犐（狊）｝狊∈（｛０，１｝）狀．

犛的模拟过程如下：

①给定输入（犐，狊犐，犳犐（狊）），即（犐，狊犐，犳犐（狊））＝（犐，（狊１，…，

狊犻－１，狊犻＋１，…，狊狀），犳犐（狊）），犛随机选择字符狊′犻，使得犳犐（狊）＝

犳犐（狊′），在这里狊′＝（狊１，狊２，…，狊犻－１，狊′犻，狊犻＋１，…，狊狀）．

②模拟器犛将狊′中的每个字符狊′犻编码为向量犜１，…，

犜犻－１，犜

犻，犜犻＋１，…，犜狀．并将向量犜１，…，犜犻－１，犜


犻，犜犻＋１，…，犜狀

编码到犈犆（犪，犫）上作为椭圆曲线上的点 犕１，…，犕犻－１，犕

犻，

犕犻＋１，…，犕狀．然后模拟器犛利用公钥加密犕１，…，犕犻－１，

犕

犻，犕犻＋１，…，犕狀得到密文序列犈（犕１），…，犈（犕犻－１），

犈（犕
犻），犈（犕犻＋１），…，犈（犕狀）

③模拟器犛按照协议３得到矩阵犈（犕′），选取随机数

犚′犻，并用公钥加密得到犈（犚′犻）．然后分别按照各自字符的位

置（狊′犻）ｏｒｄ，计算犈（犜′）中前（狊′犻）ｏｒｄ个分量与犈（犚′犻）累加的结

果，记为〈犆犻１′，犆犻２′〉，并计算狕犻′．

④模拟器犛宣布犣′．

因为犐＝ 犘１，…，犘犻－１，犘犻＋１，…，犘｛ ｝狀 ，在解密时，无法

拥有全部参与者的私钥碎片，不能解密．

在协议３中：

狏犻犲狑
π
犐
（狊）＝｛狏犻犲狑π２（狊），…，狏犻犲狑

π
犻－１
（狊），

狏犻犲狑
π
犻＋１
（狊），…，狏犻犲狑π狀（狊）｝

＝｛（狊１，…，狊犻－１，狊犻＋１，…，狊狀），

（犜１，…，犜犻－１，犜犻＋１，…，犜狀），

（犕１，…，犕犻－１，犕犻＋１，…，犕狀），

（犈（犕１），…，犈（犕犻－１），犈（犕犻＋１），…，犈（犕狀）），

犈（犕），犣，（狑１，…，狑犻－１，狑犻＋１，…，狑狀）｝，

犛（犐，（狊１，…，狊狀），犳犐（狊））＝｛犐，（狊１，…，狊犻－１，狊犻＋１，…，狊狀），

（犜１，…，犜犻－１，犜犻＋１，…，犜狀），

（犕１，…，犕犻－１，犕犻＋１，…，犕狀），

（犈（犕１），…，犈（犕犻－１），犈（犕犻＋１），…，犈（犕狀）），

犈（犕′），犣′，（狑′１，…，狑′犻－１，狑′犻＋１，…，狑′狀）｝．

因为（狑１，…，狑犻－１，狑犻＋１，…，狑狀）＝（狑′１，…，狑′犻－１，狑′犻＋１，…，

狑′狀），而且椭圆曲线加密算法加密后的数据是计算不可区分

的，所以上述模拟过程得到的消息序列与实际执行过程中得

到的消息序列是计算不可区分的，即

｛犛（犐，狊犐，犳犐（狊））｝狊∈（｛０，１｝）狀≡
犮
｛狏犻犲狑π犐（狊）｝狊∈（｛０，１｝）狀．

由此可知：在共谋１情形下，基于门限密码系统的多个

字符保密排序协议３是安全的．

（２）共谋２．犐≠犘＼｛犘犻｝合谋想要得到参与者犘犻∈犘＼犐

的字符狊犻．

由上述共谋１情形可知，当犐为除犘犻的参与者时，因为

在解密时不能构造完整的私钥，所以得不到任何关于狊犻的信

息．那么当犐≠｛犘１，…，犘犻－１，犘犻＋１，…，犘狀｝犘 因为缺少部

分参与者的私钥碎片，所以不能解密．因此在共谋１情形下，

基于门限密码系统的多个字符保密排序协议３是安全的．

综上所述，协议３可以抵抗任意形式的合谋攻击．即在

半诚实模型下，基于门限密码系统的多个字符保密排序协

议３是安全的．

协议４安全性证明．

安全性分析．关于协议４的安全性，有如下定理．

定理３．　在半诚实模型下，安全多方数据保密排序协

议４是安全的．

证明．　因为协议４是调用协议２（协议３）的，所以协议４

的安全性证明和协议２（协议３）类似．在此不做详细证明．

犔犐犛犺狌狀犇狅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３，Ｐｈ．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ｍｏｄｅｒｎｃｒｙｐ

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犓犃犖犌犑犻犪，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９２，Ｍ．Ｓ．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ｅｒ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ｍｏｄｅｒｎ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犢犃犖犌犡犻犪狅犢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９３，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ｅｒ

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 ｍｏｄｅｒｎ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犇犗犝犑犻犪犠犲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３，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Ｈｅｒ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犔犐犝犡犻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３，Ｐｈ．Ｄ．，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Ｈｅｒ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ｍｏｄｅｒｎ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Ｓｅｃ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ＭＣ）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ｉ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ｉｓａｐｉｖｏｔａｌ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ｏｔｈｉｎ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ｓａｎｄｉ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ｉｓ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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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Ｍａｎｙ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ｅｃ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ｉ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ｂ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ｄ

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ｗ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ｎｅｗＳＭＣ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ａｔｉ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ｙｓｏｒ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ｗｈｉｃｈ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ｄｂｒｏａ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ｈ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ｃａ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ｂｅｕｓｅｄｔｏ

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ｒａｎｋ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ｏｅｘｔｅｎｄ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ｓｔｏｂ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ｆｏｒ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ｄａｔａｓｏｒｔ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ｔｏ

ｓｏｌｖｅｔｈ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ｓｉｍ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ｓｓｔ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ｔａｇｅ．

Ｔｏｔｈｅｂｅｓｔｏｆｏｕ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ｙ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ｈａｓｎｏｔｂｅ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ｗｅｆｉｒｓｔｅｎｃｏ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ｒｔｔｈｅｍｉｎｔｏａ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ｅｗ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ｗｅｄｅｓｉｇｎ３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ｔｏ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ｏｒｄｅｒ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ｌｙｈｏｍ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ＥＣＣ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ｉｌｌｉｅ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ｕｓｅｓｅｃｒｅｔ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ｄｅ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Ｗ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ｕｓｅｔｈｅｓｅ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ｓｔｏ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ｒｔ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ｏｅｘｔｅｎｄ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ｓｔｏｂ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ｗｅ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ａｒｅｓｅｃ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ｍｉｈｏｎｅｓｔ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

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ｉｓｖｅｒｙｈｉｇｈ．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ｉ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ｎｔＮｏ．６１２７２４３５，ｔｈｅ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Ｎｏ．２０１７ＭＳ０６０２，

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Ｎｏ．ＮＪＺＹ１７１６４．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

ｔｈｉ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ｓｔｏｓｏｌｖｅ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

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ｕｒｔｅａｍ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ｅｖｏｔｅ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ｆｏｒｏｖｅｒ１０ｙｅａｒｓ，ｓｕｃｈ

ａｓＳＭＣ，ＳＭＣ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１ｏｕｔｏｆｍｏｂｌｉｖｉｏｕ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ｚｅｒｏ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ｒｏｏｆ．Ｗｅｈａｖ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ｏｖｅｒ６０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ｗｈｉｃｈ

ｏｖｅｒ３０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ｉｎｄｅｘｅｄｂｙＳＣＩ．

８８１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
 计

 算
 机

 学
 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