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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密码系统被部署到不安全环境或者遇到木马攻击时，密钥泄漏问题将不可避免．为减少密钥泄漏带来
的损失，基于密钥进化思想的前向安全、密钥隔离以及入侵容忍等密码体制被陆续提出．其中，由Ｄｏｄｉｓ于２００２年
提出的能够同时达到前向安全和后向安全的密钥隔离密码系统（Ｋｅ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Ｃｒｙｐｔｏｓｙｓｔｅｍ）已成为信息安全界
及密码学界的研究热点．鉴于该系统在抵御密钥泄漏中的重要性，文中对密钥隔离密码系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
述．不仅对密钥隔离系统的基本概念、形式化定义、安全模型以及安全要求进行了阐述，同时对密钥隔离方案的设
计原理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对目前已有的密钥隔离加密、签名以及密钥协商方案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前的方案从
性能、安全模型及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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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当今计算机以及通讯设备在军事、金融以及日

常生活等领域大量使用．在计算机以及通讯设备在
通信中的重要信息一旦被人截获就会导致信息泄
漏．为了应对信息泄漏，现代密码系统开始被广泛应
用到计算机以及通信领域．不过现代密码系统提供
的安全性依赖于用户的密钥，如果发生了密钥泄露，
那么所有安全性就会被完全破坏．

关于解决密钥泄漏问题的研究有很多，一般是
３种方式：

（１）基于在线ＰＫＧ（私钥生成中心，ＰｒｉｖａｔｅＫｅ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用户需要定时与在线ＰＫＧ通信以完成
密钥更新，不过这样会给ＰＫＧ带来很大的负荷，当
负荷过大时ＰＫＧ将面临瘫痪的风险，并且在用户
与ＰＫＧ通信时有昂贵的通信代价．

（２）分布式存储密钥．将密钥分为多个部分，每
个部分存储在不同地方，当使用时再组合到一起．其
中主要的方法有

①秘密共享（ＳｅｃｒｅｔＳｈａｒｉｎｇ）［１］．将密钥分成很
多片段，只有拥有足够多的片段，或者不同的部分的
片段，或者所有的片段才能还原密钥．

②门限密码系统（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Ｃｒｙｐ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２］．
在一个（狋，狀）门限密码系统中，密钥被分为狀个部
分，当且仅当有超过狋个部分存在时密钥才能被
还原．

③前摄密码系统（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Ｃｒｙｐ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３］．
这种系统需要将密钥生命周期分为一个时间序列．
前摄密码系统在每一个时间序列片段内都是一个独
立的（狋，狀）门限密码系统即每个时间序列片段的门
限表达式相互独立．当系统从一个时间序列片段转
到另一个时间序列片段时，系统会利用前摄秘密共
享方法变换门限密码系统秘密的表达式，并将上一
个时间序列片段的表达式删除．

不过分布式存储密钥会导致较大的系统计算消
耗并且有足够份额的密钥块发生了泄漏也会导致密
钥泄漏．

（３）基于密钥进化的方案．这是当前主要用于
解决密钥泄漏问题的方案，其基本思想：将系统时间
分为犖个不同的时间片．在保持公钥始终保持不变
的情况下，不同的时间片的私钥不同．在密钥进化思
想下主要有３种抵御密钥泄漏的方案：

①前向安全密码系统（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ｅｃｕｒｅＣｒｙｐ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４］．该系统通过在用户密钥生成过程中引入
二叉树（或者其他的数据结构）的概念，使得用户能
够根据前一个时间片的密钥推导出与当前时间片对
应的密钥，同时，该系统保证当前的密钥不能根据当
前时间片的密钥推导得出该时段之前任意时间片对
应的密钥即前向安全性（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②密钥隔离密码系统（Ｋｅ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Ｃｒｙｐｔｏ
ｇｒａｐｈｙ）［５］．密钥隔离密码系统方案是Ｄｏｄｉｓ于２００２
年时提出的，其主要思想为：将密钥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由用户自己控制，另一部分用一个物理安全
的协助者保存．在需要使用密钥时将两部分的密钥
进行“拼接”从而得到一个完整的密钥．系统中协助
者的密钥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不会改变，只有用户的
临时私钥会随着时间进行更新．对于一个（狋，犖）密
钥隔离方案来说，方案将系统的生命周期分为犖个
时间片，其中若只有少于狋个时间片的密钥发生泄
漏，那么泄漏只能威胁到丢失密钥时间片时的系统
安全，对泄漏时间片之前或者之后的系统安全并无
影响；只有当发生密钥泄漏的时间片超过狋个时，系
统其他犖－狋个时间片的安全性才会受到威胁．密钥
隔离方案能够保证通过已经发生泄漏的密钥不能推
导出该泄漏时段之前以及之后的密钥即保证前向安
全性和后向安全性（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③入侵容忍密码系统（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Ｃｒｙｐ
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６］．入侵容忍方案与密钥隔离方案具有很
多相似之处：将系统的生命周期分为犖个时间片、
需要协助者硬件、具有前向安全以及后向安全等．不
过入侵容忍也有与密钥隔离不同的地方：入侵容忍
方案中协助者密钥也要进行更新，并且方案只有在
协助者以及用户的某个时间片的密钥同时丢失时对
应时间片的系统才可能不安全．

前向安全、密钥隔离以及入侵容忍是最常用、最
有效的应对密钥泄漏的方案，虽然这３种方案都使
用了密钥进化思想、都将系统时间进行分片、对每个
分片时间的私钥进行处理使得每个时间片中使用的
密钥不一样、公钥在整个系统时间内保持不变、都具
有前向安全性．不过它们也有不同点．这３种方案的
属性比较如表１所示．

表１　基于密钥进化思想的密钥泄漏抵御方案比较
协助者
硬件

协助者密钥
更新

后向
安全性

随机密钥
更新

前向安全 × × × ×
密钥隔离 √ × √ √
入侵容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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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向安全、入侵容忍以及密钥隔离这３种方案
中，安全性最高的是入侵容忍，密钥隔离方案的安全
性次于入侵容忍，因为前向安全方案只具有前向安
全这个安全性质，所以前向安全的安全性次于密钥
隔离．但是在效率方面，由于入侵容忍不仅有用户加
密密钥或者签名密钥更新阶段还有协助者密钥更新
阶段，这使得入侵容忍方案的结构更加复杂，所以入
侵容忍的效率比密钥隔离的效率低且构造难度要远
远高于构造密钥隔离方案．再而密钥隔离方案是入
侵容忍方案的构造原型或者构造因子之一，对密钥
隔离方案的研究对未来入侵容忍方案研究有积极影
响，所以综合效率，构造难度以及安全性等情况，密
钥隔离方案成为了信息安全及密码学界的研究
热点．

对于一个密钥隔离系统而言，其使用的加密密
钥或者签名密码是随时间进行更新的，而这个密钥
是通过用户和系统交互获得的．如用户初次使用密
钥隔离系统时需要提供一个密钥，系统根据用户密
钥生成一个对应的加密密钥或者签名密钥以及一个
协助者密钥．当用户需要进行加密或者签名时，用户
直接使用这个密钥进行相应的操作．当用户发现其
加密密钥或者签名密钥发生了泄露或者需要进行密
钥更新时，用户直接跟协助者进行交互以获得新的
加密密钥或者签名密钥．由于密钥隔离系统具有前
向安全性以及后向安全性，获得了前一个时段的用
户加密密钥或者签名密钥的攻击者在新的时段内就
不能使用旧加密密钥或者旧签名密钥了，且这个泄
露的加密密钥或者签名密钥也不能为攻击者提供新
加密密钥或者新签名密钥的任何信息即无法通过旧
加密密钥或者旧签名密钥推测出新加密密钥或者新
签名密钥．例如用户在时间段犻中使用的密钥为
犛犓犻，如果攻击者获得了这个密钥，其能够在时间段
犻中使用这个密钥进行伪造攻击等，但是用户进行
了密钥更新，新的密钥为犛犓犼，此时犛犓犻将无法在新
的时间段使用且不能由犛犓犻推断出犛犓犼．

鉴于密钥隔离系统在抵御密钥泄漏中的重要
性，本文对密钥隔离密码系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
述．本文不仅对密钥隔离系统的基本概念、形式化定
义、安全模型以及安全要求进行了阐述，同时对密钥
隔离方案的设计原理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对目前
已有的密钥隔离加密、签名以及密钥协商方案进行
了分析，并对当前的方案从性能、安全模型及安全性
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本文既能让初步研究密钥隔离

的研究者了解密钥隔离的方法以及过程，也能让其
他的研究者找到可能的兴趣点从而继续研究．本文
对密钥隔离密码系统进行的综述也能为无论是学术
界还是工业界的密钥隔离研究提供参考．

２　形式化定义与安全模型
作为密码系统的３个原型的加密、签名以及密

钥协商为通信等服务提供了隐秘性、完整性等，其中
加密提供了隐秘性，签名提供了完整性验证以及身
份认证，密钥协商提供了在不可信的信道上进行保
密通信的可能．不过在面对密钥泄漏时这３个原型
也会失去原有的作用．随着对密钥隔离方案的研究，
当前衍生出多种不同形式的密钥隔离加密、签名以
及密钥协商方案以解决密钥泄漏．为了更好地说明
密钥隔离，以下将说明密钥隔离方案中最原始的加
密、签名和密钥协商的形式以及相关的安全定义和
模型．
２１　密钥隔离加密
２．１．１　形式化定义

一个具有密钥隔离功能的公钥加密算法一般由
５个多项式时间算法组成：

（１）密钥生成算法犓犲狔犌犲狀，主要由秘密参数１犽
以及这个方案的周期总数犖生成公钥犘犓、主密钥
犛犓以及初始化密钥犛犓０．

（２）协助者密钥更新算法犝狆犱犪狋犲，主要是由协
助者通过当前时间片犻∈［１，犖］以及主密犛犓生成
与时间等参数相关的部分密钥犛犓′犻．

（３）用户密钥更新算法犝狆犱犪狋犲，主要是由前一
个时间片的密钥犛犓犻－１、协助者产生的部分密钥
犛犓′犻以及当前时间片犻生成时间片犻的用户临时密
钥犛犓犻．

（４）加密算法犈，由公钥犘犓、时间片犻以及待加
密信息犕生成密文（犻，犮）．

（５）解密算法犇，由时间片犻的密钥犛犓犻以及密
文（犻，犮）得到信息犕或者特殊符号⊥．
２．１．２　密钥隔离加密中的安全模型

（１）密钥隔离安全（选择密文攻击安全）的模型：
犓犲狔犌犲狀：挑战者!

将方案的周期总数犖等公共
参数发给攻击者

"．
第１阶段．"

向
!

发出请求，
!

对请求进行回答．
①私钥请求阶段．"向!

请求私钥犛犓０；
②临时私钥请求阶段．!运用犝狆犱犪狋犲算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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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犓′犻产生时间片犻的密钥犛犓犻，并将其发送给"

；
③解密请求阶段．!运行算法犇对密文（犻，犮）进

行解密并将结果发给
"．

挑战阶段．当"

认为第１阶段可以结束了，则"

向
!

发送时间片狓以及两个等长的信息犿０，犿１．!接
收信息并对其中之一进行加密产生密文犮′＝
犈（犿狔），狔∈｛０，１｝并发送给"．

第２阶段．"进行类似第１阶段的询问，!进行
类似的回答．不过"

不能产生有关时间片狓的询问
如时间片狓时的部分密钥犛犓′狓、时间片狓时的密钥
犛犓狓以及对于密文（狓，犮′）的解密．

猜测阶段．"猜测狔＝狔′，如果狔＝狔′确实成立，
则

"

赢得游戏．
（２）强密钥隔离安全模型．在这种模式下，攻击

者
"

能获得协助者密钥或者主密钥犛犓，但是不能
对临时密钥进行询问．

犓犲狔犌犲狀．挑战者!

将方案的周期总数犖等公
共参数发给攻击者

"．
第１阶段．"向!

发出请求，
!

对请求进行回答．
①私钥查询阶段．"向!

请求私钥犛犓０；
②协助者密钥查询阶段．"向!

询问协助者密
钥犛犓；

③解密查询阶段．!运行算法犇对密文（犻，犮）进
行解密并将结果发给

"．
挑战阶段．当"

认为第１阶段可以结束了，则"

向
!

发送时间片狓以及两个等长的信息犿０，犿１．!接
收信息并对其中之一进行加密产生密文犮′＝犈（犿狔），
狔∈｛０，１｝并发送给"．

第２阶段．"进行类似第１阶段的询问，!

进行
类似的回答．不过"

不能产生有关时间片狓的询问
如时间片狓时的部分密钥犛犓′狓，时间片狓时的密钥
犛犓狓以及对于密文（狓，犮′）的解密．

猜测阶段．"猜测狔＝狔′，如果狔＝狔′确实成立，
则

"

赢得游戏．
２２　密钥隔离签名
２．２．１　形式化定义

一般来说一个具有密钥隔离的公钥签名算法由
５个多项式时间算法组成：

（１）密钥生成算法犓犲狔犌犲狀，主要由秘密参数１犽
以及这个方案的周期总数犖生成公钥犘犓、主密钥
犛犓以及初始化密钥犛犓０．

（２）协助者密钥更新算法犝狆犱，主要是由协助
者通过当前时间片犻，犼（１犻，犼犖）以及主密

钥犛犓生成与时间片犻，犼等参数相关的部分密
钥犛犓′犻，犼．

（３）用户密钥更新算法犝狆犱，主要是由前一个
时间片的密钥犛犓犻、协助者产生的部分密钥犛犓′犻，犼以
及时间片生成当前时间片犼的密钥犛犓犼．

（４）签名算法犛犻犵狀，由密钥犛犓犻、时间片犻以及
待签名信息犕生成签名信息（犻，狊）．

（５）解密算法犞狉犳狔，由公钥犘犓以及签名信息
（犻，狊）得到一个信息犫，如果犫＝１，则接受签名．
２．２．２　密钥隔离签名中的安全模型

（１）密钥隔离安全在选择密文攻击下不可伪造
的模型：

犓犲狔犌犲狀．挑战者!

将方案的周期总数犖等公共
参数发给攻击者

"．
第１阶段．"向!

发出请求，
!

对请求进行回答．
①私钥请求阶段．"向!

请求私钥犛犓０；
②临时私钥请求阶段．!运用犝狆犱算法通过

犛犓′犼，犻产生时间片犻的密钥犛犓犻，并将其发送给"

；
③验证请求阶段．!运行算法犛犻犵狀由时间片犻，

待签名信息犿以及私钥犛犓犻产生签名信息（犻，狊）发
给

"．
挑战阶段．当"

认为第１阶段可以结束了，则"

向
!

发送在第１阶段没有询问过的时间片狓和信息
犿′以及对应的签名（狓，狊′）．!对签名进行验证并发送
结果给

"．若通过验证即犞狉犳狔（狓，狊′，犿′）＝１，则"

赢得游戏；否则
"

的伪造失败．
（２）强密钥隔离安全在选择密文攻击下不可伪

造的模型：在这种模式下，攻击者
"

能获得协助者密
钥或者主密钥犛犓．

犓犲狔犌犲狀．挑战者!

将方案的周期总数犖等公共
参数发给攻击者

"．
第１阶段．"向!

发出请求，
!

对请求进行回答．
①私钥请求阶段．"向!

请求私钥犛犓０；
②协助者密钥查询阶段．"向!

询问协助者密
钥犛犓；

③验证请求阶段．!运行算法犛犻犵狀由时间片犻，
待签名信息犿以及私钥犛犓犻产生签名信息（犻，狊）发
给

"．
挑战阶段．当"

认为第１阶段可以结束了，则"

向
!

发送在第１阶段没有询问过的时间片狓和信息
犿′以及对应的签名（狓，狊′）．!对签名进行验证并发送
结果给

"．若通过验证即犞狉犳狔（狓，狊′，犿′）＝１，则"

赢得游戏；否则
"

的伪造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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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密钥隔离密钥协商
一个密钥隔离的密钥协商主要由４个多项式算

法组成：
（１）密钥生成算法犓犲狔犌犲狀，主要由秘密参数１犽

以及这个方案的周期总数犖生成主密钥犛犓以及
初始化密钥犛犓０．

（２）协助者密钥更新算法犝狆犱，主要是由协助
者通过当前时间片犻（１犻犖）以及主密钥犛犓生
成与时间片犻等参数相关的密钥更新种子犛犓′犻．

（３）用户密钥更新算法犝狆犱，主要是由前一个
时间片的密钥犛犓犻、协助者产生的部分密钥犛犓′犻，犼以
及时间片犻，犼生成当前时间片犼的密钥犛犓犼．

（４）密钥协商犓犲狔犇犲狉，用户犪，犫之间要进行密
钥协商，则用户犪进行犆犓（犪，犫）（犻）＝犛犓犪（犻）×犝犫，其中
犆犓（犪，犫）（犻）为用户犪，犫之间的协商后的会话密钥，
犛犓犪（犻）为用户犪在时间片犻时的密钥，犝犫为用户犫
的信息．同样用户犫运行犆犓（犪，犫）（犻）＝犛犓犫（犻）×犝犪．
２４　安全要求

（犽，犖）密钥隔离．在一个将生命周期分为犖份
的密钥隔离方案中，若只有犽个时间片的密钥发生
泄漏，发生泄漏的这犽个时间片不会影响到其他
犖－犽时间片的系统安全．

完美密钥隔离．是（犽，犖）密钥隔离方案中，当
犽＝犖－１的情况即当有犖－１个时间片的密钥发生
了泄漏，未泄漏的时间片的密钥系统仍然能保证
安全．

安全密钥更新．即使密钥更新时协助者产生的
部分密钥和用户临时密钥同时发生了泄漏，也不会
影响到其他时间片的系统安全．

无限制时间片数目．与一般的密钥隔离方案不
同，系统将不会在初始化时期定好时间片数目，具有
无限多个时间片．

随机密钥更新．一般来说密钥更新的时间片是
顺序的，不过如果具有随机密钥更新则密钥能从任
意时间片更新到其他任意时间片．
２５　经典方案与设计原理
２．５．１　经典密钥隔离方案

第１个密钥隔离加密方案以及第１个密钥隔离
签名方案分别由Ｄｏｄｉｓ于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提出．虽
然当前很多密钥隔离方案无论是在效率还是安全性
上都超过这两个原始方案．不过这两个方案第１次
具体的提出了在加密以及签名方案中如何使用密钥
隔离思想，为后续的密钥隔离加密以及签名提供了
思路．

（１）Ｄｏｄｉｓ密钥隔离加密方案［５］

Ｄｏｄｉｓ密钥隔离加密方案由５个多项式时间算
法组成：密钥生成算法、协助者密钥更新算法、用户
临时密钥更新算法、加密算法以及解密算法．

假设狆，狇都为素数，并且｜狇｜＝犽，狆＝２狇＋１．#
是

!

狆的一个子群，随机选取犵，犺∈#．
①密钥生成算法
算法输入一个安全参数１犽．
随机选择狓０，狔０，…，狓狋，狔狋←!狇．
计算：狕０＝犵狓０犺狔０，…，狕狋＝犵狓狋犺狔狋；
公钥犘犓＝（犵，犺，狕０，…，狕狋）．
系统密钥犛犓＝（狓１，狔１，…，狓狋，狔狋），这个方案

中系统密钥就是协助者密钥．
用户初始临时密钥犛犓０＝（狓０，狔０）．
算法输出公钥犘犓，系统密钥犛犓，用户初始临

时密钥犛犓０．
②协助者密钥更新算法
算法输入时间片犻以及系统密钥犛犓＝（狓１，

狔１，…，狓狋，狔狋）．
计算：狓′犻＝∑

狋

犼＝１
狓犼（犻犼－（犻－１）犼），

狔′犻＝∑
狋

犼＝１
狔犼（犻犼－（犻－１）犼）．

算法输出部分密钥犛犓′犻＝（狓′犻，狔′犻）．
③用户临时密钥更新算法
算法输入时间片犻、用户当前临时密钥犛犓犻－１＝

（狓犻－１，狔犻－１）以及部分密钥犛犓′犻＝（狓′犻，狔′犻）．
计算：狓犻＝狓犻－１＋狓′犻，

狔犻＝狔犻－１＋狔′犻．
如
犛犓１＝（狓１，狔１），

狓１＝狓０＋∑
狋

犼＝１
狓犼，

狔１＝狔０＋∑
狋

犼＝１
狔犼，

犛犓２＝（狓２，狔２），

狓２＝狓１＋∑
狋

犼＝１
狓犼（２犼－１）＝狓０＋∑

狋

犼＝１
狓犼２犼，

狔２＝狔１＋∑
狋

犼＝１
狔犼（２犼－１）＝狔０＋∑

狋

犼＝１
狔犼２犼，

犛犓狋＝（狓狋，狔狋），

狓狋＝狓０＋∑
狋

犼＝１
狓犼狋犼，

狔狋＝狔０＋∑
狋

犼＝１
狔犼狋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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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更新的部分实际上都是表达式后半部分即

∑
狋

犼＝１
狔犼犻犼，其中犻就是时间标签．这个表达式就是带时

间的表达式，每次进行密钥更新主要是对这个部分
进行更新以达到密钥与时间片相关．

算法输出时间片犻时的用户临时密钥犛犓犻＝
（狓犻，狔犻）．

④加密算法
输入公钥犘犓、时间片犻以及待加密信息犕．
计算：

狕犻··＝∏
狋

犼＝０
（狕犼）犻犼

　＝∏
狋

犼＝０
（犵狓犼犺狔狋）犻犼＝犵狓

０＋∑
狋

犼＝１
狓犼犻犼犺狔０＋∑

狋

犼＝１
狔犼犻犼．

这个表达式可看出密钥与这个加密种子的关
系．这个狕犻可以直接通过公钥计算，且可以通过密钥
更新后的用户密钥进行计算．

选择随机数狉←!狇．
密文犆＝（犵狉，犺狉，狕狉犻犕），

犆＝（犵狉，犺狉，（犵狓
０＋∑

狋

犼＝１
狓犼犻犼犺狔０＋∑

狋

犼＝１
狔犼犻犼）狉犕）．

算法输出加密信息〈犻，犆〉．
⑤解密算法
输入用户临时密钥犛犓犻＝（狓犻，狔犻）以及加密信

息〈犻，犆＝（狌，狏，狑）〉．
计算并得到明文信息
犕＝狑／狌狓犻狏狔犻

＝（犵狓
０＋∑

狋

犼＝１
狓犼犻犼犺狔０＋∑

狋

犼＝１
狔犼犻犼）狉犕／犵狉狓犻犺狉狔犻＝犕．

算法输出明文犕．
在只是考虑密钥隔离的情况下可知由于每次解

密的密钥跟时间相关且如果不知道密钥更新种子
时，无法从某个时刻犻得到下一个时刻的密钥，由此
无法对下一个时刻的密文进行解密．

（２）Ｄｏｄｉｓ密钥隔离签名方案［７］

Ｄｏｄｉｓ密钥隔离签名方案由５个多项式时间算
法组成：密钥生成算法、协助者密钥更新算法、用户
临时密钥更新算法、签名算法以及验证算法．

假设狆，狇都为素数，并且狆＝２狇＋１．#是!

狆的
一个子群，随机选取犵，犺∈#．

①密钥生成算法
输入一个安全参数１犽以及周期数犖．
随机抽取：狓０，狔０，…，狓狋，狔狋←!狇．
计算：狏犻＝犵狓犻犺狔犻，犻∈［０，狋］．

公钥犘犓＝（犵，犺，狏０，…，狏狋）．
系统密钥犛犓＝（狓１，狔１，…，狓狋，狔狋），这个方案

中系统密钥就是协助者密钥．
用户初始临时密钥犛犓０＝（狓０，狔０）．
算法输出公钥犘犓，系统密钥犛犓以及用户初

始临时密钥犛犓０．
②协助者密钥更新算法
算法输入时间片犻，犼以及系统密钥犛犓＝

（狓１，狔１，…，狓狋，狔狋）．
计算：狓′犻，犼＝∑

狋

犽＝１
狓犽（犼犽－犻犽），

狔′犻，犼＝∑
狋

犽＝１
狔犽（犼犽－犻犽）．

算法输出部分密钥犛犓′犻，犼＝（狓′犻，犼，狔′犻，犼）．
③用户临时密钥更新算法
算法输入时间片犻，犼、用户当前临时密钥犛犓犻＝

（狓犻，狔犻）以及部分密钥犛犓′犻，犼＝（狓′犻，犼，狔′犻，犼）．
计算：狓犼＝狓犻＋狓′犻，犼，

狔犼＝狔犻＋狔′犻，犼．
算法输出时间片犻时的用户临时密钥犛犓犼＝

（狓犼，狔犼）．
④签名算法
算法输入时间片犻时的用户临时密钥犛犓犻＝

（狓犻，狔犻）、时间片犻以及待签名信息犕．
选择随机数狉１，狉２←!狇．
计算：狑＝犵狉１犺狉２，

τ＝犎（犻，犕，狑），
犪＝狉１－τ狓犻，
犫＝狉２－τ狔犻．

算法返回签名信息〈犻，（狑，犪，犫）〉．
⑤验证算法
算法输入公钥犘犓、信息犕以及签名信息〈犻，（狑，

犪，犫）〉．
计算：狏犻＝∏

狋

犽＝０
（狏犻）犻犽，

τ＝犎（犻，犕，狑）．
算法输出：如果等式狑＝犵犪犺犫狏τ犻成立，则输出１；

如果等式不成立，则输出０．
这个方案与第１个加密方案使用的密钥隔离方

式相似，大体上也是因为签名密钥中具有当前时间
片的信息，而这个信息更新时需要协助者发出的密
钥更新种子，如果不知道密钥更新种子就无法由前
一个时间片的密钥更新到下一个时间片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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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　设计原理
对于密钥隔离方案来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密钥

更新的方式．密钥更新方式控制了方案中临时密钥
的结构即控制了时间片嵌入到用户临时密钥的方
式，而时间片嵌入临时密钥就是密钥进化在密钥隔
离中的核心体现．无论是具有密钥隔离性质的加密、
签名还是密钥协商，在实现密钥隔离时，各个方案在
密钥更新的方式上都有所不同．本文根据算法的复
杂性将密钥更新方式大体分为替代、群操作法以及
组合法．

假设时间片为犻，犐犇为用户的身份标识，犎为
Ｈａｓｈ函数，犉犽犲狔为以犽犲狔为密钥的伪随机函数，主
密钥犛犓，用户私钥为狌狊犽，协助者密钥为犺狊犽，
狊犽犻＝犛犓×犎（犻）为用户临时私钥的组成部分之一，
私钥协助者生成的部分密钥犛犓′犻，犼，用户在时间片犻
时的临时密钥犛犓犻，用户在时间片犼时的密钥犛犓犼．

（１）替代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用户的临时密钥
是由用户私钥与时间片的组成部分直接连接得到
的，并没有运用其他计算．所以密钥更新方式为：将
私钥里的部分数据与协助者发出的部分密钥进行替
换．如图１所示．而具体的例子如下：

用户的临时密钥为犛犓犻＝（狌狊犽，狊犽犻）．
协助者发送的部分密钥：

犛犓′犻，犼＝狊犽犼＝犺狊犽×犎（犼）．
用户在时间片犼时的临时密钥为

犛犓犼＝（狌狊犽，狊犽犼）．

图１　密钥更新替换
（２）群操作．群操作是使用了群论的一些方法，

通过群计算进行密钥更新，如使用群加减法进行密
钥更新．在这种情况下，用户的临时密钥是由用户私
钥与时间片的组成部分进行群加法得到．所以密钥
更新方式是用上一个时间片的密钥加上协助者发出
的部分密钥得到当前时间片的用户临时密钥．如
图２所示．而具体例子如下：

用户临时密钥为
犛犓犻＝犛犓×犎（犐犇）＋犺狊犽×犎（犐犇，犻）．
协助者发出的部分密钥为
犛犓′犻，犼＝犺狊犽×［犎（犐犇，犻）－犎（犐犇，犼）］．
用户在时间片犼时的临时密钥为

犛犓犼＝犛犓犻＋犛犓′犻，犼．

图２　密钥更新群操作
（３）基于基本方法组合的方式：为了提高安全

性，有时会将方式（１）和（２）两种方式进行结合达到
更高的安全性，例如将替代与群操作法结合并加入
由随机数产生的临时生成密钥的密钥．例如：其中
狉∈犣为一个随机数．

用户临时密钥为
犛犓犻＝
（狌狊犽×犎（犐犇）狉×犎（犐犇，犻）犉犺狊犽（犻‖犐犇），犵犉犺狊犽（犻‖犐犇），犵狉）．
为方便将此密钥表示为（狊犽′犻，狊犽″犻，狊犽）．
协助者发出的部分密钥为

犛犓′犻，犼＝
（犎（犐犇，犼）犉犺狊犽（犼‖犐犇）／犎（犐犇，犻）犉犺狊犽（犻‖犐犇），犵犉犺狊犽（犼‖犐犇））．
将此部分密钥表示为（狊犽犺′犼，狊犽犺″犼）．
用户在时间片犼时的临时密钥为

犛犓犼＝（狊犽′犻×狊犽犺′犼，狊犽犺″犼，狊犽）．

３　研究现状
２００２年Ｄｏｄｉｓ提出了密钥隔离思想以及第１个

密钥隔离加密算法，因为其较高的安全性以及效率，
密钥隔离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从２００２年开始直至现
在已有大量关于密钥隔离方案的研究．研究不但包
含了普通的加密以及签名，还包含了对密钥隔离方
案的改进、特殊应用的改进以及针对原密钥隔离方
案的扩展方案如平行密钥隔离方案、基于身份的密
钥隔离方案等等．
３１　密钥隔离加密方案

２００２年，Ｂｅｌｌａｒｅ等人［８］在ＢｏｎｅｈＦｒａｎｋｌｉｎ的基
于身份加密模型下，使用Ｄｏｄｉｓ的密钥隔离模型构造
了一种简单、现实并且可扩展的模型———ＳＫＩＥＯＴ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Ｋｅ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这种模型能够进行随机密钥更新并且
满足强密钥隔离．同年，Ｈａｎａｏｋａ等人［９］构造了一种
无条件安全的密钥隔离加密方案ＤＭＫＩＥ（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ＭｕｔｕａｌＫｅ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并证明了
ＤＭＫＩＳ可以由ＫＰＳ（ＫｅｙＰ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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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ＢＥＳ（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构造，不过
方案有内存大小的限制，其对密文、用户密钥、主密
钥、协助者密钥以及发送者密钥所需内存的大小具
有一定要求．
２００４年，文献［１０］证明了时间缓冲的加密算法

可以类似于具有最优门限的密钥隔离算法．在介绍
了时间缓冲加密算法的概念后给出了一种满足强密
钥隔离的认证加密算法方案．
２００６年，Ｃｈｅｏｎ等人［１１］沿着文献［１０］继续研

究，证明了一定存在一种具有最优门限以及随机密
钥更新的密钥隔离加密方案与一种选择密文安全的
时间缓冲公钥加密方案相似，并构造了一种可证明
安全的具有时间缓冲的认证公钥加密方案．
２００８年，Ｌｉ等人将密钥隔离思想应用到了基于

身份的模糊加密（Ｆｕｚｚｙ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ＦＩＢＥ）中提出了基于身份的模糊密钥隔离加密系统
（ＦＩＢＫＩＥ）①，从而解决了在ＦＩＢＥ中的密钥泄漏问
题．方案能够进行安全密钥更新、支持随机密钥更新
并满足完美密钥隔离．并且方案是基于ＤＢＤＨ问题
的，所以方案具有可证明安全性．
２００９年，文献［１２］将密钥隔离思想应用到无线

传感器网络中，提出了基于密钥预分配的密钥隔离
加密方案．方案中每个节点都有一个与自身ＩＤ相关
的私钥，不过所有节点共有一个公钥．这个方案不但
具有语义安全还具有（犖－１，犖）密钥隔离的性质．
并且经证明此方案中增加的存储以及通信增加的消
耗在可接受范围内．
３２　密钥隔离签名方案

２００３年，Ｄｏｄｉｓ等人［７］证明了任意已存在的标
准签名方案都能构造完美密钥隔离签名方案并证明
了在离散对数假设下（狋，狀）密钥隔离方案具有可证
明安全性．然后利用ＯｋａｍｏｔｏＳｃｈｎｏｒｒ的签名方案
构造了一种完美密钥隔离方案并利用陷门签名构造
了一种具有强密钥隔离以及完美密钥隔离的签名方
案，方案中验证了：即使敌手获得了不安全设备（保
存密钥）以及某个时期的密钥也不能伪造其他任意
时期的签名；即使敌手获得了物理安全的设备（保存
主密钥的设备）也不能伪造任意时刻的签名．由于构
造方案时使用了随机预言模型，所以整个方案的效率
比在标准模型下更快．同年，文献［１３］提出了一种满
足强密钥隔离的签名方案ＫＵＳＳＫＩ（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ＳｔｒｏｎｇＫｅ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方案能够进
行随机密钥更新并且满足完美密钥隔离，文中还提

出了一种不保证其他时刻安全的入侵容忍签名方案
ＫＵＳＩＲ，其能够进行随机密钥更新并满足完美密
钥隔离．
２００４年，文献［１４］中利用密钥隔离思想设计了

一套签名方案ＤＯＣＳＰ，这个方案主要用于在线证
书检索．方案中使用了Ｍｉｃａｌｉ的撤销系统，使用户
验证应答者私钥正确性的效率比ＣＲＬ更高．同年，
ＧｏｎｚｌｅｚＤｅｌｅｉｔｏ等人［１５］设计了一种同时满足强密
钥隔离以及完美密钥隔离的签名方案．方案中密钥
长度固定并且具有独立的隔离周期，而且方案能够
在某个给定时间段内所有密钥都发生泄漏的情况下
保持前向安全．由于ＧｏｎｚｌｅｚＤｅｌｅｉｔｏ等人设计的方
案参考了ＧｕｉｌｌｏｕＱｕｉｓｑｕａｔｅｒ［１６］的文献中的签名方
案，所以效率比Ｄｏｄｉｓ提出的密钥隔离签名方案高．
２００７年，文献［１７］中将密钥隔离运用到群签名

中，减少了密钥泄漏给群签名带来的损失．文中提出
的基于随机预言模型的密钥隔离群签名方案能够进
行安全密钥更新，并且还满足匿名性、可溯性、不可
伪造性以及强密钥隔离性．方案还支持选择性撤销
即只有撤销某些被暴露时期用户的签名密钥．整个
方案使用了基于碰撞容忍的ＡＣＪＴ模型，而对方案
的安全性分析利用了ＢＳＺ模型，并由于整个方案建
立于强ＲＳＡ问题，所以方案可证明安全．而且方案
的签名以及公钥的长度都与时间片以及撤销成员的
数量独立，由此整个方案的安全性更高．文献［１８］就
文献［１７］的研究提出了另一种方案，与文献［１７］的
方案不同处为：新方案加入了ＶＬＲ（ＶｅｒｉｆｉｅｒＬｏｃａｌ
Ｒ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以及反向不可连接的特性，安全性有所
加强．
２００８年，文献［１９］中提出了一种前向安全的环

签名和一种门限密钥隔离的环签名，在这两种方案
中每个用户都有一个协助者硬件并都使用了（狋，狀）
门限思想：即使有狋个用户的密钥被攻陷也不会影
响到方案的安全性，两种方案都是无条件完全匿名
的并且在随机预言模型下都是可证明安全的，其中
密钥隔离环签名能满足强密钥隔离．文献［２０］中
Ｌｅｅ等人说明了密钥隔离方案并不能对密钥泄露进
行完全保护，并说明在电子商务等情况下密钥的一
次泄露也会导致非常大的损失，从而提出了一种保
护方案．方案使用了基于ＮＯＶＯＭＯＤＯ和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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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次Ｈａｓｈ，所以即使发生了一次密钥泄漏，泄漏
也能够被发现，由此密钥泄漏会被及时发现使得方
案得到完全保护．文献［２１］中提出了一种基于Ａｂｅ
Ｏｋａｍｏｔｏ签名模型的强密钥隔离签名方案，这种签
名方案的效率比此篇文章之前的强密钥隔离签名方
案效率更高，其中方案的签名密钥长度只有以前方
案的长度的２／５，并且方案能够满足一个服务端对
多个用户模型的现实应用．文中还证明了方案满足
完美密钥隔离，并且由于方案的安全性建立于离散
对数，所以在随机预言模型下可证明安全．
２００９年，Ｂｅｌｌａｒｅ等人［２２］指出由于密钥隔离方

案需要通过用户与协助者硬件之间的通信来进行密
钥更新，所以密钥隔离系统需要一个安全信道．由此
Ｂｅｌｌａｒｅ等人给出了相应的模型讨论在秘密信道以
及公共信道上密钥隔离的问题，并说明了在秘密信
道上密钥隔离在主动攻击以及被动攻击下是不会被
攻破的，不过必须确信信道是安全的，而在公共信道
上密钥隔离在主动攻击下是脆弱的，但是在被动攻
击下安全性可以得到保证．由此提示密钥隔离以及
入侵弹回的研究者选择信道的重要性．
２０１０年，Ｋａｎｇ等人［２３］指出文献［２１］中的签名

方案存在的缺陷：（１）由于原方案中的验证算法计
算太复杂，所以是不可实行的；（２）协助者必须参与
每一次密钥更新因此方案效率不高；（３）不具备随
机密钥更新的能力．根据这些缺陷，Ｋａｎｇ等人对文
献［２１］中的方案进行了相应的改进：增加了随机密
钥更新的能力，改进方案中每过一定时间才进行密
钥更新．使得方案变得更加安全、高效．文章最后指
出由于改进方案使用了ＧｏＯｈｔａｋｅ的模型，所以改
进方案可证明安全．同年，文献［２４］根据计算安全的
密钥隔离签名方案以及信息理论安全的多接收者认
证提出了具有信息理论安全的多接收者密钥隔离认
证方案．文中给出了两种构造方案的方法：直接构
造以及一般构造．并且文中说明了直接构造是最优
的并证明了在他们的安全定义下，方案是可证明安
全的．
２０１２年，文献［２５］在随机预言模型下设计了一

种基于证书的密钥隔离签名（ＣＢＫＩＳ）方案．方案满
足强密钥隔离以及随机密钥更新等安全属性．文章
最后证明，由于方案的安全性建立于ＣＤＨ问题，所
以在面对选择明文攻击时，签名也是不可伪造的，是
可证明安全的．
２０１３年，Ｌｉｎ等人［２６］在随机预言模型下提出了

一种新的基于身份的密钥隔离多重签名方案．为了
使得方案高效，其使用了Ｗｕ等人［２７］方案中的密钥
更新过程．这个方案还保证了无限时间片以及随机
密钥更新．Ｌｉｎ等人最后还证明了在这个方案能够抵
抗自适应选择密文攻击．Ｗａｎ等人［２８］基于Ｗａｔｅｒｓ
的基于身份的加密方案以及Ｗｅｎｇ等人的基于身份
的ＰＫＩＳ方案构造了标准模型下的第１种平行密钥
隔离签名方案．
２０１４年，Ｃｈｅｎ等人［２９］基于ＣＤＨ问题设计了

一种新的基于属性的密钥隔离签名方案，同时文中
介绍了两种构造这个方案的方法．Ｌｉ等人［３０］在随机
预言模型下构造了一种基于证书的密钥隔离签名方
案，在文中Ｌｉｎ等人给出了形式化定义以及安全模
型并证明了方案的安全性．
３３　密钥隔离密钥协商方案

２０１１年，文献［３１］中提出了具有信息理论安全
的密钥隔离密钥协商方案（ＫＩＫＡ），解决了在密钥
协商时密钥泄漏导致的问题，文中不但给出了模型
定义还给出了具体构造并证明了方案是可证明安全
的也证明了方案是最优的．文章最后还给出了一些
具体应用．

４　扩展方案
４．１分层密钥隔离（犎犻犲狉犪狉犮犺犻犮犪犾犓犲狔犐狀狊狌犾犪狋犲犱

犛犮犺犲犿犲）
２００４年，由于不同用户群会有一些与其他用户

群不同的信任的ＣＡ，如果需要验证的用户群之间
信任不同的ＣＡ，这就会带来跨域的问题．Ｌｅ等
人［３２］说明了如果使用分层的ＣＡ结构，那么由于多
个ＣＡ能够缩短验证路径并能减少ＣＡ私钥泄漏带
来的危害，不过每个ＣＡ的密钥隔离仍然是弱点，所
以结合分层结构、多个ＣＡ以及密钥隔离思想设计
出分层密钥隔离签名方案．方案应用了两个理论：
（１）素数有无限个；（２）每个正整数能够分解为唯一
的素数乘积序列．当已有多个ＣＡ的情况下，方案允
许加入新的ＣＡ并为新的ＣＡ产生相应私钥．
２００５年，Ｈａｎａｏｋａ等人［３３］证明了前向安全的

分层基于身份的加密方案在文中建立的安全模型下
是不安全的．而后给出了用任意基于身份的加密构
造安全的基于身份的分层加密方案的方法．由此设
计了一种基于身份的分层强密钥隔离加密方案，方
案能够在不进行交互，不利用任何认证中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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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解密密钥更新．并且在随机预言下，方案可证
明安全．
４２　平行密钥隔离（犘犪狉犪犾犾犲犾犓犲狔犐狀狊狌犾犪狋犲犱犛犮犺犲犿犲）

２００６年，Ｈａｎａｏｋａ等人［３４］解决了频繁密钥更
新导致的协助者密钥泄漏概率变大的问题．其提出
了使用两个协助者的密钥隔离方案．两个协助者在
不同时间进行密钥更新从而减小了协助者密钥暴露
的概率．并且对于原基于身份加密（ＢＦＩＢＥ）的方案
来说，方案在解密密钥长度、密文长度以及解密的计
算消耗上没有改变．Ｗｅｎｇ等人［３５］将平行密钥隔离
应用到了基于身份的加密系统中设计了一种基于身
份的平行密钥隔离加密方案．方案拥有安全密钥更
新以及平行密钥隔离方案的安全属性，能够在不增
加协助者密钥暴露的情况下进行多次密钥更新．在标
准模型下，由于方案基于ＤＢＤＨ问题，所以方案能
够抵抗选择明文攻击；又由于方案使用的是Ｗａｔｅｒｓ
的ＩＢＥ系统且ＩＢＥ系统具有选择密文攻击安全，所
以方案能够抵抗选择密文攻击．由此整个方案是可
证明安全的．
２００７年，Ｌｉｂｅｒｔ等人［３６］使用双线性对构造出基

于标准模型的平行密钥隔离加密方案，方案不仅满足
强密钥隔离还保证了相当的效率，Ｌｉｂｅｒｔ等人也说明
了ＰＫＩＥ与Ｂｏｎｅｈ等人提出的聚合签名之间的关系．
２００８年，文献［３７］中提出标准模型下的基于身

份的平行密钥隔离签名方案．方案在标准模型下是
可证明安全的，并在ＣＤＨ问题下满足强密钥隔离
以及完美密钥隔离等安全属性．
２０１１年，文献［３８］提出了一种标准模型下基于

身份的平行密钥隔离签名方案．提出的方案比文献
［３７］中的方案在验证上效率更高．在标准模型下，方
案是可证明安全的，并且在ＣＤＨ问题下还满足安
全密钥更新、完美密钥隔离以及强密钥隔离等安全
属性．文献［３９］中说明一般的平行密钥隔离加密方
案是通过使用两个不相关的长期密钥更新来改变短
期密钥的，而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一个长期密钥发生
泄漏，就会导致一半的短期密钥或者一半密文发生
泄漏．由此文献提出了多个长期密钥的平行密钥隔
离加密方案．方案中长期密钥的个数决定了单个长
期密钥泄漏时导致的短期密钥或者密文泄漏的比
例，如当长期密钥有狀个，则短期密钥以及密文暴露
数量则为１／狀．
２０１２年，文献［４０］提出了在标准模型下基于密

文策略属性基的平行密钥隔离加密（ＣＰＡＢＰＫＩＥ）

方案，方案满足强密钥隔离安全等安全属性，并且在
ＤＢＤＨ问题上，当所用的伪随机函数是理想的伪随
机函数时，方案在选择明文攻击下是不可区分的即
选择明文安全．方案也能通过文献［４１］中的方法证
明出其具有选择密文安全．
４３　基于身份的密钥隔离

２００６年Ｚｈｏｕ等人［４２］提出了基于身份的密钥隔
离签名．方案是基于ＳＯＫＩＢＳ（ＳａｋａｉＯｇｉｓｈｉＫａｓａｈａｒａ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签名的．虽然方案将密钥
隔离运用到ＩＢ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基于身
份的签名）中，减少了密钥泄漏带来的危害，但是由
于其充分训练后的密钥是完全保存在协助者这个硬
件中的，所以它不满足强密钥隔离安全；并且随机预
言模型在现实世界可能并不安全，所以文中的方案
并不安全．Ｗｅｎｇ等人［４３］先指出文献［４２］中的方案
并不是强密钥隔离，然后在文中重新形式化定义了
ＩＢＫＩＳ（ＩＤＢａｓｅｄＫｅ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模型的
以及其安全性，其中的安全性定义比文献［４２］中的安
全性定义更加严厉．在基于新的ＩＢＫＩＳ模型以及安
全性，Ｗｅｎｇ等人提出了一种满足强密钥隔离以及
完美密钥隔离的签名方案，方案没有固定的生命周
期限制并且能够进行随机密钥更新．文章最后对提
出的方案的效率以及安全性进行了分析，文章证明
了在随机预言模型下由于ＣＤＨ问题，方案满足强密
钥隔离以及完美密钥隔离等安全属性．
２００７年，文献［４４］中在标准模型下构造了一种

具有可证明安全的基于身份的密钥隔离签名方案
ＩＢＫＩＳ．在ＣＤＨ问题下，方案在面对选择密文攻击
下是不可伪造并满足密钥隔离等安全属性．
２００８年，文献［４５］改进了文献［４２］中的ＩＢＫＩＳ

方案，提出了标准模型下基于身份的密钥隔离签名
方案．文中证明了在ＣＤＨ问题上，当方案使用的
Ｈａｓｈ函数能够忍耐碰撞并且使用的伪随机函数是
真正的伪随机的情况下，方案满足安全密钥更新、完
美密钥隔离以及强密钥隔离等安全属性．
２００９年，因为对于电子现金系统来说密钥泄漏

是致命的威胁，所以文献［４６］中将密钥隔离应用到
电子现金系统中，其改进了文献［４７］中的方案使其
能够应对密钥泄漏问题．方案的安全性是建立于
ＣＤＨ和ＤＤＨ问题的，所以具有安全依据．最后文
章证明了方案还满足匿名性、公平性以及密钥隔离
的性质．
２０１０年，Ｈａｎａｏｋａ等人［４８］提出了构造平行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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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隔离的方案即其可以通过使用一次性前向安全公
钥加密系统（ＯＴＦＳＰＫＥ）构造，其中ＯＴＦＳＰＫＥ
又可通过任意ＩＢＥ或者分层ＩＢＥ构造，因此得到完
整的构造过程，并且文章给出了相应的例子．文章还
说明了可以不用双线性对而只是使用二次剩余假设
等困难问题来构造平行密钥隔离方案．同时证明了
由此构造的平行密钥隔离方案的密文较短并且加解
密的计算消耗也较小，文中最终给出了３种不同的
构造实例并给出了效率对比．
２０１１年，Ｗａｎｇ等人［４９］将密钥隔离应用到环签

名中．提出了标准模型下基于身份的密钥隔离环签
名方案．方案使用了Ｂ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ｓ的基于身份加密
模型．方案在标准模型下可证明安全，并具有完全匿
名以及可在不增加协助者密钥泄漏的风险下频繁更
新密钥的特点．最后Ｗａｎｇ等人证明了方案在ＣＤＨ
问题上满足强密钥隔离以及完美密钥隔离等安全属
性．Ｌｉｎ［５０］提出了随机预言模型下的基于身份的可
变换认证的密钥隔离加密方案（ＩＢＫＩＣＡＥ），方案
不仅满足任意变换、无限时间片以及随机密钥更新
等安全属性，还具有不可区分性以及不可伪造性以
对抗自适应选择密文攻击以及选择明文攻击．最后
Ｌｉｎ还说明了从效率上看方案在现实应用中是可
行的．
２０１２年，Ｗｕ等人［２７］提出了能够分批验证的并

具有密钥隔离的基于身份的签名方案．其中的分批验
证有两种情况：（１）同一时间验证多个文件；（２）不同
时间验证多个文件．因为方案的安全性主要依赖于
ＣＤＨ问题以及ＤＤＨ问题，所以安全性是可证明
的．方案还满足强密钥隔离以及不可伪造等安全属
性．文献［５１］中设计了一种具有密钥隔离的基于身
份的签密方案．文中证明了在标准模型下，方案可证
明安全．文中也证明了方案在ＤＢＤＨ问题以及
ＣＤＨ问题上满足密钥隔离以及强密钥隔离的．文中
还说明了方案较其他类似方案来说效率更高．
４４　其　他
４．４．１　门限密钥隔离

２００８年，文献［５２］提出了标准模型下的基于身
份的门限密钥隔离加密方案（ＩＢＴＫＩＥ），方案中有多
个协助者，对于一种（犽，狀）门限密钥隔离方案，在总
共狀个协助者中会有犽个协助者对密钥更新提供帮
助．如果方案中没有协助者被攻陷，那么方案与原密
钥隔离方案相似；当有协助者被攻陷时，被攻陷协助
者即使有犽－１个，方案仍然能保持安全性；如果所

有协助者都被攻陷，那么只要临时密钥不泄漏，系统
的安全性仍然能得到保证．这种门限密钥隔离方案
比起传统的密钥隔离方案更加安全，而且比起平行
密钥隔离来说其更加灵活．由于整个方案是基于
Ｗａｔｅｒｓ的ＩＢＥ系统的，所以在标准模型下是可证明
安全的．虽然比起平行密钥隔离方案其更新密钥的
时间花销有所增加，但是就整个方案过程来说，其比
平行密钥隔离方案更加高效．方案还满足随机密钥
更新、密钥隔离以及强密钥隔离安全等安全属性，并
且能够抵御选择密文攻击，更重要是其能够抵御协
助者被攻陷导致的欺骗攻击．
４．４．２　代理签名

２００９年，文献［５３］将密钥隔离引入到代理签名
中，由于方案是基于ＣＤＨ问题的，所以文中提出的
方案满足强密钥隔离、完美密钥隔离性质．同时这个
方案没有周期限制并且能够进行随机密钥更新．方
案中有委托信息，委任者会发给被委任者一个信息，
信息包括委任信息以及相应的保护委任信息完整性
并能认证委任者的信息．被委任者的签名密钥具有
密钥更新的能力．
４．４．３　无证书密钥隔离

２００９年，文献［５４］中设计了标准模型下的无证
书密钥隔离签名方案，其主要解决了无证书签名中
的私钥泄漏问题以及基于身份的密钥隔离签名的密
钥托管问题．文中最后证明在ＮＧＢＤＨ问题以及
ＭａｎｙＤＨ问题下，方案的签名信息是无法伪造的．
并且方案也能够进行安全密钥更新．
２０１１年，文献［５５］基于Ｗｅｎｇ的ＩＢＫＩＳ模型以

及Ｘｉｏｎｇ的无证书签名模型在随机模型下设计出一
种强密钥隔离无证书签名方案．由于方案是无证书
密钥隔离签名方案，所以没有密钥托管的问题．最后
文章证明了在ＮＧＢＤＨ问题以及ＭａｎｙＤＨ问题下
签名信息是无法伪造的，并证明该方案在随机预言
模型下是可证明安全的，并且方案还满足完美密钥
隔离、强密钥隔离以及安全密钥更新等安全属性．

表２和表３为部分密钥隔离加密方案的小结，表
４和表５为部分密钥隔离签名方案小结．表２、表３、
表４和表５中某个文章分３行表示文中提出的３种
方法，如表中［３４］１表示文献［３４］提出的第１种方
案，［３４］２表示文献［３４］提出的第２种方案，［３４］３
表示文献［３４］提出的第３种方案．其他有多个方案
的文献类似．如果文献只有一种方案则直接表示而
不用加“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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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密钥隔离加密方案安全性
方案 公钥密码体制 模型 数学难题 强密钥隔离完美密钥隔离安全密钥更新随机密钥更新无限制时间片数目
［３４］１ ＰＫＩ ＲＯＭ ＣＢＤＨ    × ×
［３４］２ ＰＫＩ ＲＯＭ ＣＢＤＨ    × ×
［３４］３ ＰＫＩ ＲＯＭ ＣＢＤＨ    × ×
［３５］ ＩＤＰＫＣ ＳＭ ＤＢＤＨ √ × √ × ×
［３６］ ＰＫＩ ＳＭ ＢＤＨ、ＤＢＤＨ √   × ×
［３９］ ＩＤＰＫＣ ＳＭ ＡＢＤＨＥ    × √
［４０］ ＰＫＩ ＳＭ ＤＢＤＨ √   × √
［４８］１ ＰＫＩ ＳＭ ＤＢＤＨ    × √
［４８］２ ＰＫＩ ＳＭ ＤＢＤＨ    × √
［４８］３ ＰＫＩ ＳＭ ＤＢＤＨ    × √
［５２］ ＩＤＰＫＣ ＳＭ ＣＤＨ √   √ √

表３　密钥隔离加密方案效率
方案 密文长度 密钥长度 加密开销 解密开销
［３４］１ ｜狋｜＋｜犌１｜＋｜犣｜ ｜犌１｜ 狋犲＋２狋狆＋犜 狋狆
［３４］２ ｜狋｜＋｜犌１｜＋｜犣｜ ｜犌１｜＋｜犣｜ 狋犲＋２狋狆＋犜 狋狆
［３４］３ ｜狋｜＋｜犌１｜＋｜犣｜ ｜犌１｜ 狋犲＋２狋狆＋犜 狋犲＋狋狆
［３５］ ｜狋｜＋３｜犣｜＋｜犌１｜＋｜犌２｜ ４｜犌１｜ ４狋犲＋狋狆＋犜 ４狋狆
［３６］ ３｜犌１｜＋｜犌２｜ ３｜犌１｜ ３狋犲＋狋狆＋犜 ３狋狆
［３９］ ｜狋｜＋（狀＋１）｜犌１｜＋２｜犌２｜ （１＋狀）｜犌１｜＋｜犣｜ （１＋狀）狋犲＋２狋狆＋２犜 （１＋狀）狋狆＋２犜
［４８］１ ２｜犌１｜＋｜犌２｜ ５｜犌１｜ ３狋犲＋犜 ２狋狆
［４８］２ ３｜犌１｜＋｜犌２｜ ６｜犌１｜ ６狋犲＋犜 ３狋狆
［４８］３ ２｜犌１｜＋｜犌２｜ （２狀＋１）｜犌１｜ ３狋犲＋犜 ２狋狆
［５２］ ３｜犌１｜＋｜犌２｜ ４｜犌１｜ ３狋犲＋犜 ３狋狆

表４　密钥隔离签名方案效率
方案 签名开销 验证开销 签名长度
［７］ ２狋犲 （犽＋２）狋犲＋（犽＋４）犜 ｜狋｜＋３｜犣｜
［１３］ ２狋犲 狋犲 ｜狋｜＋｜犌１｜＋｜犣｜
［２１］ 狋犲 ４狋犲 ｜狋｜＋｜犌１｜＋２｜犣｜
［２３］ 狋犲 ３狋犲 ｜狋｜＋｜犌１｜＋２｜犣｜
［２５］ ２狋犲 ５狋狆 ｜狋｜＋３｜犌１｜
［２６］狋犲＋狀狋狆＋狀犜 ２狋狆＋犜 ｜狋｜＋２｜犌１｜＋｜犌２｜
［２７］１ ３狋犲 ３狋狆＋２狋犲 ｜狋｜＋３｜犌１｜
［２７］２ ３狋犲 ３狋狆＋２狋犲 ｜狋｜＋３｜犌１｜
［２７］３ ３狋犲 ３狋狆＋（狀＋１）狋犲 ｜狋｜＋３｜犌１｜
［２８］ ６狋犲 ５狋狆 ｜狋｜＋４｜犌１｜
［２９］ ７狋犲 ４狋狆＋犜 ｜狋｜＋４｜犌１｜
［３０］ ２狋犲 ５狋狆 ｜狋｜＋３｜犌１｜
［３７］ ６狋犲 ６狋狆 ｜狋｜＋５｜犌１｜
［３８］ ３狋犲＋３犜 ２狋狆＋３犜 ｜狋｜＋２｜犌１｜＋３｜犌２｜
［４２］ ２狋犲 ４狋狆 ｜狋｜＋３｜犌１｜
［４３］ ２狋犲 ４狋狆 ｜狋｜＋３｜犌１｜
［４４］ ２狋犲 ５狋狆 ｜狋｜＋４｜犌１｜
［４５］ ４狋犲 ５狋狆 ｜狋｜＋４｜犌１｜
［５４］ ２狋犲 ７狋狆 ｜狋｜＋４｜犌１｜
［５５］ ２狋犲 ５狋狆 ｜狋｜＋３｜犌１｜

表２和表５中“”代表文中没有提及，ＲＯＭ表示
随机预言模型，ＳＭ表示标准模型，ＰＫＩ表示公钥基础
设施，ＩＤＰＫＣ表示基于身份，ＣＬＰＫＣ代表无证书，
ＡＢ表示基于属性，ＣＢ＿ＰＫＣ表示基于证书．ＤＬＡ代
表离散对数假设，ＣＤＨ代表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ｉｅ
Ｈｅｌｌｍａ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ＤＨ代表Ｂｉ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ＤＨ代表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ｐｒｏｂｌｅｍ，

ＮＧＢＤＨ代表Ｎｏｎｐａｉｒ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Ｂｉｌｉｎｅａｒ
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ＭａｎｙＤＨ代表ＭａｎｙＤｉｆｆｉｅ
Ｈｅｌｌｍａｎ，ＣＢＤＨ代表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ｆｆｉｅ
Ｈｅｌｌｍａ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ＢＤＨ代表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Ｂｉｌｉｎｅａｒ
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ＢＤＨＥ代表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Ｂｉ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

表３和表４中｜狋｜表示一个时间片段的长度，｜犣｜
表示一个犣元素的长度，｜犌１｜表示一个犌１中的元素
的长度，｜犌２｜表示一个犌２中的元素的长度，狋犲表示一
个乘法运算的运算时间，狋狆表示一次双线性对运算时
间，犽代表阈值，犻代表时间片，犜代表指数运算．

总体来说密钥隔离的发展分为如下３个阶段：
（１）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密钥隔离启蒙阶段．

２００２年Ｄｏｄｉｓ提出密钥隔离思想并实现了第１种
密钥隔离加密方案；２００３年，Ｄｏｄｉｓ实现了第１种密
钥隔离签名方案．这个阶段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
非扩展的密钥隔离研究上．

（２）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密钥隔离方案扩展阶
段．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出现了关于密钥隔离扩展即将密
钥隔离方案放到不同场景中，增强不同应用场景对
于密钥泄露的容忍能力．如２００４年为了解决多个
ＣＡ的跨域以及密钥泄露问题提出的分层的密钥隔
离系统；２００５年，为了解决基于身份加密方案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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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密钥隔离签名方案安全性
方案 公钥密码体制模型 数学难题 强密钥隔离完美密钥隔离安全密钥更新随机密钥更新无限制时间片数目
［７］ ＰＫＩ ＲＯＭ ＤＬＡ √  √ √ ×
［１３］ ＰＫＩ ＳＭ ＣＤＨ √ √ √ √ ×
［１９］ ＰＫＩ ＲＯＭＳｔｒｏｎｇＲＳＡＰｒｏｂｌｅｍ √ ×  × ×
［２１］ ＰＫＩ ＲＯＭ ＤＬＡ √ √  √ ×
［２３］ ＰＫＩ ＲＯＭ ＤＬＡ √ √  √ ×
［２５］ ＰＫＩ ＲＯＭ ＣＤＨ √ × × √ ×
［２６］ ＩＤＰＫＣ ＲＯＭ ＣＤＨ √ ×  √ √
［２７］１ ＩＤＰＫＣ ＲＯＭ ＣＤＨ，ＤＤＨ √ × × × ×
［２７］２ ＩＤＰＫＣ ＲＯＭ ＣＤＨ，ＤＤＨ √ × × × ×
［２７］３ ＩＤＰＫＣ ＲＯＭ ＣＤＨ，ＤＤＨ √ × × × ×
［２８］ ＰＫＩ ＳＭ ＣＤＨ √ √ √ × ×
［２９］ ＡＢ ＳＭ ＣＤＨ √ ×  √ 
［３０］ ＣＢ＿ＰＫＣ ＲＯＭ ＣＤＨ √  √ √ 
［３７］ ＩＤＰＫＣ ＳＭ ＣＤＨ √ √ √ × ×
［３８］ ＩＤＰＫＣ ＳＭ ＣＤＨ √ √ √ × ×
［４２］ ＩＤＰＫＣ ＲＯＭ ＣＤＨ × ×   √
［４３］ ＩＤＰＫＣ ＲＯＭ ＣＤＨ √ √ √ √ ×
［４４］ ＩＤＰＫＣ ＳＭ ＣＤＨ ×   √ ×
［４５］ ＩＤＰＫＣ ＳＭ ＣＤＨ √ √ √ √ ×
［５４］ ＰＫＩ ＳＭ ＮＧＢＤＨ，ＭａｎｙＤＨ √   √ ×
［５５］ ＣＬＰＫＣ ＲＯＭ ＣＤＨ √ √ √ √ √

密钥泄露问题提出了第１种基于身份的分层密钥隔
离加密算法等．

（３）２００６年到现在，密钥隔离方案深度研究阶
段．这个阶段中密钥隔离效率尤其是可证明安全的
研究成为了重点．这个阶段提出了多种标准模型下
的密钥隔离方案而且各个方案具备的安全属性越来
越多，如２００６年，为了解决协助者频繁更新密钥导
致的密钥泄露概率增加问题提出的平行密钥隔离方
案；２００８年，为增强基于身份的密钥隔离方案的安
全性提出的第１个基于身份的门限密钥隔离方案，
特别的２００９年还出现了针对密钥隔离方案中的信
道问题的研究［２２］．

５　未来工作与结论
对于密码系统来说密钥泄漏是最为致命的攻

击．一旦发生了密钥泄漏，密码系统所有安全性将全
部丧失．密钥隔离就是解决密钥泄露问题所提出的
方案之一．本文首先说明了密钥泄漏导致的安全问
题，由此引出密钥隔离方案．本文对密钥隔离的加
密、签名以及密钥协商的形式化定义、安全模型以及
安全定义进行了描述，还针对目前的密钥隔离方案
的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为日后密钥隔离研究提供
帮助．

未来工作包括如下３个部分：

（１）对已有的方案进行扩展，提出其他具有特
殊功能的密钥隔离方案．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增
加，为了适应应用场景的变化，必须对其他场景中未
加入密钥隔离性质的密钥方案进行扩展，提出安全
性更高使用范围更广的密钥隔离方案．例如当前云
技术成为了热点，为了解决云技术的安全性很多密
码系统被提出，可搜索加密系统［５６５８］就是其中之一．
可搜索公钥加密方案是为了解决云存储中用户数据
隐秘性以及可搜索性而设计的一种密码系统，而这
种系统在面对密钥泄露的情况下仍然是脆弱的，所
以可以向这类系统加入密钥隔离等抗密钥泄露技术
提高安全性．

（２）无证书密钥隔离签名与加密方案研究．目
前无证书的密钥隔离方案只有签名方案［５４５５］，虽然
无证书的密钥隔离签名方案仍然有研究的必要，但
是目前还没有无证书加密方案的相关研究，所以这
是密钥隔离研究中新的领域，对无证书的密钥隔离
加密的研究非常重要．

（３）利用双线性对以外的数学工具（ＲＳＡ、离散
对数等）构造高效的方案：双线性对在标准模型下构
造密钥隔离方案中广泛使用，但相比其他的数学工
具，双线性对的运行效率较低，所以在不使用双线性
对的情况下，是否能构造出高效的密钥隔离方案也
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总的来说，无论对于签名、加密还是密钥协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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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隔离方案，虽然加密、签名以及密钥协商的实际
算法对方案有一定影响，不过各个方案的区别却都
主要集中在密钥更新的方法即怎样使得时间片影响
到密钥、密钥需要协助者提供怎样的信息以及如何
实现密钥更新，所以要得到一个高效的方案，就必须
研究密钥更新方式．而且对于一个方案来说，密钥长
度等也很重要，因为这也将影响到具体的算法的效
率，而密钥长度也受到密钥更新方式的影响．所以研
究密钥更新方式是研究密钥隔离方案的核心．以此
为突破口，本文后续将针对高效的标准模型下的密
钥隔离方案进行研究，得到一个不使用双线性对以
及随机预言模型的、更加高效的密钥更新方式从而
得到更为高效的密钥隔离方案．并使得其能够被应
用于不同情况下的签名、加密以及密钥协商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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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ＷｅｎｇＪｉａｎ，ＬｉｕＳｈｅｎｇｌｉ，ＣｈｅｎＫｅｆｅｉ，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ｋｅ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ａｎｄｏｍｏｒａｃｌｅ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ＴＲＳＡ２００８．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
２００８：２０３２２０

［５３］ＷａｎＺｈｏｎｇｍｅｉ，ＬａｉＸｕｅｊｉａ，Ｗｅｎｇ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ｋｅ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ｘｙ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９，２６（６）：８５３８５８

［５４］ＷａｎＺｈｏｎｇｍｅｉ，ＬａｉＸｕｅｊｉａ，Ｗｅｎｇ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ｌｅｓｓ
ｋｅ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ａｎｄｏｍｏｒａｃｌ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２００９，１０（１２）：１７９０１８００

［５５］ＷａｎＺｈｏｎｇｍｅｉ，ＬａｉＸｕｅｊｉａ，Ｗｅｎｇ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ｌｅｓｓ
ｓｔｒｏｎｇｋｅ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１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ＣＩＳＴ）．Ｎａｎ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２７０２７６
［５６］ＢｏｎｅｈＤ，ＤｉＣｒｅｓｃｅｎｚｏＧ，ＯｓｔｒｏｖｓｋｙＲ，ｅｔ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ｋｅｙ

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ＣｒｙｐｔｏｌｏｇｙＥｕｒｏｃｒｙｐｔ２００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ｔｅｒｌａｋｅ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５０６５２２

［５７］ＢａｅｋＪ，ＳａｆａｖｉＮａｉｎｉＲ，ＳｕｓｉｌｏＷ．Ｐｕｂｌｉｃｋｅｙ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ＣＣＳＡ２００８）．Ｐｅｒｕｇｉａ，
Ｉｔａｌｙ，２００８：１２４９１２５９

［５８］ＬｉＪｉｎ，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ＷａｎｇＣｏｎｇ，ｅｔａｌ．Ｆｕｚｚｙｋｅｙｗｏｒｄ
ｓｅａｒｃｈｏｖｅｒ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ｄａｔａｉｎ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ＯＣＯＭ．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ＵＳＡ，２０１０：１５

犙犐犖犣犺犻犌狌犪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５６，
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ｏｐ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犔犐犝犑犻狀犵犑犻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８，Ｍ．Ｓ．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犣犎犃犗犢犪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３，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犠犝犛狅狀犵犢犪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２，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Ｈ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犡犐犗犖犌犎狌，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２，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ｃｒｙｐｔｏ
ｇｒａｐｈｙ．

犖犐犈犡狌犢狌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５，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
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犣犎犝犌狌狅犅犻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１，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ｃｒｙｐｔｏ
ｇｒａｐｈｙ．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ｒｙｐ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ｕｓｕａｌｌｙｄｅｐｅｎｄｓｏｎｔｈｅ

ｓａｆ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ｏｆｋｅｙｓ．Ｉｆ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ｋｅｙ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ｌｅａｋｅｄ，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ｒｙｐ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ｌｌｂｅｔｏｔａｌｌｙｂｒｏｋｅｎ．Ｄｕｅｔｏ
ｔｈｅ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ｏｆｃｒｙｐ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ｓｅｔｔｉｎｇ，
ｋｅｙｌｅａｋａｇｅｗｉｌｌｂｅ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Ｔｈｕ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ｓｉｓｔｔｈｅｋｅｙ
ｌｅａｋａｇｅａｔｔａｃｋ，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ｈａｖｅａｌｒｅａｄｙ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ｅｄｔｏ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ｌｏｓｓ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ｂｙｋｅｙｌｅａｋａｇｅ，ｋｅ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ｈａｓ
ｂｅｅ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ｎｄ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ｌｏｔｏｆ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ｋｅ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ｅｎｃｒｙｐ
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ｈｅｍｅ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ｋｅ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ｓｏｍ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ｉｔｉｓ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ｗｏｒｋ．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ｓ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６１００３２３０，６１３７００２６），Ｋｅ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２０１２Ｂ０９１００００５４），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２０１４ＪＹ００４１）．Ｔｈｅ
ａｉｍｏｆ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ｓｔｏａｄｄｒｅｓｓ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ｍｏｂｉｌｅ
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ｍｏｂｉ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ｚｅ
ｓａｆｅｔｙｓｔｏｒｅｕｓｅｒｓ’ｋｅｙｓ．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ｌｏｔｏｆｕｓｅｒｓｉｎｏｕ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ｈｉｃｈｍｅａｎｓｋｅｙ
ｌｅａｋａｇｅｍａｙｏｃｃｕｒｔｏａｎｙｏｎ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ｌｏｓｓ，ｗｅ
ｐｈａｓｅｄｉｎａｃｒｙｐｔｏ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Ｉ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ｋｅｙ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ｕｒｔｅａｍｈａｓｂｅｅｎｅｎｇａｇｅｄ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５ｙｅａｒｓ．Ｗｅｈａｖ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４０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２０ｗｅｒ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ｂｙＳＣＩ．Ｗｅｕｎｄｅｒｔｏｏｋ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ｕ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４７７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５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