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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０７；在线发布日期：２０２００１２０．本课题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７ＹＦＢ０８０２００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６１８０２２４２，
６１７７２３２６，６１８０２２４１）、“十三五”国家密码发展基金（ＭＭＪＪ２０１８０２１７）、广西可信软件重点实验室研究课题（ＫＸ２０２００２）及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ＧＫ２０２００３０７９，ＧＫ２０２００７０３３）资助．周彦伟，博士，高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密码学、匿名通信技术等．Ｅ
ｍａｉｌ：ｚｙｗ＿ｓｎｎｕ＠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杨　波（通信作者），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百人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安全、密
码学等．Ｅｍａｉｌ：ｂｙａｎｇ＠ｓｎｎｕ．ｅｄｕ．ｃｎ．夏　喆，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安全．来齐齐，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信息安全、密码学等．张明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安全、密码学等．穆　怡，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
究领域为信息安全、密码学等．

抵抗泄露攻击的可撤销犐犅犈机制
周彦伟１），２），３）　杨　波１），２）　夏　喆４）　来齐齐１） 张明武２），３）　穆　怡５）

１）（陕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２）（密码科学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８）

３）（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可信软件重点实验室　广西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４）（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５）（福建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福建省网络安全与密码技术重点实验室　福州　３５０１１７）

摘　要　隐私信息的泄露已成为密码系统当前的严重安全性隐患，因此抗泄露性已成为密码机制安全性的重要评
价指标；并且连续的泄露攻击将被敌手在现实环境中执行，所以抵抗连续泄露攻击的密码机制具有更强的实用性．
可撤销的身份基加密（Ｒｅｖｏｃａｂｌ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ＲＩＢＥ）机制由于能够快速实现用户私钥的撤销，具有广
泛的实际应用前景；然而传统ＲＩＢＥ机制无法抵抗信息泄露对方案所造成的危害，针对上述不足，本文以身份基哈
希证明系统（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ＨａｓｈＰｒｏ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ＩＢＨＰＳ）为底层工具设计了选择明文攻击（ＣｈｏｓｅｎＰｌａｉｎｔｅｘｔ
Ａｔｔａｃｋ，ＣＰＡ）安全的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并基于ＩＢＨＰＳ的安全属性，对通用构造的ＣＰＡ安全性进行
了形式化证明；为进一步增强安全性和抗泄露能力，在我们上述构造的基础上，通过非交互式零知识论证和可更新
的身份基哈希证明系统分别构造了ＣＣＡ安全和抗连续泄露攻击的ＲＩＢＥ机制，并基于底层工具的安全属性证明了
相应构造的安全性．相较于传统的ＲＩＢＥ机制而言，本文Ｒ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在秘密信息存在一定泄露的前提
下，依然保持其所声称的安全性．由于过去的几年中底层基础工具的多个实例相继被构造，这表明我们抗泄露
Ｒ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方法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关键词　可撤销ＩＢＥ机制；有界泄露模型；连续泄露模型；身份基哈希证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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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ｋｅｙｄｏｅｓｎｏｔ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ｕｐｄａｔｅ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ｋｅｙ．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ＲＩＢＥｓｃｈｅｍｅｃａｎｂｅｐｒｏ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ＵＩＢＨＰ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ＢＥｓｃｈｅｍｅ，ｏｕｒ
ｇｅｎｅ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ｋｅｅｐｉｔｓｃｌａｉｍｅ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ｖｅｎｉｆ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ｃａｎｏｂｔａｉｎｓｏｍｅｌｅａｋａｇｅ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ｈｏｗ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ＣＡｓｅｃｕｒｅＲＩＢＥｓｃｈｅｍｅｗｉｔｈ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ｉｓｃｒｅ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ｏｎｅｔｉｍｅｌｏｓｓｙｆｉｌｔｅｒａｎｄＩＢＨＰＳ．Ｏｕ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ｇｅｎｅｒ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ＲＩＢＥｓｃｈｅｍ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ｍｅ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ｂａｓｉｃｔｏｏｌｓｈａｄ
ｃ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ｆｅｗｙｅａｒ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ｒｅｖｏｃａｂｌ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ｂｏｕｎｄｅｄｌｅａｋ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ｅａｋ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Ｈａｓｈｐｒｏｏｆｓｙｓｔｅｍ

１　引　言
传统密码学机制的安全性均假设秘密信息对潜

在的任意敌手而言是完全保密的，即密码机制是以
黑盒形式运行的，敌手仅能观察到密码机制运行前
的输入和运行结束后的输出，无法获知运行过程的
任何信息．然而，由于边信道、冷启动等物理攻击方
式的存在，使得敌手能够获得密码机制运行过程中

秘密信息的部分泄露内容，导致传统安全模型下的
密码机制在现实环境中已不再满足其所声称的安
全性．
１１　密码机制的抗泄露性研究

近年来，为了缩短实际应用与理论研究之间的
差距，越来越多的密码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密码机制
抗泄露性的研究．根据敌手执行泄露攻击的能力，将
泄露模型分为有界泄露模型和连续泄露模型两种：
（１）有界泄露模型中，关于秘密信息的泄露量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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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系统设定的泄露参数；（２）连续泄露模型中，密
码机制的生命周期通过执行相应的操作（如密钥更
新等）被划分成了多个时间周期，在每一个时间周期
内敌手能够获得关于秘密钥的任意泄露信息，并且
同一秘密值的泄露量不能超过系统设定的泄露参
数，但是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不限制泄露的总量．由于
真实环境中敌手能够执行持续的泄露攻击，因此连
续泄露模型更加接近现实环境的应用需求．为增强
密码机制的实用性，应在连续泄露模型下对相应密
码机制的抗泄露性进行研究．

下文中，我们将详细介绍当前密码机制抗泄露
性的研究现状．
１．１．１　ＰＫＥ机制的抗泄露性

在公钥加密（ＰｕｂｌｉｃＫｅｙ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ＰＫＥ）领
域，Ｎａｏｒ和Ｓｅｇｅｖ［１］联合哈希证明系统（ＨａｓｈＰｒｏ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ＨＰＳ）和强随机性提取器（ＳｔｒｏｎｇＲａｎｄｏｍｎｅｓ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ｒ，Ｅｘｔ）设计了抵抗有界泄露攻击ＰＫＥ机
制的通用构造．Ａｌｗｅｎ等人［２］提出了身份基哈希证
明系统（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ＨａｓｈＰｒｏ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ＩＢＨＰＳ）
这一新的密码原语，并以ＩＢＨＰＳ作为底层工具构
造了泄露放大的ＰＫＥ机制．Ｌｉｕ等人在文献［１］的
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实用、高效的选择密文攻击
（ＣｈｏｓｅｎＣｉｐｈｅｒｔｅｘｔＡｔｔａｃｋｓ，ＣＣＡ）安全的泄露容
忍的ＰＫＥ机制［３］．Ｑｉｎ等人［４５］基于ＨＰＳ和一次性
损耗滤波器（ＯｎｅＴｉｍｅＬｏｓｓｙＦｉｌｔｅｒ，ＯＴＬＦ）给出
了具有抗泄露选择密文攻击（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Ｃｈｏｓｅｎ
ＣｉｐｈｅｒｔｅｘｔＡｔｔａｃｋｓ，ＬＲＣＣＡ）安全的ＰＫＥ机制的
通用构造．Ｌｉ等人［６］对文献［１］中的方案进行了改
进，提出了密钥长度更短的抗泄露攻击的ＰＫＥ机
制，并基于判定性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假设对提出方案
的安全性进行了证明．文献［７］在文献［１］的基础上
提出一个新的抗泄露ＰＫＥ机制，该机制通过减少密
钥的长度达到提高泄露率的目的．在辅助输入模型
中，文献［８］基于ＯＴＬＦ提出一个抗泄露攻击的
ＣＣＡ安全的ＰＫＥ方案．

由于连续泄露模型中敌手能够进行持续的泄露
攻击，使得其更加接近现实环境的实际应用需求，并
且在ＦＯＣＳ２０１０中，Ｄｏｄｉｓ等人［９］详细介绍了连续泄
露模型中的敌手攻击能力的定义，同时给出了连续泄
露模型与有界泄露模型间的转换联系．文献［１０］在增
强文献［８］中方案安全性的同时，提出一个抗持续辅
助输入泄露的ＣＣＡ安全的ＰＫＥ方案．为进一步增
强ＰＫＥ机制的实用性，Ｚｈｏｕ等人［１１１２］采用矩阵运
算和向量内积的方法设计了两个抗连续泄露攻击的

ＰＫＥ机制，并通过形式化证明对相应机制的ＣＣＡ安
全性进行了证明．Ｙａｎｇ等人［１３］提出了一个新的密码
学原语，称为可更新的哈希证明系统（Ｕｐｄａｔａｂｌｅ
ＨａｓｈＰｒｏ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ＵＨＰＳ），并基于该原语在Ｑｉｎ
等人工作［４５］的基础上，构造出抗连续泄露攻击的
ＰＫＥ机制的通用构造．综上所述，现有的抗（连续）
泄露ＰＫＥ机制的通用构造方式总结如表１所示．
表１　现有抗（连续）泄露ＰＫＥ机制的通用构造方法
属性 ＣＰＡ安全性 ＣＣＡ安全性

抗有界泄露 ＨＰＳ＋Ｅｘｔ ＨＰＳ＋Ｅｘｔ＋ＯＴＬＦ
抗连续泄露 ＵＨＰＳ＋Ｅｘｔ ＵＨＰＳ＋Ｅｘｔ＋ＯＴＬＦ

１．１．２　ＩＢＥ机制的抗泄露性
在传统身份基加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ＩＢＥ）机制的研究基础上，Ｌｉ等人［１４］设计了抗有界
泄露攻击的ＩＢＥ机制．文献［１５］设计了一个抗密钥
弹性泄漏的可委托层次模板加密方案，该方案是抗
泄漏的层次身份加密方案和隐藏向量加密方案的一
般扩展，可有效地抵抗密钥弹性泄漏，并达到自适应
语义安全性．Ｚｈａｎｇ等人［１６］设计了一个新颖的抗泄
露的分层ＩＢＥ机制，为接收者提供匿名性保护．Ｓｕｎ
等人［１７］受Ｌｉｕ等人工作［３］的启发，设计了泄露参数
不受待加密消息长度限制的抗泄露ＩＢＥ机制；此
外，他们还在合数阶双线性群上设计了一个完全安
全的具有通配符密钥衍生功能的抗泄露ＩＢＥ机
制［１８］．在ＥＵＲＯＣＲＹＰＴ２０１０中，Ａｌｗｅｎ等人［２］基
于ＩＢＨＰＳ和强随机性提取器提出了构造选择明文
攻击（ＣｈｏｓｅｎＰｌａｉｎｔｅｘｔＡｔｔａｃｋｓ，ＣＰＡ）安全的抗泄
露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方法．Ｃｈｏｗ等人［１９］，Ｃｈｅｎ等
人［２０２１］分别给出了几种ＩＢＨＰＳ的具体实例．为提
升实用性，Ｚｈｏｕ等人［２２２４］在连续泄露模型中基于不
同的技术提出了三种抗连续泄露攻击的ＩＢＥ机制，
增强了ＩＢＥ机制的抗泄露攻击的能力．由于不同应
用环境的泄露需求各不相同，用一个不变的泄露界
很难满足现实中不同环境的实际应用需求，为了实
现根据应用环境的需求动态设置ＩＢＥ机制泄露界
的目标，文献［２５］设计了泄露界可灵活变化的抗泄
露ＩＢＥ机制，其中可根据实际环境的泄露需求通过
控制相应的初始化参数来控制ＩＢＥ机制的泄露上
界，切实做到了泄露界的按需设计目标；即该机制在
保持公开参数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增加用户私钥的
长度达到提升机制抗泄露攻击的能力．

由于抗连续泄露攻击的ＩＢＥ机制具有更强的
实用性，在ＰＫＥ机制中，基于更新操作提出了抗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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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泄露攻击的版本．自然地，为了设计抗连续泄露的
ＩＢＥ机制，基于现有ＩＢＨＰＳ的定义，文献［２６］提出
可更新的身份基哈希证明系统（Ｕｐｄａｔａｂｌ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ＨａｓｈＰｒｏ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ＵＩＢＨＰＳ）的新密码学
原语，并基于该技术设计了ＩＢＥ机制、基于身份的
混合加密机制和基于身份的密钥协商协议等密码机
制抗泄露版本的通用构造．综上所述，现有的抗（连
续）泄露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方式总结如表２所示．
表２　现有抗（连续）泄露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方法
属性 ＣＰＡ安全性 ＣＣＡ安全性

抗有界泄露 ＩＢＨＰＳ＋Ｅｘｔ ＩＢＨＰＳ＋Ｅｘｔ＋ＯＴＬＦ
抗连续泄露 ＵＩＢＨＰＳ＋ＥｘｔＵＩＢＨＰＳ＋Ｅｘｔ＋ＯＴＬＦ

特别地，ＨＰＳ、ＵＨＰＳ、ＩＢＨＰＳ和ＵＩＢＨＰＳ
间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ＨＰＳ、ＵＨＰＳ、ＩＢＨＰＳ和ＵＩＢＨＰＳ间的关系
除对ＰＫＥ和ＩＢＥ机制的抗泄露性研究之外，

密码研究人员还对基于属性的密码机制［２７２９］、无证
书密码机制［３０３３］、基于证书的密码机制［３４３６］、签名
机制［３７３８］、密钥协商协议［３９４０］和秘密共享［４１４２］等密
码原语的抗泄露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可见密码机
制抗泄露性的研究是当前密码学领域的一个热点
问题．
１２　可撤销的犐犅犈机制

在公钥加密环境中，为了消除传统公钥基础设
施（ＰｕｂｌｉｃＫｅｙ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ＫＩ）中证书的管理
问题，Ｓｈａｍｉｒ提出了基于身份的密码学［４３］，其中用
户的任何公开信息可作为公开钥使用，而相应的秘
密钥由私钥生成中心（ＰｒｉｖａｔｅＫ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ＰＫＧ）
负责生成．在真实的应用中，ＰＫＧ需要撤销部分用
户的私钥，然而此时ＰＫＧ只能重新建立系统生成
新的主密钥，并且对所有的未撤销用户生成新的秘
密钥，该操作一定程度上降低了ＩＢＥ机制的工作效
率，并且限制了ＩＢＥ机制在实际应用系统中的大规
模部署，因此，需要具有撤销功能的ＩＢＥ机制来灵
活处理用户身份的撤销问题．针对上述实际应用需
求，可撤销的身份基加密机制（Ｒｅｖｏｃａｂｌ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ＲＩＢＥ）被提出［４４］，即ＲＩＢＥ是传

统ＩＢＥ机制的扩展，增加了用户的身份撤销功能，
ＰＫＧ在不进行系统重建的前提下快捷地实现对用
户的身份撤销．
Ｂｏｎｅｈ和Ｆｒａｎｋｌｉｎ在随机谕言机模型中通过拼

接身份信息和时间戳的方法提出了第一个ＲＩＢＥ机
制［４４］，即将犻犱‖犜作为用户的公开信息（其中犻犱是
身份信息，犜是时间戳），然而该机制的效率较低，所
有未撤销的用户都需要建立安全链路接收ＰＫＧ为
其生成的更新私密钥．Ｂｏｌｄｙｒｅｖａ等人［４５］给出了
ＲＩＢＥ机制的形式化定义，并基于Ｓａｈａｉ和Ｗａｔｅｒｓ
提出的模糊身份的ＩＢＥ机制［４６］构造了一个选择身
份安全的ＲＩＢＥ机制．该工作之后，完全安全的
ＲＩＢＥ机制［４７４８］、可撤销的分层ＩＢＥ机制［４９］、可撤销
存储的属性基加密机制［５０５１］等密码方案相继被提
出．由于上述构造［４７５１］，均采用了文献［４５］中所使用
的完全子树这一基本技术，导致更新私密钥的长度
较长；为了改进该问题，文献［５２］基于子集差分提出
一个新的ＲＩＢＥ构造技术；文献［５３］提出了私密钥
和更新私密钥更短的可撤销的分层ＲＩＢＥ机制．

然而，我们发现当前关于ＲＩＢＥ机制的工作主
要集中在具体构造的研究，未曾有工作关注ＲＩＢＥ
机制的抗泄露能力；因此本文将聚焦该问题，研究
ＲＩＢＥ机制的抗泄露性，提出抵抗泄露攻击的ＲＩＢＥ
机制，进一步增强ＲＩＢＥ机制的实用性．
１３　我们的思路

受基于ＩＢＨＰＳ（ＵＩＢＨＰＳ）设计抗（连续）泄露
ＩＢＥ机制通用构造思路的启发，本文将研究抗（连续）
泄露Ｒ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

ＲＩＢＥ机制的用户私钥狊犽（犻犱，犜犻）＝（犽犻犱，犽犜犻）包含
两部分：一部分是身份组件犽犻犱，另一部分是时间组
件犽犜犻．由于ＩＢＨＰＳ可视为是一个基于身份的密钥
封装机制，因此我们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
中利用两个ＩＢＨＰＳ分别完成犽犻犱和犽犜犻的生成，其
中犽犜犻相对应的身份信息犻犱′由用户的真实身份犻犱
和时间戳犜犻通过映射生成，即犻犱′＝!

（犻犱，犜犻），其
中!

（·）是身份映射函数；时间戳犜犻使用方便ＰＫＧ
执行用户私钥信息的撤销操作，通过对时间组件犽犜犻
的更新实现对ＩＢＥ机制中用户私钥狊犽（犻犱，犜犻）的撤销，
即ＰＫＧ无需重建系统，只需通过更新系统时刻将
过去的私钥撤销．
ＩＢＨＰＳ确保输出的封装秘钥具有足够的平均

最小熵，通过平均情况的强随机性提取器可将封装
秘钥转换成对于任意敌手而言是完全均匀随机的对
称秘钥，然后使用对称密钥对消息进行隐藏，其中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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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性提取器实现了用户秘钥的弹性泄漏容忍．特别
地，用户私钥的时间组件和身份组件分别对应一个
封装秘钥，两个封装秘钥的随机性是我们构造实现
抗泄露性质的基础．

使用ＣＰＡ安全的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结合非交互
式零知识（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Ｚｅｒ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ＮＩＺＫ）
论证的模式设计ＣＣＡ安全的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其
中使用ＮＩＺＫ论证将密文中的各元素进行绑定，为
密文提供防扩展的性质，并且抗泄露攻击的能力由
底层的ＣＰＡ安全的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提供．此外，
本文使用ＮＩＺＫ构造ＲＩＢＥ的方法，可扩展到ＰＫＥ
和ＩＢＥ机制中，将表１和表２中相应的ＯＴＬＦ变成
ＮＩＺＫ可得到构造ＣＣＡ安全的ＰＫＥ和ＩＢＥ机制的
新方法．
１４　我们的工作

本文系统地介绍了ＩＢＨＰＳ和ＮＩＺＫ论证的概
念及安全属性，并基于上述技术提出了抵抗泄露攻
击的Ｒ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我们的贡献主要分为
三个方面，详细叙述如下：

（１）在回顾ＲＩＢＥ机制形式化定义的基础上，定
义了抗泄露攻击的ＲＩＢＥ机制的ＣＰＡ和ＣＣＡ安全
模型．

（２）基于ＩＢＨＰＳ提出两种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
的通用构造，其中第二种构造具有ＣＣＡ安全性；基
于底层ＩＢＨＰＳ和ＮＩＺＫ的安全属性对相应构造
的ＣＰＡ安全性和ＣＣＡ安全性分别进行了形式化
证明．

（３）为了进一步提高ＲＩＢＥ机制的实用性，增强
其抗泄露攻击的能力，在ＵＩＢＨＰＳ的基础上，设
计了抵抗连续泄露攻击的Ｒ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
通过附加的密钥更新算法定期向用户的私密钥中
注入新的随机性，消除先前秘密钥的泄露信息对系
统安全性的影响，使得敌手已捕获的泄露信息对新
的私密钥不起作用，因此敌手需要重新收集关于新
私密钥的泄露，进而实现了抗连续泄露攻击的能力．

２　基础知识
本节将介绍最小熵、平均最小熵、随机性提取器

和非交互零知识论证等基础知识．
２１　相关符号

用κ表示安全参数；犪←犚犃表示从集合犃中均
匀随机的选取元素犪；ｎｅｇｌ（κ）表示在安全参数κ上
是计算可忽略的；狓←"

（狔）表示算法"在输入狔的

作用下输出相应的计算结果狓．
２２　统计距离和最小熵

我们首先介绍统计距离的概念．令犡与犢是有
限域Ω上的任意两个随机变量，那么上述变量间的
统计距离可表示为
ＳＤ（犡，犢）＝１２∑狑∈ΩＰｒ［犡＝狑］－Ｐｒ［犢＝狑］．
定义１．　随机变量犡的最小熵可表示为
犎∞（犡）＝－ｌｏｇ（犕犪狓狓Ｐｒ［犡＝狓］）．

特别地，犎∞（犡）表示无任何信息协助的前提下
任意敌手猜测变量犡的最大概率，即变量犡的最小
熵犎∞（犡）体现了犡的不可预测性．

定义２．　当变量犅已知时，变量犃的平均最
小熵可表示为

珮犎∞（犃｜犅）＝－ｌｏｇ（犈犫←犅［２－犎∞（犃｜犅＝犫）］），
其中犈表示数学期望运算．平均最小熵珮犎∞（犃｜犅）
表示在变量犅已知的前提下，变量犃的不可预测
性；也就是说，任意敌手在变量犅的协助下猜测变
量犃的概率．

定理１．　对于任意的随机变量犃，犅和犆，若犅
的取值最多有２犾个，则有

珮犎∞（犃｜（犅，犆））珮犎∞（犃｜犆）－犾．
２３　随机性提取

定义３．　令随机变量犃和犅满足条件犡∈
｛０，１｝犾狀和珮犎∞（犡｜犢）犽，对于任意的犚∈｛０，１｝犾狋和
犣∈｛０，１｝犾犿，若有

ＳＤ（（Ｅｘｔ（犡，犚），犚，犢），（犣，犚，犢））ε
成立，则称函数Ｅｘｔ：｛０，１｝犾狀×｛０，１｝犾狋→｛０，１｝犾犿是
平均情况的（犽，ε）强随机性提取器，其中犚∈｛０，１｝犾狋
是可公开的提取器种子．

引理１（剩余哈希引理）．　令通用哈希函数集
合为犎犐＝｛犎犻：犡→犢｝犻∈犐．那么对于犃←犚犡，犅←犚犢
和犆，则有
ＳＤ（（犎犻（犃），犻），（犅，犻））１２２－犎∞（犃）｜犢槡 ｜和

ＳＤ（（犎犻（犃），犻，犆），（犅，犻，犆））１２２－珮犎∞（犃｜犆）｜犢槡 ｜．
引理２（广义剩余哈希引理）．　令犃和犅是满

足关系犃←犚｛０，１｝犾狀和珮犎（犃｜犅）犽的两个变量随
机变量．犎犐＝｛犎犻：｛０，１｝犾狀→｛０，１｝犾犿｝犻∈犐是从集合
｛０，１｝犾狀到集合｛０，１｝犾犿的通用哈希函数集合．那么对
于任意的随机变量犻←犚犐和犆←犚｛０，１｝犾犿，当犾犿满足
条件犾犿犽－２（ｌｏｇ１／ε）时，有关系

ＳＤ（（犎犻（犃），犻，犅），（犆，犻，犅））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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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其中２（ｌｏｇ１／ε）＝ω（ｌｏｇκ）．
由引理１和引理２可知，通用哈希函数可视为

平均情况的强随机性提取器．
２４　非交互式零知识论证

在ＡＳＩＡＣＲＹＰＴ２０１０中，Ｄｏｄｉｓ等人［５４］详细
介绍了ＮＩＺＫ论证的形式化定义和安全模型．为方
便本文方案的构造，我们将对上述内容进行简要
回顾．

令犚是下述语言犔犚上关于二元组（狓，狔）的ＮＰ
关系，其中

犔犚＝｛狔｜狓，狊．狋．（狓，狔）∈犚｝．
关系犚上的ＮＩＺＫ论证包含三个算法Ｓｅｔｕｐ、

Ｐｒｏｖｅ和Ｖｅｒｉｆｙ，具体语法可表述为：
（１）（犆犚犛，狋犽）←Ｓｅｔｕｐ（１κ）．初始化算法Ｓｅｔｕｐ

以系统安全参数κ为输入，输出公共参考串犆犚犛和
相应的陷门密钥狋犽．

（２）π←Ｐｒｏｖｅ犆犚犛（狓，狔）．对满足犚（狓，狔）＝１的
二元组（狓，狔）生成相应的论证π．

（３）１／０←Ｖｅｒｉｆｙ犆犚犛（π，狔）．若π是相对应于狔
的论证，则输出１，否则输出０．

当犆犚犛能从上下文中获知时，为了简便，可将
算法Ｐｒｏｖｅ犆犚犛和Ｖｅｒｉｆｙ犆犚犛中的下标犆犚犛省略，直接
写成Ｐｒｏｖｅ和Ｖｅｒｉｆｙ．

ＮＩＺＫ需满足下述三个安全性质：
（１）正确性．对于任意的（狓，狔）∈犚，可知
π←Ｐｒｏｖｅ（狓，狔）和Ｖｅｒｉｆｙ（π，狔）＝１，

其中（犆犚犛，狋犽）←Ｓｅｔｕｐ（１κ）．
（２）可靠性．对于（犆犚犛，狋犽）←Ｓｅｔｕｐ（１κ）和

（狔，π′）←"

（犆犚犛），有
Ｐｒ［狔犔犚∧Ｖｅｒｉｆｙ（π′，狔）＝１］ｎｅｇｌ（κ）

成立，其中"是一个概率多项式时间（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Ｔｉｍｅ，ＰＰＴ）敌手．换句话讲，对于不属
于语言犔犚上的元素狔，任意敌手"输出有效论据的
概率是可忽略的．

（３）零知识性．存在一个ＰＰＴ模拟器Ｓｉｍ，使得
任意的ＰＰＴ敌手"在下述游戏中获胜的优势是可
忽略的，即有

Ｐｒ［"狑犻狀狊］－１２ｎｅｇｌ（κ）
成立．

①挑战者#输入安全参数κ运行初始化算法
（犆犚犛，狋犽）←Ｓｅｔｕｐ（１κ），并发送系统公开参数（犆犚犛，狋犽）
给敌手"．

②敌手"选择（狓，狔）∈犚，并将其发送给挑战

者#．
③挑战者#首先计算
π１←Ｐｒｏｖｅ（狓，狔）和π０←Ｓｉｍ（狔，狋犽）．

然后发送挑战论证π狏给敌手"

，其中狏←犚｛０，１｝．
④敌手"输出对狏的猜测狏′．若狏′＝狏，则称敌

手"在该游戏中获胜．
在上述游戏中，对于任意的狔∈犔犚，模拟器Ｓｉｍ

可在陷门密钥狋犽的作用下输出一个模拟论证．即使
敌手获知二元组（狓，狔）（其中狓是私有的证据，狔是
公开的状态信息），零知识性依然保证了模拟论证与
算法Ｐｒｏｖｅ生成的真实论证是不可区分的．

在文献［５４］中，Ｄｏｄｉｓ等人还定义了新的密码
原语—真实模拟可提取的ＮＩＺＫ（ｔｒｕ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ＮＩＺＫ，ｔｓＥＮＩＺＫ）论证，除了满足上述
三个安全性质之外，ｔｓＥＮＩＺＫ论证中还存在一个
ＰＰＴ的提取器Ｅｘｔ′（初始化算法会输出相应的提取
陷门犲犽；特别地，此处的提取器与强随机性提取器
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并非同一种，为了方便区分将其
表示为Ｅｘｔ′）能从恶意证明者$

输出的任意论证π
中提取出一个证据狓′，其中$

能够看到之前关于真
实状态的模拟论证．此外，Ｄｏｄｉｓ等人将ｔｓＥＮＩＺＫ
扩展到关于函数犳的可提取性，即Ｅｘｔ′只需输出关
于有效证据狓′的函数值犳（狓′），而不再直接输出证
据狓′本身．

令%

Ｓｉｍ
狋犽（·）表示模拟谕言机，敌手提交二元组

（狓，狔）给模拟谕言机，%Ｓｉｍ
狋犽（·）检测（狓，狔）∈犚是否

成立，若成立，则忽略狓，并输出一个由模拟器Ｓｉｍ
生成的模拟论证Ｓｉｍ（狔，狋犽），否则输出终止符号⊥．

定义４（真实模拟的犳可提取性）．　令犳是确
定的高效可计算的函数，Π＝（Ｓｅｔｕｐ，Ｐｒｏｖｅ，Ｖｅｒｉｆｙ）
是关系犚上的ＮＩＺＫ论证，当下述条件成立时，也
称Π是真实模拟犳可提取的（ｔｒｕ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犳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犳ｔＳＥ）ＮＩＺＫ论证．

（１）初始化算法Ｓｅｔｕｐ除了输出公共参考串
犆犚犛和陷门密钥狋犽之外，还输出一个供提取器
Ｅｘｔ′使用的提取密钥犲犽，即

（犆犚犛，狋犽，犲犽）←Ｓｅｔｕｐ（１κ）．
（２）在下列游戏中，存在一个ＰＰＴ算法Ｅｘｔ′（狔，

π，犲犽）使得任意的ＰＰＴ敌手"获胜的优势是可忽略
的，即有

Ｐｒ［"狑犻狀狊］ｎｅｇｌ（κ）
成立，其中Ｅｘｔ′（狔，π，犲犽）表示在提取密钥犲犽的作用
下从狔的论证π中提取出相应的证据信息．

①密钥生成．挑战者#运行初始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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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犚犛，狋犽，犲犽）←Ｓｅｔｕｐ（１κ），
并将犆犚犛发送给敌手"．

②模拟询问．敌手"

%

Ｓｉｍ
狋犽（·）可适应性地询问模拟

谕言机%

Ｓｉｍ
狋犽（·），即敌手" 以二元组（狓，狔）作为输

入，能够从模拟谕言机%

Ｓｉｍ
狋犽（·）处获得相应的模拟

论证．
③输出．敌手"输出（狔′，π′）．
④提取．挑战者#运行狕′←Ｅｘｔ′（狔′，π′，犲犽）．
条件：①状态信息狔′未在模拟询问中出现，

②Ｖｅｒｉｆｙ（π′，狔′）＝１，③对于满足条件犳（狓′）＝狕′的
狓′，有犚（狓′，狔′）＝０．若上述条件都成立，则称敌手"

在上述游戏中获胜．
犳ｔＳＥＮＩＺＫ论证的真实模拟的犳可提取性表

明关系犚中的二元组（狓，狔）所对应的论证π，提取
操作Ｅｘｔ′（狔，π，犲犽）能以不可忽略的概率从π中提
取出相应的证据狓满足犳（狓）＝Ｅｘｔ′（狔，π，犲犽）．

若敌手"仅有一次访问模拟谕言机%

Ｓｉｍ
狋犽（·）的

机会，则称是一次性模拟可提取的；通过增强敌手"

获胜的条件，可得到强模拟可提取的概念，其中敌手
"输出一个新的状态、论证对而不再是单一的新状
态，更详细地讲，条件①更改为（狔′，π′）是新的，并且
狔′未在模拟询问中出现；并且论证π′与敌手"从模
拟谕言机%

Ｓｉｍ
狋犽（·）获得的论证是不相同的．此外，在

文献［５４］中，Ｄｏｄｉｓ等人指出基于任意ＣＣＡ安全的
加密机制和标准的ＮＩＺＫ论证可以来构造犳ｔＳＥ
ＮＩＺＫ论证．

３　身份基哈希证明系统
虽然Ａｌｗｅｎ等人［２］在ＥＵＲＯＣＲＹＰＴ２０１０中详

细介绍了ＩＢＨＰＳ的形式化定义及安全属性，为了
文章的完整性本节我们将简述上述内容．
３１　形式化定义

一个ＩＢＨＰＳ包含五个ＰＰＴ算法Ｓｅｔｕｐ、ＫｅｙＧｅｎ、
Ｅｎｃａｐ、Ｅｎｃａｐ和Ｄｅｃａｐ．算法的具体描述如下所述：

（１）（犿狆犽，犿狊犽）←Ｓｅｔｕｐ（１κ）．初始化算法Ｓｅｔｕｐ
以系统安全参数κ为输入，输出相应的系统公开参
数犿狆犽和主密钥犿狊犽，其中犿狆犽定义了系统的用户
身份空间& '

，封装密钥空间(和用户私钥空间)

(．此外，犿狆犽是其他算法ＫｅｙＧｅｎ、Ｅｎｃａｐ、Ｅｎｃａｐ
和Ｄｅｃａｐ的隐含输入；为了方便起见，下述算法的输
入列表并未将其列出．

（２）犱犻犱←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对于输入的任意身

份犻犱∈& '

，密钥生成算法ＫｅｙＧｅｎ以主密钥犿狊犽
作为输入输出身份犻犱所对应的私钥犱犻犱．

（３）（犆，犽）←Ｅｎｃａｐ（犻犱）．对于输入的任意身份
犻犱∈& '

，有效密文封装算法Ｅｎｃａｐ输出相应的密
文和封装密钥对（犆，犽）．

（４）犆←Ｅｎｃａｐ（犻犱）．对于输入的任意身份犻犱∈
& '

，无效密文封装算法Ｅｎｃａｐ输出相应的无效封
装密文犆．

（５）犽←Ｄｅｃａｐ（犱犻犱，犆）．对于确定性的解封装算
法，输入身份犻犱所对应的密文犆（或犆）和私钥犱犻犱，
输出相应的解封装密钥犽．
３２　安全性

一个ＩＢＨＰＳ需满足正确性、通用性、平滑性及
有效密文与无效密文的不可区分性等四个安全性质．

（１）正确性
对于任意的身份犻犱∈& '

，有

Ｐｒ犽≠犽′（犆，犽）←Ｅｎｃａｐ（犻犱）
犽′←Ｄｅｃａｐ（犱犻犱，犆［ ］）ｎｅｇｌ（κ）

成立，其中（犿狆犽，犿狊犽）←Ｓｅｔｕｐ（１κ）和犱犻犱←ＫｅｙＧｅｎ
（犿狊犽，犻犱）．

（２）通用性
对于（犿狆犽，犿狊犽）←Ｓｅｔｕｐ（１κ）和任意的身份犻犱∈

& '

，当一个ＩＢＨＰＳ满足下属两个条件时，称该
ＩＢＨＰＳ是δ通用的．

①对于犱犻犱←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有
犎∞（犱犻犱）δ．

②对于身份犻犱对应的任意两个不同的私钥犱１犻犱
和犱２犻犱（犱１犻犱≠犱２犻犱），有
Ｐｒ［Ｄｅｃａｐ（犆，犱１犻犱）＝Ｄｅｃａｐ（犆，犱２犻犱）］ｎｅｇｌ（κ），
其中犆←Ｅｎｃａｐ（犻犱）．

通用性表明ＩＢＨＰＳ的用户私钥具有一定的不
可预测性；并且对于同一身份的不同私钥解封装同
一个无效密文得到相同解封装结果的概率是可忽
略的．

（３）平滑性
对于任意身份犻犱∈& '的私钥犱犻犱（其中犱犻犱←

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若有
ＳＤ（（犆，犽），（犆，珘犽））ｎｅｇｌ（κ）

成立，则称该ＩＢＨＰＳ是平滑的，其中犆←Ｅｎｃａｐ（犻犱）、
犽←Ｄｅｃａｐ（犱犻犱，犆）和珘犽←犚(．

平滑性表明无效封装密文的解封装输出与封装
密钥空间中的任意随机值是不可区分的．换句话讲，
无效密文的解封装输出对任意敌手而言是完全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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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的．
在平滑性的基础上，下面讨论泄露平滑性．令函

数犳：｛０，１｝→｛０，１｝λ是一个高效可计算的泄露函
数，若有关系
ＳＤ（（犆，犳（犱犻犱），犽），（犆，犳（犱犻犱），珘犽））ｎｅｇｌ（κ）
成立，则称相应的ＩＢＨＰＳ具有抗泄露攻击的平滑性．

（４）有效密文与无效密文的不可区分性
有效封装算法Ｅｎｃａｐ生成的密文称为有效密

文，无效封装算法Ｅｎｃａｐ输出的密文称为无效密
文．对于ＩＢＨＰＳ而言，有效密文和无效密文是不可
区分的，即使敌手能够获得任意身份（包括挑战身
份）的私钥．

有效密文和无效密文的不可区分性游戏的参与
者包括挑战者#和敌手"

，上述参与者间的消息交
互如下所述：

①系统初始化．#运行初始化算法（犿狆犽，犿狊犽）←
Ｓｅｔｕｐ（１κ），发送系统公开参数犿狆犽给"

，并秘密保
存主私钥犿狊犽．

②阶段１．"对& '中的用户身份犻犱∈& '进
行适应性的密钥生成询问（包括挑战身份），#通过
运行密钥生成算法犱犻犱←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返回相应
的私钥犱犻犱给"．

③挑战．对于挑战身份犻犱∈& '

，
#首先计算

（犆１，犽）←Ｅｎｃａｐ（犻犱）和犆０←Ｅｎｃａｐ（犻犱），
然后，发送挑战密文犆ω给"

，其中ω←犚｛０，１｝．
④阶段２．与阶段１相类似，"能够适应性的对

任意身份犻犱∈& '进行密钥生成询问（包括挑战身
份），获得#返回的相应应答犱犻犱←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

⑤输出．敌手"输出对ω的猜测ω′．若ω′＝ω，
则称敌手"在该游戏中获胜，并且挑战者#输出１，
意味着#能够区分有效密文与无效密文；否则，挑战
者#输出０．

特别地，上述两个测试阶段，对于同一身份犻犱∈
& '的密钥生成询问，挑战者通过列表记录返回相
同的私钥犱犻犱←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给敌手（可通过
建立应答列表的方式实现）．在具体的构造中，由于
ＫｅｙＧｅｎ是随机性算法，同一身份不同时刻的私钥
是不相同的．

在上述有效密文与无效密文的区分性实验中，
敌手"获胜的优势定义为

犃犱狏ＶＩＩＮＤＩＢＨＰＳ（κ）＝Ｐｒ［"狑犻狀狊］－１２，
其中概率来自挑战者和敌手对随机数的选取．对于
任意的ＰＰＴ敌手"

，有

犃犱狏ＶＩＩＮＤＩＢＨＰＳ（κ）ｎｅｇｌ（κ）
成立．
３３　通用性、平滑性及泄露平滑性之间的关系

下面将回顾通用性、平滑性及泄露平滑性之间
的关系，其中定理２表明当参数满足相应的限制条
件时任意一个通用的ＩＢＨＰＳ是泄露平滑的；定
理３表明基于平均情况的强随机性提取器可将平滑
的ＩＢＨＰＳ转变成泄露平滑的ＩＢＨＰＳ．

定理２．　假设封装密钥空间为(＝｛０，１｝犾犽的
ＩＢＨＰＳ是δ通用的，那么它也是泄露平滑的，其中
泄露参数满足λδ－犾犽－ω（ｌｏｇκ）．

定理２可由剩余哈希引理（引理１）和广义的剩
余哈希引理（引理２）得到．

下面基于强随机性提取器给出由平滑的ＩＢＨＰＳ
构造泄露平滑的ＩＢＨＰＳ的通用转换方式．令Π′＝
（Ｓｅｔｕｐ′，ＫｅｙＧｅｎ′，Ｅｎｃａｐ′，Ｅｎｃａｐ′，Ｄｅｃａｐ′）是封装
密钥空间为(＝｛０，１｝犾犽，身份空间为& '的平滑性
ＩＢＨＰＳ，Ｅｘｔ：｛０，１｝犾犽×｛０，１｝犾狋→｛０，１｝犾犿是平均情
况的（犾犽－λ，ε）强随机性提取器，其中λ是泄露参
数，ε在安全参数κ上是可忽略的．那么，泄露平滑
的ＩＢＨＰＳ的构造Π＝（Ｓｅｔｕｐ，ＫｅｙＧｅｎ，Ｅｎｃａｐ，
Ｅｎｃａｐ，Ｄｅｃａｐ）表述如下：

（１）（犿狆犽，犿狊犽）←Ｓｅｔｕｐ（１κ）
输出（犿狆犽，犿狊犽），其中

（犿狆犽，犿狊犽）←Ｓｅｔｕｐ′（１κ）．
（２）犱犻犱←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
输出犱犻犱，其中

犱犻犱←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
（３）（犆，犽）←Ｅｎｃａｐ（犻犱）
随机选取犛←犚｛０，１｝犾狋，并计算
（犆′，犽′）←Ｅｎｃａｐ′（犻犱）和犽＝Ｅｘｔ（犽′，犛）．
输出（犆，犽），其中犆＝（犆′，犛）．
（４）犆←Ｅｎｃａｐ（犻犱）
随机选取犛←犚｛０，１｝犾狋，并计算

犆′←Ｅｎｃａｐ′（犻犱）．
输出犆＝（犆′，犛）．
（５）犽←Ｄｅｃａｐ（犱犻犱，犆）
计算
犽′←Ｄｅｃａｐ′（犱犻犱，犆′）和犽＝Ｅｘｔ（犽′，犛）．
输出相应的封装密钥犽．
定理３．　假设Π′是封装密钥空间为(＝｛０，１｝犾犽

的平滑性ＩＢＨＰＳ，Ｅｘｔ：｛０，１｝犾犽×｛０，１｝犾狋→｛０，１｝犾犿
是平均情况的（犾犽－λ，ε）强随机性提取器，那么，
当λ犾犽－犾犿－ω（ｌｏｇκ）时，上述通用转换可生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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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封装密钥空间为(＝｛０，１｝犾犿的λ泄露平滑性
ＩＢＨＰＳΠ．

定理３的证明详见附录Ａ．

４　抗泄露的可撤销犐犅犈机制
本节将给出ＲＩＢＥ机制的形式化定义和抗泄露

的安全性模型．
４１　形式化定义

一个ＲＩＢＥ机制包含六个ＰＰＴ算法Ｓｅｔｕｐ、
ＫｅｙＧｅｎ、Ｅｎｃ、Ｄｅｃ、Ｒｅｖｏｋｅ和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各算法
的具体描述如下所述：

（１）（犘犪狉犪犿狊，犿狊犽）←Ｓｅｔｕｐ（１κ）．初始化算法
Ｓｅｔｕｐ以系统安全参数κ为输入，输出相应的系统
公开参数犘犪狉犪犿狊和主密钥犿狊犽，其中犘犪狉犪犿狊定义
了身份空间& '

，私钥空间)(和密文空间* ．同
时，还定义了初始为空的用户身份撤销列表犚犔．此
外，犘犪狉犪犿狊是其他算法ＫｅｙＧｅｎ、Ｅｎｃ、Ｄｅｃ、Ｒｅｖｏｋｅ
和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的隐含输入；同样为了方便，下述算
法的输入列表并未将其列出．

（２）狊犽（犻犱，犜犻）←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犚犔，犜犔）．输入
任意身份犻犱∈& '

，主密钥犿狊犽，身份撤销列表犚犔
和当前时间列表犜犔，密钥生成算法ＫｅｙＧｅｎ首先检
测犻犱是否在身份撤销列表犚犔中，若在则终止并输
出⊥；否则，输出身份犻犱在当前犜犻时刻所对应的私
钥狊犽（犻犱，犜犻）＝（犽犻犱，犽犜犻），其中犽犻犱是私钥狊犽（犻犱，犜犻）的身
份组件，犽犜犻是私钥狊犽（犻犱，犜犻）的时间组件．

（３）（犆犜犻，犜犻）←Ｅｎｃ（犻犱，犕，犜犻）．对于输入的身
份犻犱∈& '

，明文消息犕和时刻犜犻，加密算法Ｅｎｃ
输出身份犻犱在犜犻时刻对消息犕的加密密文犆犜犻．
同时，一起输出犆犜犻相对应的标记时戳犜犻．

（４）犕←Ｄｅｃ（狊犽（犻犱，犜犻），犆犜犻，犜犻）．输入身份犻犱在
犜犻时刻的密文犆犜犻和身份犻犱在犜犻时刻的私钥
狊犽（犻犱，犜犻），解密算法Ｄｅｃ输出相应的明文消息犕．

（５）犚犔′←Ｒｅｖｏｋｅ（犚犔，｛犻犱１，…，犻犱狀｝）．输入现
有的撤销列表犚犔和相应的待撤销的身份集合
｛犻犱１，…，犻犱狀｝，身份撤销算法Ｒｅｖｏｋｅ输出更新后的
撤销列表犚犔′．

（６）犽犜犻＋１←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犚犔，犻犱，犜犻＋１）．输入现
有的撤销列表犚犔，身份犻犱和时间戳犜犻＋１，密钥更
新算法首先检测犻犱是否在身份撤销列表犚犔中，若
在则终止并输出⊥；否则，输出私钥狊犽（犻犱，犜犻）更新后
的时间组件犽犜犻＋１，即将身份犻犱所对应的时间组件更
新到犜犻＋１时刻，将用户私钥更新到狊犽（犻犱，犜犻＋１）＝（犽犻犱，

犽犜犻＋１），实现对用户之前私钥狊犽（犻犱，犜犻）＝（犽犻犱，犽犜犻）的
撤销，其中私钥的身份组件部分犽犻犱保持不变．
４２　安全性

ＲＩＢＥ机制抗泄露攻击的ＣＣＡ安全游戏由模
拟器#和敌手"执行，其中κ是安全参数，λ是泄露
参数．具体的消息交互过程如下所述：

①系统初始化．该阶段通过输入安全参数κ，
#运行Ｓｅｔｕｐ（１κ）获得相应的公开参数犘犪狉犪犿狊和主
密钥犿狊犽；在秘密保存犿狊犽的同时发送犘犪狉犪犿狊给"

；此外，初始化算法还定义了初始为空的身份撤销列
表犚犔，同时设定了系统时刻列表犜犔．

②阶段１（训练）．该阶段"能对密钥生成、解
密、泄露、身份撤销和密钥更新等询问适应性地进行
多项式有界次．

密钥生成询问．对于身份犻犱在犜犻时刻密钥的
生成询问，挑战者#首先检测犻犱是否在撤销列表
犚犔中，若犻犱∈犚犔，那么#终止并输出⊥；否则，#运
行密钥生成算法ＫｅｙＧｅｎ，输出犻犱在犜犻时刻的私钥
狊犽（犻犱，犜犻），并发送给"．

解密询问．对于"提交的关于身份、密文和时刻
三元组（犻犱，犆犜犻，犜犻）的解密询问，#首先检测犻犱是否
在撤销列表犚犔中，若犻犱∈犚犔，那么#终止并输出
⊥；否则，#运行秘密钥生成算法ＫｅｙＧｅｎ，产生身份
犻犱在犜犻时刻所对应的私钥狊犽（犻犱，犜犻），再运行解密算
法Ｄｅｃ，用狊犽（犻犱，犜犻）解密密文犆，并将相应的明文犕
发送给"．

泄露询问．当收到"提交的关于身份犻犱在犜犻
时刻对应私钥狊犽（犻犱，犜犻）的泄露询问，#首先通过运行
ＫｅｙＧｅｎ获得相应的私钥狊犽（犻犱，犜犻），然后运行泄露谕
言机%

λ，κ
狊犽犻犱，犜犻

，（·），产生狊犽（犻犱，犜犻）的泄露信息犳犻
（狊犽（犻犱，犜犻）），并把犳犻（狊犽（犻犱，犜犻））发送给敌手"

，其中犳犻：
｛０，１｝→｛０，１｝λ犻是由敌手提交的高效可计算的泄
露函数；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同一用户私钥
狊犽（犻犱，犜犻）泄露信息的总量不能超过系统设定的泄露界

λ，即有∑
犻

犾＝１
犳犾（狊犽（犻犱，犜犻））λ成立；否则#将输出终止

符号⊥给敌手"．
身份撤销询问．对于敌手"提交的待撤销身份

集合｛犻犱１，…，犻犱狀｝，挑战者#输出更新后的身份撤销
列表犚犔＝犚犔∪｛犻犱１，…，犻犱狀｝．

密钥更新询问．对于身份犻犱在犜犻＋１时刻的密
钥更新询问，挑战者#首先检测犻犱是否在撤销列表
犚犔中，若犻犱∈犚犔，那么#终止并输出⊥；否则，#运
行密钥更新算法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产生身份犻犱在犜犻＋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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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所对应的时间组件犽犜犻＋１，并将其发送给"．
③挑战．敌手"某时刻决定结束阶段１，并输出

挑战元组（犻犱，犜犻，犕０，犕１）（其中犕０，犕１∈* 且
｜犕０｜＝｜犕１｜），但是阶段１中不能对挑战身份犻犱
进行密钥生成询问，同时关于挑战身份犻犱所对应
私钥狊犽犻犱泄露信息的总量不能超过λ．#计算挑战
密文犆（狏，犜犻）＝Ｅｎｃ（犻犱，犜犻，犕狏），其中狏←犚｛０，１｝，并
将犆（狏，犜犻）发送给"．

④阶段２（训练）．敌手在该阶段除不能提交相
应的泄露询问之外，将适应性地重复执行阶段１中
的其他询问，但是相应的询问具有一定的限制条件．

密钥生成询问．对除挑战身份犻犱之外的任何
身份犻犱（犻犱≠犻犱）进行密钥产生询问．挑战者#以阶
段１中的方式进行回应．

解密询问．敌手提交关于（犻犱，犆）的解密询问，
其中（犻犱，犆）≠（犻犱，犆（狏，犜犻））．#将使用与阶段１相类
似的方法返回相应的明文消息．

身份撤销询问和密钥更新询问的应答方式与阶
段１的相应询问相类似，但询问的身份中不能涉及
挑战身份．

⑤猜测．敌手"输出对随机数狏的猜测狏′，如
果狏＝狏′，则敌手"攻击成功．

敌手"在上述游戏中获胜的优势定义为
犃犱狏ＬＲＣＣＡＲＩＢＥ，"（κ，λ）＝Ｐｒ［狏＝狏′］－１２．

其中概率来自于模拟器)和敌手"对随机数的
使用．

定义５（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的ＣＣＡ安全性，
ＬＲＣＣＡ安全性）．若对任意的ＰＰＴ敌手"

，其在
上述游戏中获胜的优势犃犱狏ＬＲＣＣＡＲＩＢＥ，"（κ，λ）是可忽略的，
那么相应的ＲＩＢＥ机制是抗泄露选择密文攻击安
全的．

相类似地，在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的ＣＰＡ安全性
游戏中，敌手能够执行除解密询问之外的其他询问，
且限制条件与ＣＣＡ安全性游戏相一致．

５　犆犘犃安全的抗泄露犚犐犅犈机制
基于ＩＢＨＰＳ，本节将给出ＣＰＡ安全的抗泄露

Ｒ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并基于底层ＩＢＨＰＳ的安
全性，给出我们通用构造的形式化证明过程．
５１　具体构造

令Ｅｘｔ：｛０，１｝犾犽×｛０，１｝犾狏×｛０，１｝犾狋→｛０，１｝犾犿是
平均情况的（犾犽＋犾狏－λ，ε）强随机性提取器，其中λ
是泄露参数，ε在安全参数κ上是可忽略的，｛０，１｝犾狋

是提取器的随机种子空间．令Π１＝（Ｓｅｔｕｐ１，Ｋｅｙ
Ｇｅｎ１，Ｅｎｃａｐ１，Ｅｎｃａｐ１，Ｄｅｃａｐ１）是封装密钥空间为(

１＝｛０，１｝犾犽、身份空间为& '１的平滑性ＩＢＨＰＳ．令
Π２＝（Ｓｅｔｕｐ２，ＫｅｙＧｅｎ２，Ｅｎｃａｐ２，Ｅｎｃａｐ２，Ｄｅｃａｐ２）是封
装密钥空间为(２＝｛０，１｝犾狏、身份空间为& '２的平
滑性ＩＢＨＰＳ．令!

：
& '１×+ →& '２是抗碰撞的单

向哈希函数，其中+ 表示时刻列表ＴＬ中的时刻．
ＣＰＡ安全的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通用构造,′＝

（Ｓｅｔｕｐ′，ＫｅｙＧｅｎ′，Ｅｎｃ′，Ｄｅｃ′，Ｒｅｖｏｋｅ′，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
的具体算法如下所述：

（１）（犘犪狉犪犿狊，犿狊犽）←Ｓｅｔｕｐ′（１κ）
输出犘犪狉犪犿狊＝（犿狆犽１，犿狆犽２）和犿狊犽＝（犿狊犽１，

犿狊犽２），其中
（犿狆犽１，犿狊犽１）←Ｓｅｔｕｐ１（１κ）和
（犿狆犽２，犿狊犽２）←Ｓｅｔｕｐ２（１κ）．

特别地，该算法还定义了初始为空的身份撤销
列表犚犔，并且初始化了时间列表犜犔．

（２）（狊犽（犻犱，犜犻），犜犻）←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犚犔，犜犔）
对于身份犻犱的密钥生成，ＰＫＧ首先检测身份犻犱

是否在撤销列表犚犔中，若犻犱∈犚犔，算法ＫｅｙＧｅｎ输
出⊥；否则ＰＫＧ执行下述操作：

计算
犱１犻犱←ＫｅｙＧｅｎ１（犿狊犽１，犻犱）

从时间列表犜犔中读取当前时戳犜犻，并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和犱２犻犱←ＫｅｙＧｅｎ２（犿狊犽２，犻犱′）．
输出身份犻犱在犜犻时刻的私钥

狊犽（犻犱，犜犻）＝（犽犻犱，犽犜犻）＝（犱１犻犱，犱２犻犱），
其中犽犻犱＝犱１犻犱是私钥狊犽（犻犱，犜犻）的身份组件，犽犜犻＝犱２犻犱是
私钥狊犽（犻犱，犜犻）的时间组件．

（３）（犆犜犻，犜犻）←Ｅｎｃ′（犕，犻犱，犜犻）
对于一个消息犕∈* ＝｛０，１｝犾犿，时间戳犜犻和

身份犻犱∈& '

，加密者进行下述运算：
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
计算

（犮１，犽１）←Ｅｎｃａｐ１（犻犱）和（犮２，犽２）←Ｅｎｃａｐ２（犻犱′）．
随机选取犛←犚｛０，１｝犾狋后计算

犮３←Ｅｘｔ（犽１，犽２，犛）犕．
输出密文犆犜犻＝（犮１，犮２，犮３，犛），即密文犆犜犻是身

份犻犱在犜犻时刻对消息犕的加密密文．
（４）犕←Ｄｅｃ′（犆犜犻，狊犽（犻犱，犜犻））
对于身份犻犱在犜犻时刻的秘钥狊犽（犻犱，犜犻）＝（犱１犻犱，犱２犻犱）

和加密密文犆犜犻＝（犮１，犮２，犮３，犛），解密者进行下述
运算：

３４５１８期 周彦伟等：抵抗泄露攻击的可撤销ＩＢ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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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犽１＝Ｅｎｃａｐ１（犮１，犱１犻犱）和犽２＝Ｅｎｃａｐ２（犮２，犱２犻犱）．
计算

犕＝Ｅｘｔ（犽１，犽２，犛）犮３．
输出密文犆＝（犮１，犮２，犮３，犛）所对应的明文消息犕．
（５）犚犔′←Ｒｅｖｏｋｅ′（犚犔，｛犻犱１，…，犻犱狀｝）
若集合｛犻犱１，…，犻犱狀｝中的身份将被撤销，那么

ＰＫＧ通过下述操作对身份撤销列表进行更新．
犚犔′＝犚犔∪｛犻犱１，…，犻犱狀｝．

（６）犽犜犻＋１←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犚犔，犻犱，犜犻＋１，犿狊犽）
当收到身份犻犱∈& '在时间戳犜犻＋１时刻的密

钥更新询问时，ＰＫＧ首先检测身份犻犱是否在撤销
列表犚犔中，若存在则ＰＫＧ输出⊥，并终止；否则
ＰＫＧ进行下列运算：

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１）和犱２犻犱←ＫｅｙＧｅｎ２（犿狊犽２，犻犱′）．
输出犽犜犻＋１＝犱２犻犱．那么身份犻犱所对应的密钥由

犜犻时刻的狊犽（犻犱，犜犻）＝（犽犻犱，犽犜犻）更新为犜犻＋１时刻的
狊犽（犻犱，犜犻＋１）＝（犽犻犱，犽犜犻＋１），随着时间戳犜犻的递增，用户
之前的私钥狊犽（犻犱，犜犻）相继被撤销．
５２　安全性证明

上述通用构造的正确性可由底层ＩＢＨＰＳ的正
确性获得，下面将给出上述通用构造安全性的形式
化证明过程．

定理４．　假设Π１和Π２是两个平滑性ＩＢＨＰＳ，
Ｅｘｔ：｛０，１｝犾犽×｛０，１｝犾狏×｛０，１｝犾狋→｛０，１｝犾犿是平均情
况的（犾犽＋犾狏－λ，ε）强随机性提取器．那么，对于任
意的泄露参数λ犾犽＋犾狏－犾犿－ω（ｌｏｇκ），上述构造
,′是ＣＰＡ安全的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

定理４的证明详见附录Ｂ．
５３　改进的构造

抗有界泄露攻击的密码机制要求相应机制的运
行过程中敌手仅能获得有界的泄露信息；然而，在密
码机制的实际应用中，敌手往往能够通过各种物理
攻击（如边信道攻击、冷启动攻击等）进行持续的泄
露攻击，使得传统抗有界泄露攻击的密码机制不具
备其所声称的安全性，那么研究密码机制的抵抗连
续泄露攻击的能力可以增强传统密码机制的实
用性．

在ＦＯＣＳ２０１０中，Ｄｏｄｉｓ等人［９］指出当一个密
码原语在满足下属两个条件时，该机制具有抵抗连
续泄露攻击的能力：（１）在保证公开参数和性能不
变的前提下，密钥能够进行周期性更新，并且外界无

法识别该更新；（２）在连续泄露攻击中，只要相应密
码机制在两次密钥更新间隔内当前私钥的泄露总
量未超过系统设定的安全参数，则相应的机制依然
保持其所声称的安全性．此外，Ｚｈｏｕ等人［２６］提出了
一个新的密码学原语，称为ＵＩＢＨＰＳ；该原语在
ＩＢＨＰＳ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密钥更新算
法，在保持公开参数不变的前提下，对用户密钥进行
周期性更新，基于新的随机数产生与原始密钥不可
区分的新密钥（特别地，ＵＩＢＨＰＳ基于ＩＢＨＰＳ
设计，本文不再赘述它的形式化定义和安全属性，详
见文献［２６］）．

特别地，定理３表明可用泄露平滑的ＩＢＨＰＳ
来直接构造抗泄露的身份基密码机制；由于泄露平
滑的ＩＢＨＰＳ输出的封装密钥具有抗泄露攻击的能
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再使用随机性提取器．

综上所述，为增强ＲＩＢＥ机制的实用性，我们能
够直接使用具有泄露平滑性质的ＵＩＢＨＰＳ构造
ＣＰＡ安全的抵抗连续泄露攻击的ＲＩＢＥ机制的通
用构造,″＝（Ｓｅｔｕｐ″，ＫｅｙＧｅｎ″，Ｅｎｃ″，Ｄｅｃ″，Ｕｐｄａｔｅ″，
Ｒｅｖｏｋｅ″，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具体描述如下：

令Π１＝（Ｓｅｔｕｐ１，ＫｅｙＧｅｎ１，Ｅｎｃａｐ１，Ｅｎｃａｐ１，
Ｄｅｃａｐ１，Ｕｐｄａｔｅ１）是封装密钥空间为(＝｛０，１｝犾犿的
犾犽泄露平滑性ＵＩＢＨＰＳ．令Π２＝（Ｓｅｔｕｐ２，ＫｅｙＧｅｎ２，
Ｅｎｃａｐ２，Ｅｎｃａｐ２，Ｄｅｃａｐ２，Ｕｐｄａｔｅ２）是封装密钥空间
为(＝｛０，１｝犾犿的犾狏泄露平滑性ＵＩＢＨＰＳ．令!

：
& '１×+ →& '２是抗碰撞的单向哈希函数，其中+

表示时刻列表犜犔中的时刻．
（１）（犘犪狉犪犿狊，犿狊犽）←Ｓｅｔｕｐ″（１κ）
输出犘犪狉犪犿狊＝（犿狆犽１，犿狆犽２）和犿狊犽＝（犿狊犽１，

犿狊犽２），其中
（犿狆犽１，犿狊犽１）←Ｓｅｔｕｐ１（１κ）和
（犿狆犽２，犿狊犽２）←Ｓｅｔｕｐ２（１κ）．

此外，初始化算法还定义了初始为空的身份撤
销列表犚犔，并且初始化了时间列表犜犔．

（２）（狊犽（犻犱，犜犻），犜犻）←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犚犔，犜犔）
对于身份犻犱的密钥生成，ＰＫＧ首先检测身份犻犱

是否在撤销列表犚犔中，若犻犱∈犚犔，算法ＫｅｙＧｅｎ输
出⊥；否则ＰＫＧ执行下述操作：

计算
犱１犻犱←ＫｅｙＧｅｎ１（犿狊犽１，犻犱）

从时间列表犜犔中读取当前时戳犜犻，并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和犱２犻犱←ＫｅｙＧｅｎ２（犿狊犽２，犻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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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身份犻犱在犜犻时刻所对应的私钥狊犽（犻犱，犜犻）＝
（犽犻犱，犽犜犻）＝（犱１犻犱，犱２犻犱），其中犽犻犱＝犱１犻犱是私钥狊犽（犻犱，犜犻）
的身份组件，犽犜犻＝犱２犻犱是私钥狊犽（犻犱，犜犻）的时间组件．

（３）狊犽′犻犱←Ｕｐｄａｔｅ″（狊犽犻犱，犻犱，犜犻）
对犜犻时刻身份犻犱的密钥进行更新狊犽犻犱＝（犽犻犱，

犽犜犻），ＰＫＧ首先检测身份犻犱是否在撤销列表犚犔
中，若犻犱∈犚犔，输出⊥；否则ＰＫＧ执行下述操作：

计算
犱′１犻犱←Ｕｐｄａｔｅ１（犽犻犱，犻犱）

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和犱′２犻犱←Ｕｐｄａｔｅ２（犽犜犻，犻犱′）．
输出狊犽′（犻犱，犜犻）＝（犽′犻犱，犽′犜犻）＝（犱′１犻犱，犱′２犻犱）．
特别地，用户私钥的更新操作并非是私钥的撤

销操作，因为犜犻时刻的私钥狊犽（犻犱，犜犻）更新后的输出依
然是犜犻时刻的有效用户私钥狊犽′（犻犱，犜犻），即更新操作生
成了某一时刻用户的新私钥，使得该时刻之前私钥
的泄露信息对新的私钥不起作用．然而，用户私钥的
撤销更新则是将当前犜犻时刻的私钥撤销狊犽（犻犱，犜犻），由
下一犜犻＋１时刻的有效私钥狊犽（犻犱，犜犻＋１）替换．

（４）（犆犜犻，犜犻）←Ｅｎｃ″（犕，犻犱，犜犻）
对于一个消息犕∈* ＝｛０，１｝犾犿，时间戳犜犻和

身份犻犱∈& '

，加密者进行下述运算：
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
计算

（犮１，犽１）←Ｅｎｃａｐ１（犻犱）和（犮２，犽２）←Ｅｎｃａｐ２（犻犱′）．
计算

犮３←犽１犽２犕．
输出身份犻犱在时刻犜犻对明文消息犕的加密密

文犆犜犻＝（犮１，犮２，犮３）．
（５）犕←Ｄｅｃ″（犆，狊犽犻犱，犜犻）
对于相对于身份犻犱和时间戳犜犻的私钥狊犽（犻犱，犜犻）＝

（犱１犻犱，犱２犻犱）和密文犆犜犻＝（犮１，犮２，犮３），解密者进行下述
运算：

计算
犽１＝Ｅｎｃａｐ１（犮１，犱１犻犱）和犽２＝Ｅｎｃａｐ２（犮２，犱２犻犱）．
计算

犕＝犽１犽２犮３．
输出密文犆＝（犮１，犮２，犮３）所对应的明文消息犕．
运行密钥更新算法狊犽′犻犱←Ｕｐｄａｔｅ″（狊犽犻犱，犻犱，犜犻）

生成新的用户私钥狊犽′犻犱参与下一轮的计算（即下一
轮的解密运算将使用狊犽′犻犱），使得之前关于狊犽犻犱的泄

露信息对新的私钥狊犽′犻犱是无任何意义的，即敌手获
得的泄露信息将重新开始计数．

（６）犚犔′←Ｒｅｖｏｋｅ″（犚犔，｛犻犱１，…，犻犱狀｝）
若集合｛犻犱１，…，犻犱狀｝中的身份将被撤销，那么

ＰＫＧ通过下述操作对身份撤销列表进行更新．
犚犔′＝犚犔∪｛犻犱１，…，犻犱狀｝．

（７）犽犜犻＋１←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犚犔，犻犱，犜犻＋１，犿狊犽）
当收到身份犻犱∈& ' 在时间戳犜犻＋１时的密钥

更新询问时，ＰＫＧ首先检测身份犻犱是否在撤销列
表犚犔中，若存在则ＰＫＧ输出⊥，并终止；否则
ＰＫＧ进行下列运算：

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１）和犱２犻犱←ＫｅｙＧｅｎ２（犿狊犽２，犻犱′）．
输出犽犜犻＋１＝犱２犻犱．
定理５．　假设Π１和Π２分别是两个犾犽和犾狏泄露

平滑的ＵＩＢＨＰＳ．那么，对于任意的轮泄露参数
λ犾犽＋犾狏－ω（ｌｏｇκ），上述构造,″是ＣＰＡ安全的抵
抗连续泄露攻击的Ｒ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

定理５的证明与定理４的证明相类似，本文不
再赘述．由Ｄｏｄｉｓ等人［９］的结论可知连续泄露攻击
的最大优势是可将连续泄露攻击的问题转化为单轮
的有界泄露容忍性问题，因此定理５可在证明有界
泄露容忍的前提下，基于附加的密钥更新算法获得
机制的抗连续泄露性．特别地，抗连续泄露的ＲＩＢＥ
机制中，通过附加的密钥更新算法将整个ＲＩＢＥ机
制分成了不同的周期，每个周期结束时通过运行密
钥更新算法生成新的用户密钥，使得该周期内产生
的泄露信息对新密钥是无意义的．

６　犆犆犃安全的抗泄露犚犐犅犈机制
对于一个加密机制而言，ＣＣＡ安全性是一个非

常实用且重要的安全属性．因此，本节将基于ＣＰＡ
安全的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给出ＣＣＡ安全的抗泄露
Ｒ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

为方便机制的设计，对ＣＰＡ安全的抗泄露
ＲＩＢＥ机制的加密算法进行简单的修改，即加密算
法所使用的随机数来自于算法输入，则相应的加密
算法可表示为

犆←Ｅｎｃ（犕，犻犱，犜犻，狉），
其中狉表示加密算法运算过程中所使用的随机数．
６１　具体构造

令,′＝（Ｓｅｔｕｐ′，ＫｅｙＧｅｎ′，Ｅｎｃ′，Ｄｅｃ′，Ｒｅｖｏ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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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是一个ＣＰＡ安全的抗泄露ＲＩＢＥ机
制，Π′ｎｉｚｋ＝（Ｓｅｔｕｐ，Ｐｒｏｖｅ，Ｖｅｒｉｆｙ）是关系犚ｅｎｃ上的强
一次性犳ｔＳＥＮＩＺＫ论证，其中
犚ｅｎｃ＝｛（犕，狉），（犻犱，犜犻，犆′）｜犆′＝Ｅｎｃ′（犕，犻犱，犜犻，狉）｝．

此外，在提取操作中，犳ｔＳＥＮＩＺＫ论证中的提
取器Ｅｘｔ′只需要输出消息犕，无需输出加密所需的
随机数狉，即犳（犕，狉）＝犕．

ＣＣＡ安全的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通用构造,＝
（Ｓｅｔｕｐ，ＫｅｙＧｅｎ，Ｅｎｃ，Ｄｅｃ，Ｒｅｖｏｋｅ，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
的具体算法表述如下：

（１）（犘犪狉犪犿狊，犿狊犽）←Ｓｅｔｕｐ（１κ）
输出犘犪狉犪犿狊＝（犘犪狉犪犿狊′，犆犚犛）和犿狊犽＝犿狊犽′，

其中
（犘犪狉犪犿狊′，犿狊犽′）←Ｓｅｔｕｐ′（１κ）和
（犆犚犛，狋犽，犲犽）←Ｓｅｔｕｐ（１κ）．

（２）狊犽犻犱←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犜犻）
输出狊犽（犻犱，犜犻）＝狊犽′（犻犱，犜犻），其中
狊犽′（犻犱，犜犻）←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犜犻）．

（３）犆犜犻←Ｅｎｃ（犕，犻犱，犜犻）
从相应的空间中选取一个随机数狉，并计算

犆′←Ｅｎｃ′（犕，犻犱，犜犻，狉）．
生成犆′所对应的ＮＩＺＫ论证π，即
π←Ｐｒｏｖｅ（（犕，狉），（犆′，犻犱，犜犻））．

输出密文犆犜犻＝（犆′，π）．
（４）犕／⊥←Ｄｅｃ（犆犜犻，狊犽（犻犱，犜犻），犜犻）
接收者首先验证

Ｖｅｒｉｆｙ（π，（犆′，犻犱，犜犻））＝１
是否成立，若成立则输出犕←Ｄｅｃ′（犆′，狊犽（犻犱，犜犻））；否
则输出⊥．

（５）犚犔′←Ｒｅｖｏｋｅ（犚犔，｛犻犱１，…，犻犱狀｝）
若集合｛犻犱１，…，犻犱狀｝中的身份将被撤销，那么

ＰＫＧ通过下述操作对身份撤销列表进行更新．
犚犔′←Ｒｅｖｏｋｅ′（犚犔，｛犻犱１，…，犻犱狀｝）．

（６）犽犜犻＋１←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犚犔，犻犱，犜犻＋１，犿狊犽）
当收到身份犻犱∈& ' 在犜犻＋１时刻的密钥更新

询问时，ＰＫＧ首先检测身份犻犱是否在撤销列表犚犔
中，若存在则ＰＫＧ输出⊥，并终止；否则ＰＫＧ计算：

犽犜犻＋１←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犚犔，犻犱，犜犻＋１，犿狊犽）．
输出身份犻犱在犜犻＋１时刻私钥狊犽（犻犱，犜犻＋１）的时间

组件犽犜犻＋１．
６２　安全性证明

上述通用构造的正确性可由底层ＣＰＡ安全的
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和犳ｔＳＥＮＩＺＫ论证的正确性获

得．本节将对上述构造,抗泄露攻击的ＣＣＡ安全
性进行形式化证明．

定理６．　假设,′是一个ＣＰＡ安全的抗泄露
ＲＩＢＥ机制，Π′ｎｉｚｋ是相应关系上的强一次性犳ｔＳＥ
ＮＩＺＫ论证．那么，上述构造,是ＣＣＡ安全的抗泄
露Ｒ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

定理６的证明详见附录Ｃ．
６３　性能扩展

类似地，借鉴上述ＣＣＡ安全的抗泄露ＲＩＢＥ机
制的设计思路，将底层ＩＢＨＰＳ更换为ＵＩＢＨＰＳ
即可得到ＣＣＡ安全的抵抗连续泄露攻击的ＲＩＢＥ
机制的通用构造．

此外，为了方便读者了解构造ＣＣＡ安全的抗
泄露ＲＩＢＥ机制时ＮＩＺＫ和ＯＴＬＦ的区别与联系，
本文在附录Ｄ中给出了基于ＯＴＬＦ设计ＣＣＡ安
全的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的具体构造，由于ＯＴＬＦ在
抗泄露ＩＢＥ机制的构造中已有相应的使用，因此本
文仅给出了具体的构造，省略了证明过程．

７　实例化
本文以犳ｔＳＥＮＩＺＫ论证、ＩＢＨＰＳ和ＵＩＢＨＰＳ

作为底层基础工作设计了ＣＰＡ／ＣＣＡ安全的抗（连
续）泄露攻击的Ｒ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由于本文抗
泄露ＲＩＢＥ机制的通用构造具有模块化的结构，并
且各模块已有相应的具体实例相继被提出，因此，基
于上述各底层工具的具体构造即可设计出本文抗泄
露ＲＩＢＥ机制的具体实例．由于底层基础工具的实
例化问题并非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我们在本文不
再设计底层工具的具体实例．

换句话讲，本文的通用构造的基础模块是：
犳ｔＳＥＮＩＺＫ论证、ＩＢＨＰＳ和ＵＩＢＨＰＳ，然而上
述基础模块的具体实例已被多位研究者相继提出，
其中Ｄｏｄｉｓ等人在文献［５４］中指出能够基于任意
ＣＣＡ安全的加密机制和标准的ＮＩＺＫ论证来构造
犳ｔＳＥＮＩＺＫ论证；Ｃｈｏｗ等人［１９］和Ｃｈｅｎ等人［２０２１］

给出了多个ＩＢＨＰＳ的构造，甚至是匿名的ＩＢＨＰＳ；
Ｚｈｏｕ等人［２２，５５５６］给出了ＵＩＢＨＰＳ的具体实例．
然而，为保持文章的完整性，在Ｃｈｏｗ等人［１９］实例
的基础上，我们将在附录Ｅ中给出一个泄露平滑的
ＩＢＨＰＳ的具体实例，方便读者了解ＩＢＨＰＳ的具
体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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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应用探索
本节将以数据授权机制为例，简述抗（连续）泄

露ＲＩＢＥ机制在现实环境中的应用情况．

令,＝Ｓｅｔｕｐ，ＫｅｙＧｅｎ，Ｅｎｃ，Ｄｅｃ，Ｒｅｖｏｋｅ，Ｋｅｙ
Ｕｐｄａｔｅ）是抗泄露的ＲＩＢＥ机制．如图２所示，数据
拥有者-０将自己的数据授权给云计算环境中集合
｛
-１，-２，…，-狀｝中的用户使用，具体可撤销的抗泄
露数据授权机制的工作流程如下所述：

图２可撤销的抗泄露数据授权机制
（１）系统建立．系统中心ＰＫＧ运行初始化算法

建立系统公开参数，即
（犘犪狉犪犿狊，犿狊犽）←Ｓｅｔｕｐ（１κ）．

秘密保存主密钥犿狊犽的同时，对外公布犘犪狉犪犿狊
和当前系统时刻犜犼．此外，为系统中的用户犻犱犻生成
犜犼时刻的私钥狊犽（犻犱犻，犜犼），即

狊犽（犻犱犻，犜犼）←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犻，犜犼）．
（２）数据共享．数据拥有者-０使用相应用户

-犻（１犻狀）的身份信息犻犱犻和系统中心ＰＫＧ公布
的当前时刻犜犼对相应的共享数据犿犻进行加密，然
后将加密后的数据犆犻犜犼存储到相应的云数据库中，
其中

犆犻犜犼＝Ｅｎｃ（犻犱犻，犜犼，犿犻）．
特别地，当狀＝１时，数据拥有者仅对一个用户

进行授权；否则，是对多个用户进行授权．
（３）数据使用．数据用户-犻（１犻狀）从云数据

库中下载相应的加密数据犆犻犜犼，使用自己在犜犼时刻
的私钥狊犽（犻犱犻，犜犼）解密犆犻犜犼即可获得相应的明文数据
犿犻，其中

犿犻＝Ｄｅｃ（狊犽（犻犱犻，犜犼），犆犻犜犼，犜犼）．
（４）用户撤销．当系统中出现身份需撤销的用

户时，ＰＫＧ执行用户撤销操作，对用户撤销列表犚犔
进行更新，将撤销用户的身份信息｛犻犱１，…，犻犱犿｝添
加到犚犔中，输出更新后的撤销列表犚犔′，即ＰＫＧ

执行
犚犔′←Ｒｅｖｏｋｅ（犚犔，｛犻犱１，…，犻犱犿｝）．

撤销列表犚犔更新后，ＰＫＧ将当前的系统时刻
调整为犜犼＋１，并为系统中未撤销的用户犻犱狋分发私
钥的时间组件犽犜犼＋１，即

犽犜犻＋１←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犚犔，犻犱狋，犜犻＋１，犿狊犽）．
用户犻犱狋设置新的私钥为狊犽（犻犱犻，犜犼＋１）＝（犽犻犱狋，犽犜犻＋１）．

因此，被撤销用户犻犱η的原始私钥狊犽（犻犱η，犜犼）将失效，
其无法完成对后续加密数据的解密，即使数据拥有
者-０在未知情的前提下为其进行了授权，输出了加
密数据犆η犜犼＋１，但是用户犻犱η依然无法解密犆η犜犼＋１．由
于底层的ＲＩＢＥ机制具有抗泄露的性质，因此上述
授权数据访问机制能够抵抗泄露攻击．

此外，也可考虑为每个用户设置时刻信息，对撤
销用户的时刻进行更替，使得过去时刻的私钥失效，
而对于非撤销用户的时刻信息可不用进行更新，这
样ＰＫＧ就无需对非撤销用户的时间组件进行更
新，一定程度上能降低ＰＫＧ的执行复杂度．为防止
敌手获得私钥的过多泄露信息，ＰＫＧ可周期性的对
系统当前未撤销用户的时刻信息进行更替，并为他
们生成新的时间组件，这样即可用新的私钥替换原
始的旧私钥，使得之前私钥的泄露对当前私钥不起
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抵抗连续泄露攻击
的效果．

７４５１８期 周彦伟等：抵抗泄露攻击的可撤销ＩＢＥ机制

《
 计

 算
 机

 学
 报

 》



９　结束语
可撤销ＩＢＥ机制作为一种较为理想的数据加

密机制，其安全性和实用性对其实际应用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本文针对传统ＲＩＢＥ机制无法抵抗泄
露攻击的不足，基于现有的ＩＢＨＰＳ和ＵＩＢＨＰＳ
分别设计了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和抗连续泄露ＲＩＢＥ
机制的通用构造，并基于底层技术的安全性对本文
通用构造相应的ＣＰＡ安全性进行了形式证明．为进
一步增强上述通用构造的安全性，在现有构造的
基础上引入ＮＩＺＫ论证实现密文元素间的防扩展
性，设计了ＣＣＡ安全的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并基于
ＩＢＨＰＳ和ＮＩＺＫ论证的安全性对所提出构造的安
全性进行了形式化证明．分析表明我们的构造具有
抵抗秘密信息泄露的能力，在信息可泄露的环境中
依然保持其所声称的安全性．此外，本文通用构造中
所使用的基础工作，目前已有多位研究者提出了多
个具体构造，因此本文的通用构造是可实例化的，具
有较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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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定理３的证明．
证明．　机制Π的正确性、平滑性、通用性及有效密文

与无效密文的不可区分性均可由底层的ＩＢＨＰＳΠ′获得．下
面将详细证明泄露平滑性．

令函数犳：｛０，１｝→｛０，１｝λ是输出长度为λ的任意泄露
函数．此外，定义一个函数犳′（犆，犽），它通过输入私钥犱犻犱运
行解封装算法Ｄｅｃａｐ从密文中输出相应的封装秘钥犽，同时
输出私钥的泄露信息犳（犱犻犱），也就是说

犳′（犆，犽）≡｛输出犽＝Ｅｎｃａｐ（犱犻犱，犆）和犳（犱犻犱）｝．
对于任意确定的（犿狆犽，犿狊犽）←Ｓｅｔｕｐ（１κ）和身份犻犱，我

们有
（犆，犳（犱犻犱），犽）≡（犆，犳（犱犻犱），犽＝Ｅｘｔ（犽′，犛））

≡（犆，犳′（犆，犽′），犽＝Ｅｘｔ（犽′，犛））
≈（犆，犳′（犆，犝犽），犽＝Ｅｘｔ（犝犽，犛））
≈（犆，犳′（犆，犝犽），珘犽）
≈（犆，犳′（犆，犽′），珘犽）

≡（犆，犳（犱犻犱），珘犽），
其中犱犻犱＝ＫｅｙＧｅｎ（犻犱，犿狊犽），犆＝Ｅｎｃａｐ（犻犱），犽′＝Ｄｅｃａｐ（犆，
犱犻犱），犝犽←｛０，１｝犾犿和珘犽←犚｛０，１｝犾狏．此外，犛是强随机性提取
器的种子．

第一和第三个约等号成立是基于底层ＩＢＨＰＳ的平滑
性；强随机性提取器的安全性保证了第二个约等号成立．因
此，可得到

ＳＤ（（犆，犳（犱犻犱），犽），（犆，犳（犱犻犱），珘犽））ｎｅｇｌ（κ）．
由于底层的Ｅｘｔ：｛０，１｝犾犽×｛０，１｝犾狋→｛０，１｝犾犿是一个平

均情况的（犾犽－λ，ε）强随机性提取器，那么，可知关系
λ犾犽－犾犿－ω（ｌｏｇκ）

成立．
综上所述，任意平滑的ＩＢＨＰＳ，可借助强随机性提取

器转化为泄露平滑的ＩＢＨＰＳ． 证毕．

附录犅．　定理４的证明．
证明．　本文通用构造,′的安全性，将通过一系列游戏

论证来证明．
犌犪犿犲０．这个游戏是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原始的ＣＰＡ安

全性游戏．该游戏中，挑战身份犻犱在犜犻时刻所对应的挑战
密文犆（狏，犜犻）＝（犮′１，犮′２，犮′３，犛）通过下述计算生成：

①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
②计算
（犮′１，犽１）←Ｅｎｃａｐ１（犻犱）和（犮′２，犽２）←Ｅｎｃａｐ２（犻犱）．
③随机选取犛←犚｛０，１｝犾狋和狏←犚｛０，１｝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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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３←Ｅｘｔ（犽１，犽２，犛）犕狏．
由ＲＩＢＥ机制原始抗泄露的ＣＰＡ安全性游戏的定义

可知：
ＡｄｖＬＲＣＰＡＲＩＢＥ，"（κ，λ）＝Ｐｒ［"狑犻狀狊ｉｎＧａｍｅ０］－１２．
犌犪犿犲１．该游戏与Ｇａｍｅ０相类似，修改挑战密文的生

成过程．在Ｇａｍｅ１中，使用挑战身份犻犱在犜犻时刻的私钥
狊犽（犻犱，犜犻）＝（犱１犻犱，犱２犻犱）去生成挑战密文，即挑战密文犆（狏，犜犻）＝
（犮′１，犮′２，犮′３，犛）通过下述计算生成：

①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
②计算
（犮′１，犽１）←Ｅｎｃａｐ１（犻犱）和（犮′２，犽２）←Ｅｎｃａｐ２（犻犱）．
③计算

犽′１←Ｄｅｃａｐ１（犮′１，犱１犻犱）．
④随机选取犛←犚｛０，１｝犾狋和狏←犚｛０，１｝后计算

犮′３←Ｅｘｔ（犽′１，犽２，犛）犕狏．
由底层ＩＢＨＰＳΠ１的解封装操作的正确性可知犽１＝犽′１，

那么Ｇａｍｅ０和Ｇａｍｅ１是不可区分的．
犌犪犿犲２．该游戏与Ｇａｍｅ１相类似，修改挑战密文的生

成过程．该游戏中，挑战密文犆（狏，犜犻）＝（犮′１，犮′２，犮′３，犛）通过下述
计算生成：

①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
②计算
（犮′１，犽１）←Ｅｎｃａｐ１（犻犱）和（犮′２，犽２）←Ｅｎｃａｐ２（犻犱）．
③计算
犽′１←Ｄｅｃａｐ１（犮′１，犱１犻犱）和犽′２←Ｄｅｃａｐ２（犮′２，犱２犻犱）．
④随机选取犛←犚｛０，１｝犾狋和狏←犚｛０，１｝后计算

犮′３←Ｅｘｔ（犽′１，犽′２，犛）犕狏．
由底层ＩＢＨＰＳΠ２的解封装操作的正确性可知犽２＝犽′２，

那么Ｇａｍｅ１和Ｇａｍｅ２是不可区分的．
犌犪犿犲３．该游戏与Ｇａｍｅ２相类似，修改挑战密文的生

成过程．在Ｇａｍｅ３中，使用无效密文去生成挑战密文，即挑
战密文犆（狏，犜犻）＝（犮′１，犮′２，犮′３，犛）通过下述计算生成：

①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
②计算
犮′１←Ｅｎｃａｐ１（犻犱）和（犮′２，犽２）←Ｅｎｃａｐ２（犻犱）．

③计算
犽′１←Ｄｅｃａｐ１（犮′１，犱１犻犱）和犽′２←Ｄｅｃａｐ２（犮′２，犱２犻犱）．
④随机选取犛←０犚｛０，１｝犾狋和狏←犚｛０，１｝后计算

犮′３←Ｅｘｔ（犽′１，犽′２，犛）犕狏．
　　由底层ＩＢＨＰＳΠ１的有效密文与无效密文的不可区分

性可知Ｇａｍｅ２和Ｇａｍｅ３是不可区分的．
犌犪犿犲４．该游戏与Ｇａｍｅ３相类似，修改挑战密文的生

成过程，即挑战密文犆（狏，犜犻）＝（犮′１，犮′２，犮′３，犛）通过下述计算
生成：

①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
②计算

犮′１←Ｅｎｃａｐ１（犻犱）和犮′２←Ｅｎｃａｐ２（犻犱）．
③计算
犽′１←Ｄｅｃａｐ１（犮′１，犱１犻犱）和犽′２←Ｄｅｃａｐ２（犮′２，犱２犻犱）．
④随机选取犛←犚｛０，１｝犾狋和狏←犚｛０，１｝后计算

犮′３←Ｅｘｔ（犽′１，犽′２，犛）犕狏．
由底层ＩＢＨＰＳΠ２的有效密文与无效密文的不可区分

性可知Ｇａｍｅ３和Ｇａｍｅ４是不可区分的．
犌犪犿犲５．该游戏与Ｇａｍｅ４相类似，修改挑战密文的生

成过程．在Ｇａｍｅ５中，使用随机数去生成挑战密文，即挑战
密文犆（狏，犜犻）＝（犮′１，犮′２，犮′３，犛）通过下述计算生成：

①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
②计算

犮′２←Ｅｎｃａｐ２（犻犱）．
③计算

犽′１←｛０，１｝犾犽和犽′２←Ｄｅｃａｐ２（犮′２，犱２犻犱）．
④随机选取犛←犚｛０，１｝犾狋和狏←犚｛０，１｝后计算

犮′３←Ｅｘｔ（犽′１，犽′２，犛）犕狏．
由底层ＩＢＨＰＳΠ１的平滑性可知Ｇａｍｅ４和Ｇａｍｅ５是

不可区分的．
犌犪犿犲６．该游戏与Ｇａｍｅ５相类似，修改挑战密文的生

成过程，即挑战密文犆（狏，犜犻）＝（犮′１，犮′２，犮′３，犛）通过下述计算
生成：

①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
②计算

犽′１←｛０，１｝犾犽和犽′２←｛０，１｝犾狏．
③随机选取犛←犚｛０，１｝犾狋和狏←犚｛０，１｝后计算

犮′３←Ｅｘｔ（犽′１，犽′２，犛）犕狏．
由底层ＩＢＨＰＳΠ２的平滑性可知Ｇａｍｅ６和Ｇａｍｅ５是

不可区分的．
综上所述，对于任意的敌手而言，Ｇａｍｅ０和Ｇａｍｅ６是

不可区分的．特别地，在Ｇａｍｅ６中挑战密文完全由随机数
生成，使得挑战密文中不包含随机数狏的任何信息，则任意
敌手在Ｇａｍｅ６中获胜的优势趋是可忽略的．因此，任意敌
手在Ｇａｍｅ０中获胜的优势趋是可忽略的，即有

犃犱狏ＬＲＣＰＡＲＩＢＥ，"（κ，λ）ｎｅｇｌ（κ）． 证毕．

附录犆．　定理５的证明．
证明．　底层机制,′的正确保证了通用构造,的正确

性．安全性将通过一系列游戏来证明．
犌犪犿犲０．该游戏是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原始的ＣＣＡ安全

性游戏．

１５５１８期 周彦伟等：抵抗泄露攻击的可撤销ＩＢ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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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初始化．挑战者#输入安全参数κ运行初始化算法
（犘犪狉犪犿狊，犿狊犽）←Ｓｅｔｕｐ（１κ），发送系统公开参数犘犪狉犪犿狊给
敌手"

，并秘密保存主私钥犿狊犽．
（２）阶段１．敌手"能够适应性的对身份空间& ' 中的

任意身份犻犱∈& ' 进行下述询问：
①密钥生成询问．收到身份犻犱在犜犻时刻的密钥生成询问

时，挑战者#通过运行密钥生成算法狊犽（犻犱，犜犻）←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
犻犱，犜犻）返回犻犱在犜犻时刻所对应的私钥狊犽（犻犱，犜犻）给敌手"．

②解密询问．收到关于（犆犜犻，犻犱，犜犻）的解密询问时，#返
回相应的明文消息犕＝Ｄｅｃ（犆犜犻，狊犽（犻犱，犜犻），犜犻）给敌手"

，其中
狊犽（犻犱，犜犻）←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犜犻）．

③泄露询问．敌手"提交身份时戳二元组（犻犱，犜犻）和多
项式可计算的函数犳犻：｛０，１｝→｛０，１｝λ犻（犻１）给挑战者进
行泄露询问，#返回私钥狊犽（犻犱，犜犻）的泄露信息犳犻（狊犽（犻犱，犜犻）），但
关于狊犽（犻犱，犜犻）的泄露总长度不能超过系统设定的泄露界λ，否
则#忽略本次询问．

身份撤销询问．对于敌手" 提交的待撤销身份集合
｛犻犱１，…，犻犱狀｝，挑战者#输出更新后的身份撤销列表犚犔＝
犚犔∪｛犻犱１，…，犻犱狀｝．

④密钥更新询问．对于身份犻犱在犜犻＋１时刻的密钥更
新询问，挑战者#首先检测犻犱是否在撤销列表犚犔中，若
犻犱∈犚犔，那么#终止并输出⊥；否则，#运行算法犽犜犻＋１←
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犚犔，犻犱，犜犻＋１，犿狊犽），产生身份犻犱在犜犻＋１时刻所
对应的时间组件犽犜犻＋１，并将其发送给"．

（３）挑战．对于挑战身份犻犱∈& ' 和时间戳犜犻，挑战者
#计算挑战密文犆（狏，犜犻）＝（犆′，π），其中

狏←犚｛０，１｝，犆′←Ｅｎｃ′（犕狏，犻犱，犜犻，狉）和
π←Ｐｒｏｖｅ（（犕狏，狉），（犆′，犻犱，犜犻））．

（４）阶段２．与阶段１相类似，但该阶段敌手不能对挑战
身份进行秘钥生成询问，并且不能对挑战密文和挑战身份对
进行解密询问；此外，不能对挑战身份进行身份撤销和密钥
更新询问．同时，该阶段敌手不能进行泄露询问．

（５）输出．敌手"输出对狏的猜测狏′．若狏′＝狏，则称敌
手"在该游戏中获胜．

综上所述，在Ｇａｍｅ０中有

犃犱狏ＬＲＣＣＡＲＩＢＥ，"（κ，λ）＝Ｐｒ［"狑犻狀狊］－１２．
犌犪犿犲１．该游戏与Ｇａｍｅ０相类似，修改挑战密文

犆（狏，犜犻）的生成过程．在Ｇａｍｅ１，使用模拟谕言机%

Ｓｉｍ
狋犽（·）生

成挑战密文，即真实论证变换为模拟论证．更详细地讲，犜犻
时刻的挑战密文犆（狏，犜犻）＝（犆′，π）由下述计算生成：
狏←犚｛０，１｝，犆′←Ｅｎｃ′（犕狏，犻犱，犜犻，狉）和π←Ｓｉｍ狋犽（犻犱，犆′）．

由底层犳ｔＳＥＮＩＺＫ论证Πｎｉｚｋ的零知识性可知Ｇａｍｅ０
和Ｇａｍｅ１是不可区分的．

犌犪犿犲２．该游戏与Ｇａｍｅ１相类似，修改解密询问的应
答方式．对于敌手提交的关于（犆犜犻，犻犱，犜犻）的解密询问，挑战
者运行提取器Ｅｘｔ′从论证π中提取出相应的明文犳（犕，狉）＝
犕，即对于敌手提交的任意解密询问（犆犜犻，犻犱，犜犻），挑战者#

通过计算提取操作Ｅｘｔ′（（犆′，犻犱），π，犲犽）返回相应的询问
应答．

由底层犳ｔＳＥＮＩＺＫ论证的强一次性模拟可提取性可
知Ｇａｍｅ１和Ｇａｍｅ２是不可区分的．犳ｔＳＥＮＩＺＫ论证能以
不可忽略的概率从论证π中提取出相应的犕．在犳ｔＳＥ
ＮＩＺＫ论证中，敌手只能获得一个关于真实状态（犆，犻犱）的模
拟论证，因此对于新的状态论证对（（犆，犻犱），π）≠（（犆′，犻犱），
π）中的证据π即使通过验证，提取器Ｅｘｔ′也无法提取出相
应的消息．

犌犪犿犲３．该游戏与Ｇａｍｅ２相类似，修改挑战密文
犆（狏，犜犻）的生成方式．在Ｇａｍｅ３，使用明文空间*中的任意随
机消息生成挑战密文，即犆（狏，犜犻）＝（犆′，π）由下述计算生成：
犕′←犚*，犆′←Ｅｎｃ′（犕′，犻犱，犜犻，狉）和π←Ｓｉｍ狋犽（犻犱，犆′）．

由底层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的ＣＰＡ安全性可知Ｇａｍｅ２
和Ｇａｍｅ３是不可区分的．

综上所述，对于任意的敌手而言，Ｇａｍｅ０和Ｇａｍｅ３是
不可区分的．此外，由于在Ｇａｍｅ３中完全由明文空间*中
的随机消息生成了挑战密文，因此挑战密文不包含随机值狏
的任何信息，那么任意敌手在Ｇａｍｅ３中获胜的优势是可忽
略的．因此，任意敌手在Ｇａｍｅ０中获胜的优势是可忽略的，
即有

犃犱狏ＬＲＣＣＡＲＩＢＥ，"（κ，λ）ｎｅｇｌ（κ）． 证毕．

附录犇．　基于ＯＴＬＦ的ＲＩＢＥ机制．
令Ｅｘｔ：｛０，１｝犾犽×｛０，１｝犾狏×｛０，１｝犾狋→｛０，１｝犾犿是平均情

况的（犾犽＋犾狏－λ，ε）强随机性提取器，其中λ是泄露参数，
ε在安全参数κ上是可忽略的．令Π１＝（Ｓｅｔｕｐ１，ＫｅｙＧｅｎ１，
Ｅｎｃａｐ１，Ｅｎｃａｐ１，Ｄｅｃａｐ１）是封装密钥空间为(１＝｛０，１｝犾犽、身
份空间为& '１的平滑性ＩＢＨＰＳ．令Π２＝（Ｓｅｔｕｐ２，Ｋｅｙ
Ｇｅｎ２，Ｅｎｃａｐ２，Ｅｎｃａｐ２，Ｄｅｃａｐ２）是封装密钥空间为(２＝｛０，
１｝犾狏、身份空间为& '２的平滑性ＩＢＨＰＳ．令!

：
& '１×+ →

& '２是抗碰撞的单向哈希函数，其中+表示时刻列表犜犔中
的时刻．令犔犉＝（ＬＦ．Ｇｅｎ，ＬＦ．Ｅｖａｌ，ＬＦ．Ｔａｇ）是一个（(１×
(２，犾犔犉）ＯＴＬＦ．

ＣＣＡ安全的抗泄露ＲＩＢＥ机制通用构造,＝（Ｓｅｔｕｐ，
ＫｅｙＧｅｎ，Ｅｎｃ，Ｄｅｃ，Ｒｅｖｏｋｅ，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的具体算法如下
所述：

（１）（犘犪狉犪犿狊，犿狊犽）←Ｓｅｔｕｐ（１κ）
输出犘犪狉犪犿狊＝（犿狆犽１，犿狆犽２，犉狆犽）和犿狊犽＝（犿狊犽１，犿狊犽２），

其中
（犿狆犽１，犿狊犽１）←Ｓｅｔｕｐ１（１κ）、（犿狆犽２，犿狊犽２）←Ｓｅｔｕｐ２（１κ）和
（犉狆犽，犉狋犱）←ＬＦ．Ｇｅｎ（１κ）．
特别地，该算法还定义了初始为空的身份撤销列表犚犔，

并且初始化了时间列表犜犔．此外，算法ＬＦ．Ｇｅｎ（１κ）还定义
了ＯＴＬＦ的公开标签空间+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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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狊犽（犻犱，犜犻），犜犻）←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犚犔，犜犔）
对于身份犻犱的密钥生成，ＰＫＧ首先检测身份犻犱是否在

撤销列表犚犔中，若犻犱∈犚犔，算法ＫｅｙＧｅｎ输出⊥；否则
ＰＫＧ执行下述操作：

①计算
犱１犻犱←ＫｅｙＧｅｎ１（犿狊犽１，犻犱）

②从时间列表犜犔中读取当前时戳犜犻，并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和犱２犻犱←ＫｅｙＧｅｎ２（犿狊犽２，犻犱′）．
③输出身份犻犱在犜犻时刻的私钥

狊犽（犻犱，犜犻）＝（犽犻犱，犽犜犻）＝（犱１犻犱，犱２犻犱），
其中犽犻犱＝犱１犻犱是私钥狊犽（犻犱，犜犻）的身份组件，犽犜犻＝犱２犻犱是私钥
狊犽（犻犱，犜犻）的时间组件．

（３）（犆犜犻，犜犻）←Ｅｎｃ′（犕，犻犱，犜犻）
对于一个消息犕∈*＝｛０，１｝犾犿，时间戳犜犻和身份犻犱∈

& '

，加密者进行下述运算：
①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
②计算
（犮１，犽１）←Ｅｎｃａｐ１（犻犱）和（犮２，犽２）←Ｅｎｃａｐ２（犻犱′）．
③随机选取犛←犚｛０，１｝犾狋后计算
犮３←Ｅｘｔ（犽１，犽２，犛）犕和狏＝ＬＦ．Ｅｖａｌ（犉狆犽，狋，犽１，犽２），

其中狋＝（狋犪，狋犮），狋犪＝（犮１，犮２，犮３）和狋犮←犚+犆．
④输出密文犆犜犻＝（犮１，犮２，犮３，狏，狋犮，犛），即密文犆犜犻是身份

犻犱在犜犻时刻对消息犕的加密密文．
（４）犕←Ｄｅｃ′（犆犜犻，狊犽（犻犱，犜犻））
对于身份犻犱在犜犻时刻的秘钥狊犽（犻犱，犜犻）＝（犱１犻犱，犱２犻犱）和加

密密文犆犜犻＝（犮１，犮２，犮３，狏，狋犮，犛），解密者进行下述运算：
①计算
犽′１＝Ｅｎｃａｐ１（犮１，犱１犻犱）和犽′２＝Ｅｎｃａｐ２（犮２，犱２犻犱）．

②计算
狏′＝ＬＦ．Ｅｖａｌ（犉狆犽，狋，犽′１，犽′２），

其中狋＝（狋犪，狋犮）和狋犪＝（犮１，犮２，犮３）．
③如果狏′＝狏，则计算犕＝Ｅｘｔ（犽１，犽２，犛）犮３，输出密

文犆犜犻＝（犮１，犮２，犮３，狏，狋犮，犛）所对应的明文消息犕；否则输出
特殊的终止符⊥．

（５）犚犔′←Ｒｅｖｏｋｅ′（犚犔，｛犻犱１，…，犻犱狀｝）
若集合｛犻犱１，…，犻犱狀｝中的身份将被撤销，那么ＰＫＧ通

过下述操作对身份撤销列表进行更新．
犚犔′＝犚犔∪｛犻犱１，…，犻犱狀｝．

（６）犽犜犻＋１←ＫｅｙＵｐｄａｔｅ′（犚犔，犻犱，犜犻＋１，犿狊犽）．
当收到身份犻犱∈& ' 在时间戳犜犻＋１时刻的密钥更新询

问时，ＰＫＧ首先检测身份犻犱是否在撤销列表犚犔中，若存在
则ＰＫＧ输出⊥，并终止；否则ＰＫＧ进行下列运算：

计算
犻犱′＝!

（犻犱，犜犻＋１）和犱２犻犱←ＫｅｙＧｅｎ２（犿狊犽２，犻犱′）．
输出犽犜犻＋１＝犱２犻犱．那么身份犻犱所对应的密钥由犜犻时刻

的狊犽（犻犱，犜犻）＝（犽犻犱，犽犜犻）更新为犜犻＋１时刻的狊犽（犻犱，犜犻＋１）＝（犽犻犱，
犽犜犻＋１），随着时间戳犜犻的递增，用户之前的私钥狊犽（犻犱，犜犻）相继
被撤销．

定理７．　假设Π１和Π２是两个平滑性ＩＢＨＰＳ，Ｅｘｔ：
｛０，１｝犾犽×｛０，１｝犾狏×｛０，１｝犾狋→｛０，１｝犾犿是平均情况的
（犾犽＋犾狏－λ，ε）强随机性提取器，ＬＦ是一个（(１×(２，犾犔犉）
一次性损耗滤波器．那么，对于任意的泄露参数λ犾犽＋犾狏－
犾犔犉－犾犿－ω（ｌｏｇκ），上述构造,是ＣＣＡ安全的抗泄露ＲＩＢＥ
机制的通用构造．

定理７的证明过程可参考ＯＴＬＦ在抗泄露ＩＢＥ机制构
造中的证明，详见文献［２６］．

附录犈．　泄露平滑的ＩＢＨＰＳ．
本节在Ｃｈｏｗ等人［１９］提出的ＩＢＨＰＳ实例的基础上，给

出一个泄露平滑的ＩＢＨＰＳ机制的具体构造．令（狇，犌，犌犜，
犵，犲）←Γ（１κ），其中循环群犌的生成元是犵，阶是大素数狇，犲：
犌×犌→犌犜是双线性映射．令Ｅｘｔ：｛０，１｝犾犽×｛０，１｝犾狋→
｛０，１｝犾犿是平均情况的（犾犽－λ，ε）强随机性提取器，泄露平滑
的ＩＢＨＰＳ的具体构造如下所述：

（１）（犿狆犽，犿狊犽）←Ｓｅｔｕｐ（１κ）．
随机选取α，β←犚犣狇和狌，犺←犚犌，并输出犿狆犽＝（狇，犌，

犌犜，犵，犲，狌，犺，犲（犵，犵）α，犲（犵，犵）β，Ｅｘｔ）和犿狊犽＝（犵α，犵β）．
（２）犱犻犱←ＫｅｙＧｅｎ（犿狊犽，犻犱）．
随机选取狉，狋←犚犣狇，并输出

狊犽犻犱＝（狊１，狊２，狊３）　　　　　　
＝（犵α犵－β狋（狌犻犱犺）狉，犵－狉，狋）．

（３）（犆，犽）←Ｅｎｃａｐ（犻犱）．
随机选取狕←犚犣狇和犛←犚｛０，１｝犾狋，并输出封装秘钥犽＝

Ｅｘｔ（犲（犵，犵）α狕，犛）和相应的封装密文
犆＝（犮１，犮２，犮３，犛）　　　　　　
＝（犵狕，（狌犻犱犺）狕，犲（犵，犵）β狕，犛）．

（４）犆←Ｅｎｃａｐ（犻犱）．
随机选取狕，狕′←犚!狇（狕≠狕′）和犛←犚｛０，１｝犾狋，并输出

　　　　　　犆＝（犮１，犮２，犮３，犛）
＝（犵狕，（狌犻犱犺）狕，犲（犵，犵）β狕′，犛）．

（５）犽←Ｄｅｃａｐ（犱犻犱，犆）．
输出

犽＝Ｅｘｔ（犲（犮１，狊１）犲（犮２，狊２）犮狊３３，犛）．
由本文定理３和文献［１９］中的定理３．１可知若Ｅｘｔ：

｛０，１｝犾犽×｛０，１｝犾狋→｛０，１｝犾犿是平均情况的（犾犽－λ，ε）强随机
性提取器，对于任意的泄露参数λ犾犽－犾犿－ω（ｌｏｇκ），上述
构造是泄露平滑的ＩＢＨ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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