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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强匿名性的网关口令认证密钥交换协议
魏福山　　马传贵

（信息工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信息研究系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　网关口令认证密钥交换协议允许用户和网关在服务器的协助下建立起一个共享的会话密钥，其中用户和
服务器之间的认证通过低熵的口令来完成．已有的网关口令认证密钥交换协议对用户的匿名性研究不足．该文基
于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密钥交换提出了具有强匿名性的网关口令认证密钥交换协议，并且在随机预言模型下基于标准
的ＤＤＨ假设证明了协议的安全性．新协议可以抵抗不可检测在线字典攻击并且计算效率高，安全性和计算效率都
优于已有的同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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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在很多实际的应用中，如网上银行、移动支付和

无线漫游接入等，服务提供商由前置的网关和后端
的验证服务器组成．网关是提供协议转换、网间连

接、信息过滤和安全功能的设备，负责用户的接入并
且为用户提供保密的数据传输，在网络连接中必不
可少．服务器则负责用户的注册、安全鉴权和计费等
功能．为了刻画这种实际的应用需求，Ａｂｄａｌｌａ等
人［１］在２００５年的亚密会上提出了网关口令认证密
钥交换（ＧＰＡＫＥ）协议的概念．ＧＰＡＫＥ协议是一



个三方口令协议，使得用户和网关在服务器的协助
下建立一个认证的会话密钥．服务器和用户之间共
享口令用于认证用户身份，但是会话密钥是在用户
和网关之间建立的．由于ＧＰＡＫＥ协议的模型贴近
实际，在很多场景中都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因此成
为轻量级口令协议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２００５年，Ａｂｄａｌｌａ等人［１］提出了ＧＰＡＫＥ协议

的安全模型，设计了第一个在随机预言模型下安全
的ＧＰＡＫＥ协议并且将该协议进一步推广到门限的
形式．但是在２００６年，Ｂｙｕｎ等人［２］指出Ａｂｄａｌｌａ等
人所设计的ＧＰＡＫＥ协议易遭受不可检测在线字典
攻击［３］．一个恶意的网关可以反复对用户的口令进
行在线的猜测，然后从服务器端得到验证，直到猜测
出正确的口令为止，而服务器检测不到这种恶意的
攻击．Ｂｙｕｎ等人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协议，要求用户
和服务器在执行ＧＰＡＫＥ协议之前运行一次安全的
两方口令协议，预先建立一个用于认证消息的共享
密钥，并且通过给用户发送的消息增加消息认证码
的方式来保护口令．但是在２００８年，Ｓｈｉｍ发现［４］

Ｂｙｕｎ等人的改进协议实际上依旧不能抵抗不可检
测在线字典攻击，敌手可以重放增加认证码的消息
从而对用户的口令进行在线的猜测．Ｓｈｉｍ采用类似
于Ｂｙｕｎ等人的改进方式，要求用户和服务器执行
一次安全的两方口令协议从而建立起共享的加密密
钥，利用对称加密体制掩盖口令的信息并提出了
ＳＧＰＡＫＥ协议．同年，Ａｂｄａｌｌａ等人［５］提出了一个可
以利用私密信息检索（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协议［６７］实现用户匿名性的ＧＰＡＫＥ协议．他们同时
提出了一个更强的安全模型，该模型允许对参与者
进行腐化从而实现了前向安全性．２０１０年，Ｙｏｏｎ等
人［８］指出Ｓｈｉｍ提出的ＳＧＰＡＫＥ协议存在设计
上的错误，协议无法正常执行，并且计算效率较低．他
们对Ｓｈｉｍ设计的协议进行改进，提出了称为最优的
ＯＧＰＡＫＥ协议．２０１１年，Ｗｅｉ等人利用ＲＳＡ体制设
计了ＧＰＡＫＥ协议［９］，并进一步对该协议进行了改
进，提出了效率更高并且可以利用私密信息检索协议
实现用户匿名性的ＧＰＡＫＥ协议［１０］．此外，他们还分
别在随机预言模型和标准模型下提出了可以抵抗不
可检测在线字典攻击的ＧＰＡＫＥ协议［１１１２］．

ＧＰＡＫＥ协议适用于移动通信环境，如ＧＳＭ和
３ＧＰＰ等．由于移动通信网络不能像传统的有线网
络那样通过物理隔离来保护用户隐私信息的数据
包，并且敌手更易于窃取用户认证时所提交的身份
信息和服务器对用户身份标识的询问，增加了对用

户隐私信息保护的难度．实现用户匿名性在保护用
户的个人隐私的同时还可以减少对用户仿冒攻击的
几率，因此研究具有匿名性的ＧＰＡＫＥ协议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具有匿名性的ＧＰＡＫＥ协议
的研究成果很少，目前只有由Ａｂｄａｌｌａ等人［５］和
Ｗｅｉ等人［１０］分别基于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密钥交换和
ＲＳＡ体制提出的两个匿名ＧＰＡＫＥ协议．已有的匿
名ＧＰＡＫＥ协议都采用网关和服务器共同执行私密
信息检索协议的方法来实现用户的匿名性，只能保
证用户身份对服务器的匿名性，网关和攻击者都可
以得到用户的真实身份，匿名性较弱；此外，已有的
匿名ＧＰＡＫＥ协议的计算效率较低，需要进一步地
提高，并且Ａｂｄａｌｌａ等人的匿名ＧＰＡＫＥ协议［５］还
存在安全漏洞，不能抵抗不可检测在线字典攻击．

针对已有的匿名ＧＰＡＫＥ协议存在的不足，本文
采用匿名认证协议的设计思想，基于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
密钥交换设计了一个具有强匿名性的ＧＰＡＫＥ协
议，并且在随机预言模型下利用标准的ＤＤＨ假设
证明了协议的安全性．与已有的匿名ＧＰＡＫＥ协议
相比，新协议可以抵抗不可检测在线字典攻击并且
实现了用户和服务器之间的双向认证，因此具有更
强的安全性；在匿名性方面，新协议实现了对用户身
份的强匿名保护，无论是攻击者、网关还是服务器
都无法得到用户的真实身份；最后，在与已有同类
协议具有相同通信效率的情况下，新协议在计算效
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匿名
ＧＰＡＫＥ协议具有更强的安全性和更高的效率，更
符合移动通信环境的应用需求．

第２节回顾ＧＰＡＫＥ协议的安全模型；第３节
介绍具有强匿名性的ＧＰＡＫＥ协议并且给出协议的
安全性证明；第４节给出与已有匿名ＧＰＡＫＥ协议
的性能比较；第５节对全文进行总结．

２　安全模型
本节简单介绍由Ａｂｄａｌｌａ等人在２００５年提出

的ＧＰＡＫＥ协议的安全模型，对于安全模型的详细
介绍参见文献［１］．
２１　安全模型

协议参与方．ＧＰＡＫＥ协议的参与者由用户犆∈
!

、网关犌∈"

以及服务器犛∈#

组成．用$

表示所有参
与者组成的集合，即集合

$＝!∪"∪#．用犝∈$

表示
ＧＰＡＫＥ协议中的任意一个参与者．

通信模型．在ＧＰＡＫＥ协议中，通常假设用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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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之间的通信是不安全的，通信被敌手完全控制，
敌手可以对用户和网关之间传递的消息进行窃听、
删除、修改和延迟发送等操作．但是网关和服务器之
间的信道是认证的私人信道，即敌手无法窃听网关
和服务器之间发送的消息，也不能对网关和服务器
之间发送的消息进行修改．另外，用户无法和服务器
直接进行通信，用户和服务器之间的消息必须经过
网关进行传递．

长期密钥．每个用户犆∈!

都拥有一个与服务器
共享的用于认证的口令狆狑犆．每个服务器犛∈#

都持
有一个口令列表狆狑犛＝〈狆狑犆〉犆∈犛，其中每条记录对
应一个在服务器犛处进行注册的用户犆的口令
狆狑犆．狆狑犆和狆狑犛分别称为用户犆和服务器犛的长
期密钥．

敌手能力．敌手的攻击能力通过预言询问来刻
画．在协议执行的过程中，敌手可以针对某个参与者
产生多个并行的会话实例．用犝犻来表示用户犝的第
犻次会话实例．敌手可以进行的预言询问有以下几种：

（１）犈狓犲犮狌狋犲（犆犻，犌犼）询问．此询问模拟敌手进
行的被动攻击，其中敌手对用户实例犆犻和网关实例
犌犼之间进行的一次协议执行过程进行窃听．对此询
问的回答是将本次协议执行过程中用户和网关之间
传输的所有消息返回给敌手．

（２）犛犲狀犱（犝犻；犿）询问．此询问模拟敌手进行的
主动攻击．其中敌手伪造一个消息犿并且将消息犿
发送给用户实例或者网关实例犝犻．敌手将得到实例
犝犻在接收到消息犿后根据协议描述返回的消息．

（３）犜犲狊狋（犝犻）询问．此询问不刻画敌手的攻击能
力，只是用来衡量参与者实例犝犻的会话密钥的语义
安全性．如果实例犝犻的会话密钥没有定义，那么返
回一个未定义的符号⊥．否则，如果犫＝１就将真实
的会话密钥返回给敌手，如果犫＝０则返回一个与会
话密钥等长的随机数，其中犫是在攻击游戏开始运
行之前选择的随机比特．

（４）犜犲狊狋犘犪犻狉（犆犻，犌犼）询问．此询问不刻画敌手
的攻击能力，而是用来定义会话密钥对于服务器的
密钥私密性．如果用户实例犆犻和网关实例犌犼之间没
有建立共享的会话密钥，那么返回一个未定义的符
号⊥．否则，如果犫＝１就将真实的会话密钥返回给
敌手，如果犫＝０则返回一个与会话密钥等长的随机
数，其中犫是在攻击游戏开始运行之前选择的随机
比特．

Ａｂｄａｌｌａ等人［１３］的安全模型采用了ＲＯＲ（Ｒｅａｌ
ＯｒＲａｎｄｏｍ）模型的定义方式．敌手可以进行多次

犜犲狊狋询问，所有犜犲狊狋询问的回答都由一个随机比特
来决定．即敌手得到的可能全部是真实的会话密钥
或者全部是与会话密钥等长的随机数．在ＦＴＧ
（ＦｉｎｄＴｈｅｎＧｕｅｓｓ）模型中常见的犚犲狏犲犪犾询问在
ＲＯＲ模型中不存在，但是由于ＦＴＧ模型中只允许
敌手进行一次犜犲狊狋询问，ＲＯＲ模型实际上比ＦＴＧ
模型强．关于ＲＯＲ模型和ＦＴＧ模型的更多比较，
参见文献［１３］．
２２　安全定义

本小节给出安全模型中的安全性定义．如果一
个实例生成会话密钥并且完成协议运行，则称该实
例接受．我们通过会话标识和伙伴标识来定义伙伴．
一般定义会话标识为协议执行结束后所有消息的级
联．一个实例犝犻１的伙伴标识则为其想要与之通信的
实例犝犼２．

定义１（伙伴）．　用户实例犆犻和网关实例犌犼被
称为伙伴，如果：①犆犻和犌犼都接受；②犆犻和犌犼有相
同的会话标识；③犆犻的伙伴标识为犌犼，反之亦然；
④除了犆犻和犌犼外，不存在其它接受实例的伙伴标
识为犆犻或犌犼．

敌手只能对新鲜的实例进行犜犲狊狋询问，否则敌
手可以轻易赢得攻击游戏．新鲜性定义就是为了防
止敌手可以通过平凡的方式赢得攻击游戏．

定义２（新鲜性）．　一个用户实例犆犻或者网关
实例犌犼是新鲜的，如果该实例接受协议运行并且生
成了会话密钥．

在Ａｂｄａｌｌａ等人的安全模型中有３个安全目
标，包括语义安全性、密钥私密性和口令保护．其中
会话密钥的语义安全性保证了一个外部敌手不能够
区分真实的会话密钥和与会话密钥等长的随机数；
针对服务器的密钥私密性要求用户和网关之间建立
的会话密钥对于诚实而好奇的服务器是不可区分
的；针对网关的口令保护是指恶意网关通过协议运
行不能得到用户口令的任何信息．下面我们分别给
出这３个安全目标的严格定义．

考虑一个对ＧＰＡＫＥ协议%

进行攻击的敌手
&

，
给敌手提供犈狓犲犮狌狋犲，犛犲狀犱询问以及对新鲜会话进
行多次犜犲狊狋询问的能力．敌手的目标是猜测犜犲狊狋
询问中所使用的随机比特犫．我们用犛狌犮犮来表示敌
手成功猜测到犫这一事件．

定义３（语义安全）．　当口令是从字典空间'

中
随机选择的时候，定义敌手

&

攻破ＧＰＡＫＥ协议%

的
语义安全的优势为

犃犱狏ａｋｅｒｏｒ
%

，
'

（
&

）＝２·犘狉［犛狌犮犮］－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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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ＧＰＡＫＥ协议%

的语义安全的优势函数为
犃犱狏ａｋｅｒｏｒ

%

，
'

（狋，犚）＝ｍａｘ｛犃犱狏ａｋｅｒｏｒ
%

，
'

（
&

）｝．
上式中的最大值遍历所有计算时间至多为狋，消耗
的资源（询问不同预言的次数）至多为犚的敌手．

如果一个ＧＰＡＫＥ协议%

语义安全的优势函数
犃犱狏ａｋｅｒｏｒ

%

，
'

（狋，犚）至多比犽狀／'

大一个可忽略的量，
那么称ＧＰＡＫＥ协议%

是语义安全的，其中狀是敌
手进行主动攻击的次数，

'

表示字典空间的规模，
犽是一个常数．一般犽＝１是最优的结果，因为每次
敌手进行主动攻击至少可以排除一个错误的口令．

考虑一个对ＧＰＡＫＥ协议%

进行攻击的敌手
&

，
给敌手提供所有用户的口令、犈狓犲犮狌狋犲询问以及对
伙伴会话进行犜犲狊狋犘犪犻狉询问的能力．敌手的目标是
猜测犜犲狊狋犘犪犻狉询问中所使用的随机比特犫．我们用
犛狌犮犮来表示敌手成功猜测到犫这一事件．

定义４（密钥私密性）．　当口令是从字典空间'

中随机选择的时候，定义敌手
&

攻破ＧＰＡＫＥ协议%

的密钥私密性的优势为
犃犱狏ａｋｅｋｐ

%

，
'

（
&

）＝２·犘狉［犛狌犮犮］－１．
定义ＧＰＡＫＥ协议%

的密钥私密性的优势函数为
犃犱狏ａｋｅｋｐ

%

，
'

（狋，犚）＝ｍａｘ｛犃犱狏ａｋｅｋｐ
%

，
'

（
&

）｝．
上式中的最大值遍历所有计算时间至多为狋，消耗
的资源（询问不同预言的次数）至多为犚的敌手．

称一个ＧＰＡＫＥ协议%

实现了密钥私密性，如
果其密钥私密性安全的优势函数犃犱狏ａｋｅｋｐ

%

，
'

（狋，犚）是
相对于安全参数的一个可忽略函数．

考虑一个恶意的网关
&

猜测用户的口令，然后
通过与服务器执行协议来验证口令是否正确．如果
一个错误的猜测没有被服务器检测到，则认为恶意
的网关

&

成功．我们用犃犱狏ａｋｅｕｏｄａ
%

，
'

（
&

）来表示恶意的
网关

&

成功的优势．
定义５（口令保护）．　称一个ＧＰＡＫＥ协议%

实
现了对恶意网关的口令保护，如果恶意的网关

&

成
功的优势犃犱狏ａｋｅｕｏｄａ

%

，
'

（
&

）至多比犽狀／'

大一个可忽
略的量，其中狀是敌手进行主动攻击的次数，'

表
示字典空间的规模，犽是一个常数．

对于协议的匿名性，我们采用文献［１４］中的定
义方法．称一个ＧＰＡＫＥ协议是匿名的，如果在用户
和网关建立会话密钥的过程中，用户除了证明自己
是合法的成员外，不泄露任何身份信息给网关和服
务器．

定义６（匿名性）．　对于两个用户犆犻和犆犼，分
别用犘（犆犻，犌，犛）和犘（犆犼，犌，犛）表示两个用户执行
协议的消息抄本．称一个ＧＰＡＫＥ协议%

实现了用

户匿名性，如果有
犇犻狊狋［犘（犆犻，犌，犛）］＝犇犻狊狋［犘（犆犼，犌，犛）］，

其中犇犻狊狋［犘（犆，犌，犛）］表示犘（犆，犌，犛）的概率分布．

３　具有强匿名性的犃犌犘犃犓犈协议
３１　协议描述

设犌狇是一个阶为大素数狇的循环群，犵，犺为随
机选择的犌狇的两个生成元，且犺关于犵的离散对数
是难解的；设犎，犎犻：｛０，１｝→｛０，１｝犾（犻＝０，１，２，３）
是相互独立的Ｈａｓｈ函数，其中犾是安全参数．假设
系统中总共有狀个用户，每个用户犆犻分别与服务器
共享一个口令狆狑犻．不失一般性，假设口令已经映射
为犣狇中的元素．协议的参与者有用户、网关和服务
器，网关和服务器之间是安全的认证通道．协议的描
述见图１，具体的步骤如下．

１．用户犆犻选择随机数狓，狉１∈犣狇，计算犡＝犵狓以及
犚１＝犵狉１犺狆狑犻，最后用户发送消息（犆，犡，犚１）给网关犌，其中犆
是系统中所有用户的身份．

２．网关犌接收到消息（犆，犡，犚１）后，随机选择狔∈犣狇并且
计算犢＝犵狔，然后将犢连同接收到的消息一起发送给服务器犛．

３．服务器犛接收到网关发送的消息（犆，犡，犚１，犢）后，随
机选择狉２∈犣狇和犕犛∈｛０，１｝犾，然后计算犚２＝犵狉２．对于每一
个用户犆犼（１犼狀），服务器首先计算犚１，犼＝犚１／犺狆狑犼和
犓犼＝（犚１，犼）狉２，然后利用犓犼对犕犛进行掩盖，即计算犣犼＝
犎（犼，犓犼）犕犛．最后服务器利用随机数犕犛计算认证值
犞犛１＝犎１（犐犇１犐犇２犕犛）和犞犛２＝犎２（犐犇１犐犇２犕犛），其中
犐犇１＝（犆，犌，犡，犚１，犢），犐犇２＝（犚２，｛犣犼｝１犼狀）．服务器发送
消息（犐犇２，犞犛１，犞犛２）给网关．

４．网关犌接收到消息（犐犇２，犞犛１，犞犛２）后，先储存犞犛２用
于验证用户身份，然后转发消息（犌，犢，犐犇２，犞犛１）给用户．

５．用户犆犻接收到消息（犌，犢，犐犇２，犞犛１）后，首先从
｛犣犼｝１犼狀找到对应于自己的犣犻，然后计算犓犻＝犚狉１２和犕犛′＝
犣犻犎（犻，犓犻）．用户犆犻利用犕犛′验证犞犛１是否有效．如果无
效则拒绝协议，否则计算认证值犞′犛２＝犎２（犐犇１犐犇２犕犛′）
和犞′犛３＝犎３（犐犇１犐犇２犕犛′）以及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密钥犓＝
犢狓．最后用户犆犻计算会话密钥狊犽＝犎０（犐犇１犐犇２犓），发送
消息（犆，犞′犛２，犞′犛３）给网关并且接受协议运行．

６．网关接收到消息（犆，犞′犛２，犞′犛３）后，首先验证用户犆犻
发送的犞′犛２是否等于所储存的犞犛２．如果验证通过，则网关接
受协议运行并计算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密钥犓＝犡狔＝犵狓狔以及会
话密钥狊犽＝犎０（犐犇１犐犇２犓）；否则，网关拒绝协议运行并
终止．最后，网关发送消息（犆，犞′犛３）给服务器，服务器验证
犞′犛３是否有效．如果验证通过，说明认证请求确实是一个诚实
的用户发送的；否则，认证请求很可能来自一个恶意网关对
用户的在线仿冒攻击，服务器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保护用
户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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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匿名的ＡＧＰＡＫＥ协议

３２　安全性证明
本小节给出匿名的ＡＧＰＡＫＥ协议的安全性证

明．协议的安全性基于ＤＤＨ假设，下面给出ＤＤＨ
假设的定义．

ＤＤＨ假设．假设犌狇为阶为素数狇的循环群，犵
为犌狇的一个生成元．假设&犱犱犺是一个概率多项式时
间的敌手，模拟者首先随机选择狌，狏，狑∈犣狇，并且
计算犝＝犵狌，犞＝犵狏和犠＝犵狑，然后随机选择一个比
特犫∈｛０，１｝，如果犫＝１，那么将（犵狌，犵狏，犵狌狏）给敌
手，否则将（犵狌，犵狏，犵狑）给敌手．敌手需要猜测随机
比特犫的值，如果敌手猜测正确就认为敌手成功，记
此事件为犛狌犮犮．定义敌手的优势为犃犱狏（&犱犱犺）＝
２·犘狉［犛狌犮犮］－１．如果对于任意的概率多项式敌
手，上述优势都是可忽略的，那么称循环群犌狇中
ＤＤＨ假设成立．

定理１（语义安全）．　假设&

是一个运行时间为
狋，并且进行了狇犛犲狀犱次犛犲狀犱询问的概率多项式敌手．
如果ＤＤＨ假设在群犌狇中成立，那么敌手&

破坏
ＡＧＰＡＫＥ协议的语义安全的优势至多为

犃犱狏ａｋｅｒｏｒ
%

，
'

（
&

）３狇犛犲狀犱
'

＋狀犲犵（犾），

其中狀犲犵（犾）表示关于安全参数犾的一个可忽略函数．
证明．　我们采用混合实验的方法来证明协议

的语义安全性，证明思路是通过一系列攻击实验对
模拟规则逐渐进行改变，直到敌手的优势为可忽略的
函数为止．我们用事件犛狌犮犮表示敌手正确猜测出了
在犜犲狊狋询问中所使用的随机比特犫，用犃犱狏（&，犘犻）
表示敌手

&

在第犻个混合实验中的优势．
实验犘０：此实验模拟在随机预言模型下的真实

协议运行，在试验中敌手
&

可以多次进行犈狓犲犮狌狋犲、
犛犲狀犱和犜犲狊狋询问．根据定义有

犃犱狏（&）＝犃犱狏（&，犘０）．
　　实验犘１：在这个实验中，我们通过维持哈希列表
来模拟随机预言函数犎犻（犻＝０，１，２，３）以及犎．另外
我们还模拟私有的随机预言函数犎′犻（犻＝０，１，２，３）
以及犎′，这５个私有的随机预言函数将在后面的实
验中用到．随机预言函数的模拟规则如下．

（１）犎犻查询列表∧犎犻（犻＝０，１，２，３）．对于每一次
随机预言询问犎犻（犿），如果列表∧犎犻中存在记录
（犻，犿，狉），则返回狉；否则，随机选择狉∈｛０，１｝犾，将狉
返回给询问者，并且将记录（犻，犿，狉）添加到列表∧犎犻．

７２８１９期 魏福山等：具有强匿名性的网关口令认证密钥交换协议



（２）犎′犻查询列表∧犎′犻（犻＝０，１，２，３）．对于每一
次随机预言询问犎′犻（犿），如果列表∧犎′犻中存在记录
（犻，犿，狉），则返回狉；否则，随机选择狉∈｛０，１｝犾，将狉
返回给询问者，并且将记录（犻，犿，狉）添加到列表∧犎′犻．

（３）犎查询列表∧犎．对于每一次随机预言询问
犎（犿），如果列表∧犎中存在记录（犿，狉），则返回狉；
否则，随机选择狉∈｛０，１｝犾，将狉返回给询问者，并且
将记录（犿，狉）添加到列表∧犎．

（４）犎′查询列表∧犎′．对于每一次随机预言询
问犎′（犿），如果列表∧犎′中存在记录（犿，狉），则返回
狉；否则，随机选择狉∈｛０，１｝犾，将狉返回给询问者，并
且将记录（犿，狉）添加到列表∧犎′．

除了模拟随机预言函数外，我们还根据协议描
述模拟所有的犈狓犲犮狌狋犲、犛犲狀犱和犜犲狊狋询问．由模拟
的规则可知

犃犱狏（&，犘０）＝犃犱狏（&，犘１）．
　　实验犘２：为了方便后面的分析，在此实验中我
们排除一些发生碰撞的会话．具体来说，如果会话中
消息抄本发生碰撞，或者随机预言函数的输出发生
碰撞，那么我们取消该次会话的运行．由生日攻击原
理可知，实验犘２和实验犘１是不可区分的，因此有

犃犱狏（&，犘２）－犃犱狏（&，犘１）狀犲犵（犾）．
　　实验犘３：从此实验开始，我们修改对犈狓犲犮狌狋犲
询问的模拟．具体来说，我们在被动会话中将Ｈａｓｈ
函数犎以及犎１，犎２，犎３分别替换为实验犘１中定义
的私有随机预言函数犎′和犎′１，犎′２，犎′３，并且随机
选择随机预言函数中的输入犓犼以及犕犛．我们现在
来证明实验犘３和实验犘２是不可区分的．

敌手如果想要区分实验犘３和实验犘２，由于在
犎１，犎２，犎３中的输入只有犕犛是秘密的值，其余的
都是公开值，因此对于某一次被动会话，敌手如果正
确恢复出犕犛则可以区分实验犘３和实验犘２．由于
犣犼＝犎（犼，犓犼）犕犛，因此对于任意的１犼狀，敌
手需要计算出一个正确的犓犼才可以正确恢复出
犕犛．但是因为会话是被动的，并且犚１对应于用户
犆犻，因此实际上敌手需要恢复出正确的犓犻．用事件
犘犪狊狊犻狏犲犃狊犽犎表示敌手正确计算出犓犻并且向随机
预言函数犎进行了相应的询问，显然如果
犘犪狊狊犻狏犲犃狊犽犎事件发生，那么敌手可以区分实验犘３
和实验犘２；用犘犪狊狊犻狏犲犃狊犽犎犻表示在犘犪狊狊犻狏犲犃狊犽犎
事件没有发生的情况下，敌手用正确的犕犛向随机
预言函数犎１，犎２，犎３进行相应的询问．如果
犘犪狊狊犻狏犲犃狊犽犎没有发生，那么敌手不可能知道正确
的犕犛，因此事件犘犪狊狊犻狏犲犃狊犽犎犻的概率是可忽略的．

我们现在来证明，犘犪狊狊犻狏犲犃狊犽犎发生的概率至多为
敌手破解ＣＤＨ问题的优势，即敌手区分实验犘３和
实验犘２的优势是可忽略的．

给定一个ＣＤＨ实例（犝，犞），我们定义一个额
外的实验犘′３．在实验犘′３中，当我们模拟犈狓犲犮狌狋犲询
问时，令用户犆犻计算犚１＝犝犪１犵犪２×犺狆狑犻，服务器计算
犚２时令犚２＝犞犫１犵犫２，其中犪１，犪２，犫１，犫２∈犣狇．其余的
模拟规则和实验犘３完全相同．注意虽然实验犘３和实
验犘′３的模拟规则不同，但是分布却完全相同．如果事
件犘犪狊狊犻狏犲犃狊犽犎发生，我们可以从∧犎列表中提取
犓犻＝犆犇犎（犝犪１犵犪２，犞犫１犵犫２）＝犆犇犎（犝，犞）犪１犫１·犝犪１犫２·
犞犪２犫１·犵犪２犫２，由于犪１，犪２，犫１，犫２已知，因此可以得到
犆犇犎（犝，犞）＝（犓犻／（犝犪１犫２·犞犪２犫１·犵犪２犫２））－犪１犫１，从而
得到了ＣＤＨ问题的解．由ＣＤＨ问题的困难性假设
可知事件犘犪狊狊犻狏犲犃狊犽犎发生的概率是可忽略的．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实验犘３和实验犘２是不可区
分的，因此有

犃犱狏（&，犘３）－犃犱狏（&，犘２）狀犲犵（犾）．
　　实验犘４：在这个实验中，我们继续修改对犈狓犲犮狌狋犲
询问的模拟．我们修改用户和网关的会话密钥的计
算方式，即使用私有的随机预言函数犎′０来计算会
话密钥狊犽．这样的修改使得被动会话中会话密钥狊犽
完全与随机预言函数犎０以及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密钥
犓无关．由于在上一个实验中，我们令用户和服务
器之间的认证值完全与犕犛无关，因此在此实验中
可以简化模拟规则，在模拟被动会话时直接从犌狇中
随机选择犚１和犚１，犼以及犓犼的值．

在实验犘４中，所有的被动会话中的认证值和会
话密钥都是随机选择的，并且口令在被动会话中也
完全没有用到，因此敌手在区分被动会话的会话密
钥时没有任何优势，也不能通过被动会话得到口令
的任何信息．需要说明的是，在主动攻击的会话中，
模拟规则依然和真实的实验一样．通过和实验犘３类
似的分析可知实验犘４和实验犘３是不可区分的，敌
手区分这两个实验的优势至多是破解ＣＤＨ问题的
优势，因此有

犃犱狏（&，犘４）－犃犱狏（&，犘３）狀犲犵（犾）．
　　实验犘５：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处理敌手&

通过
犛犲狀犱询问进行的被动攻击，也就是说敌手只是诚实
转发消息，不对消息进行任何改动．具体来说，对于
这些貌似主动实际还是被动的特殊会话，我们用私
有的随机预言函数来计算认证值以及会话密钥，修
改的规则和实验犘４中对被动会话的处理完全相同，
并且通过类似的分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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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犱狏（&，犘５）－犃犱狏（&，犘４）狀犲犵（犾）．
　　实验犘６：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开始处理敌手&

通
过犛犲狀犱询问进行的主动攻击．对于敌手的（犆犻，犌犼，
狊狋犪狉狋）询问，我们首先随机选择犚１∈犌狇，随机选择
狓∈犣狇并计算犡＝犵狓，然后返回消息（犆，犡，犚１）给
敌手，并且当敌手返回消息（犌，犢，犐犇２，犞犛１）的时候，
我们令用户实例拒绝接受并且终止协议运行．实验
犘６与实验犘５是不可区分的，除非对于（犆犻，犌犼，狊狋犪狉狋）
询问返回的消息（犆，犡，犚１），敌手向随机预言函数
犎询问输入为（犻，犓犻）的值，其中犓犻＝（犚１／犺狆狑犻）狉２并
且犚２＝犵狉２，我们记此事件为犃狊犽犎犠犻狋犺犆．显然有
犃犱狏（&，犘６）－犃犱狏（&，犘５）犘狉［犃狊犽犎犠犻狋犺犆６］．
　　实验犘７：在这个实验中，我们最后一次处理敌
手

&

通过犛犲狀犱询问进行的主动攻击．对于敌手的
犛犲狀犱（犌犼，（犆，犡，犚１））询问，我们返回消息（犌，犢，
犐犇２，犞犛１），其中犞犛１是通过私有的随机预言函数犎′１
计算得到的，其秘密输入为一个随机选择的犕犛．另
外，犣犼（１犼狀）的值我们也随机选择．当敌手返回
消息（犆，犞犛′２，犞犛′３）的时候，我们令网关实例直接拒
绝并且终止协议运行．注意到犓犼在模拟中没有用
到，因此我们可以简化协议的模拟，取消对犓犼的计
算．显然，实验犘７与实验犘６是不可区分的，除非敌
手计算出某一个正确的犓犼值，然后恢复出正确的
犕犛，最后对随机预言函数犎１，犎２，犎３进行询问．敌
手区分的关键在于计算出一个正确的犓犼值并且向
随机预言函数犎询问（犼，犓犼），我们记此事件为
犃狊犽犎犠犻狋犺犌．显然有
犃犱狏（&，犘７）－犃犱狏（&，犘６）犘狉［犃狊犽犎犠犻狋犺犌７］．
　　在实验犘７中，我们现在来计算事件犃狊犽犎犠犻狋犺犆７
和犃狊犽犎犠犻狋犺犌７的概率，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
算敌手破坏协议语义安全的优势．

首先注意到在实验犘７中，我们在模拟的时候完
全没有用到口令的任何信息，口令可以在模拟的最
后阶段来选择．所有被动会话的会话密钥都是随机
选择的，而敌手进行主动攻击的会话都会被拒绝接
受．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敌手在实验犘７区分真实
的会话密钥和随机数不会有任何优势，因此有
犛狌犮犮７＝１／２．事件犃狊犽犎犠犻狋犺犆７实际上对应着敌手
冒充网关欺骗诚实用户的攻击，由于敌手产生的认
证值犞犛１唯一对应着一个犕犛，相应的唯一对应于一
个口令值狆狑犻，由于我们在实验犘３中已经排除了随
机预言函数的碰撞，因此有

犘狉［犃狊犽犎犠犻狋犺犆７］狇犛犲狀犱
'

．
类似的，事件犃狊犽犎犠犻狋犺犌７对应于敌手冒充用

户来欺骗网关的攻击，类似于事件犃狊犽犎犠犻狋犺犆７的
分析，我们有

犘狉［犃狊犽犎犠犻狋犺犌７］狇犛犲狀犱
'

．
综上，定理１得证． 证毕．
定理２（密钥私密性）．　假设&

是一个运行时间
为狋，并且进行了狇犈狓犲犮狌狋犲次犈狓犲犮狌狋犲询问的概率多项
式敌手．如果ＤＤＨ假设在群犌狇中成立，那么敌手&

破坏ＡＧＰＡＫＥ协议的密钥私密性的优势至多为
犃犱狏ａｋｅｒｏｒ

%

，
'

（
&

）２·犃犱狏ＤＤＨ犌狇（犗（狋））．
证明．　假设&犽狆是运行时间至多为狋，进行了

狇犈狓犲犮狌狋犲次犈狓犲犮狌狋犲询问和狇犜犲狊狋次犜犲狊狋犘犪犻狉询问的概
率多项式敌手．下面我们通过调用&犽狆来构造一个
可以解决ＤＤＨ问题的敌手&ＤＤＨ．

设ＤＤＨ实例（犝，犞，犠）是给&ＤＤＨ的输入．&ＤＤＨ
首先根据口令空间

'

的分布为所有的用户选择口
令．&ＤＤＨ随机选择一个随机比特犫用于模拟
犜犲狊狋犘犪犻狉询问，然后&ＤＤＨ将所有的口令告诉敌手
&犽狆并且开始模拟协议的运行．

为了模拟犈狓犲犮狌狋犲（犆犻，犌犼）询问，&ＤＤＨ首先随机
选择四个随机数犪１，犪２，犫１，犫２∈犣狇，然后选择狉１∈
犣狇，计算犡＝犝犪１犵犪２和犚１＝犵狉１犺狆狑犻．&ＤＤＨ然后将消
息（犆，犡，犚１）发送给网关．网关接收到消息（犆，犡，
犚１）后，计算犢＝犞犫１犵犫２并且发送（犆，犡，犚１，犢）给服
务器．&ＤＤＨ正常模拟协议剩余的步骤直到计算
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密钥犓为止，

&ＤＤＨ设置Ｄｉｆｆｉｅ
Ｈｅｌｌｍａｎ密钥犓＝犠犪１犫１·犝犪１犫２·犠犪２犫１·犵犪２犫２，&ＤＤＨ
按照协议的描述完成剩余的模拟．

为了模拟犜犲狊狋犘犪犻狉（犆犻，犌犼）询问，&ＤＤＨ首先检
查敌手

&犽狆是否进行过相同的询问．如果是，则返回
与上次相同的回答；否则

&ＤＤＨ检查犆犻和犌犼是否是
伙伴，如果不是，则返回错误的符号⊥．在犆犻和犌犼是
伙伴的情况下，如果随机比特犫＝１，那么&ＤＤＨ返回
真实的会话密钥狊犽给敌手&犽狆，如果随机比特犫＝０，
那么

&ＤＤＨ返回一个与会话密钥等长的随机数给敌
手

&犽狆．
如果ＤＤＨ实例（犝，犞，犠）是一个Ｄｉｆ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

三元组，那么上面的模拟是完美的，因此
&ＤＤＨ输出１

的概率为１２＋
１
２犃犱狏

ａｋｅｋｐ
%

，
'

（
&犽狆）．如果ＤＤＨ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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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犝，犞，犠）是一个随机的三元组，那么无论犫为０或
者１，返回给敌手&犽狆的都是随机数，因此不会泄露
关于犫的任何信息，此时&ＤＤＨ输出１的概率为１２．

综上，定理２得证． 证毕．
定理３（口令保护）．　假设&

是一个运行时间为
狋，并且进行了狇犛犲狀犱次犛犲狀犱询问的概率多项式敌手，
那么敌手

&

对ＡＧＰＡＫＥ协议进行不可检测在线字
典攻击成功的优势至多为

犃犱狏ａｋｅｕｏｄａ
%

，
'

（
&

）狇犛犲狀犱
'

＋狀犲犵（犾）．
证明．　考虑一个恶意网关&

冒充诚实用户并
且发送接入请求给服务器．根据协议的描述，服务器
应该随机选择狉２∈犣狇和犕犛∈｛０，１｝犾，然后计算
犚２＝犵狉２．对于每一个用户犆犼（１犼狀），还需要计算
犚１，犼＝犚１／犺狆狑犼和犓犼＝（犚１，犼）狉２以及犣犼＝犎（犼，犓犼）
犕犛．最后服务器利用随机数犕犛计算认证值犞犛１＝
犎１（犐犇１犐犇２犕犛）和犞犛２＝犎２（犐犇１犐犇２犕犛），其
中犐犇１＝（犆，犌，犡，犚１，犢），犐犇２＝（犚２，｛犣犼｝１犼狀）．服
务器发送消息（犐犇２，犞犛１，犞犛２）给网关．恶意网关为
了欺骗成功，需要相应地返回一个认证值犞犛′３＝
犎３（犐犇１犐犇２犕犛）．

如果恶意网关
&

对用户的口令猜测错误，那么计
算出的犓犻是错误的，相应的也无法正确恢复出犕犛
的值．除非敌手能够在不询问犎３（犐犇１犐犇２犕犛）的
条件下猜测出犞犛３，否则服务器在接收到认证值犞犛′３
后将会拒绝．但是由于犎３为随机预言函数，因此在
不询问犎３（犐犇１犐犇２犕犛）而正确猜测到犞犛′３的值
的概率是可忽略的．如果恶意网关&

对用户的口令
猜测正确，那么很容易根据协议描述计算出正确的
犞犛′３．但是注意到恶意网关&

从服务器发出的消息
（犐犇２，犞犛１，犞犛２）至多排除一个口令，因此恶意网关&

猜测口令正确的概率至多为狇犛犲狀犱
'

．
因此，恶意网关

&

对ＡＧＰＡＫＥ协议进行不可
检测在线字典攻击成功的概率至多为

犃犱狏ａｋｅｕｏｄａ
%

，
'

（
&

）狇犛犲狀犱
'

＋狀犲犵（犾）．
　　定理４（匿名性）．　匿名的ＡＧＰＡＫＥ协议实现
了用户身份的匿名性，并且一个恶意服务器至多以
１／狀的概率破坏用户的匿名性．

证明．　对于用户犆犻（１犻狀）发送的第一条
消息（犆，犡，犚１），因为狓，狉１是从犣狇中随机选择的，

因此（犆，犡，犚１）在集合犆×犌狇×犌狇上是均匀分布
的；由于所有的犣犼（１犼狀）中使用相同的犕犛，因
此用户犆犻发送的消息（犆，犞′犛２，犞′犛３）不会泄露用
户身份的信息．对于两个用户犆犻和犆犼，显然有
犇犻狊狋［犘（犆犻，犌，犛）］＝犇犻狊狋［犘（犆犼，犌，犛）］，因此
ＡＧＰＡＫＥ协议实现了用户身份的匿名性．

考虑一个恶意的服务器试图通过协议运行获得
用户身份．在用户发送消息（犆，犡，犚１）给服务器后，
服务器如果真实地执行协议，由于犚１是随机的，并
且由于所有的犣犼（１犼狀）中都使用相同的犕犛，那
么服务器不可能有任何优势区分用户的身份．根据
协议的描述，服务器只能通过用户返回的消息
（犆，犞犛′２，犞犛′３）来对用户身份进行猜测，注意到认证
值犞犛′２，犞犛′３中只有一个秘密输入犕犛，因此服务器只
有针对不同的用户犆犻选择不同的秘密值犕犛犻才能
区分用户，但是协议中要求服务器在返回消息的时
候计算出一个认证值犞犛１，但是此时服务器不知道
用户身份的任何信息，因此服务器只能以１／狀的概
率来猜测用户的身份并且返回相应的认证值犞犛１．
由于用户将对认证值犞犛１进行验证，那么服务器猜
测的认证值犞犛１将以狀－１狀的概率无法通过验证，用
户将拒绝协议运行．因此恶意服务器破坏协议中用
户匿名性的优势至多为１／狀． 证毕．

４　性能分析
本节给出本文提出的协议与已有的匿名

ＧＰＡＫＥ协议在计算效率和安全性方面的比较．我
们分别用ＡＩＰ协议和ＷＭＣ协议来表示文献［５］和
文献［１０］中的协议．假设系统中总共有狀个用户．在
计算复杂性方面，只考虑模指数运算而忽略其余的
运算（如哈希函数、模乘等运算），用犲犱犺表示Ｄｉｆｆｉｅ
Ｈｅｌｌｍａｎ模指数运算，用犲狉狊犪表示ＲＳＡ的模指数运
算．一般认为在相同的参数规模下，这两种模指数运
算具有近似的计算代价．在通信复杂性方面，从协议
的通信轮数来比较．在安全性方面，主要从是否可以
抵抗不可检测在线字典攻击、匿名性的强弱、是否实
现双向认证以及安全性证明基于的困难性假设几方
面进行衡量．用ＵＯＤＡ表示不可检测在线字典攻
击，用ＰＣＤＤＨ表示基于口令的选择基判定性ＤＤＨ
假设［５］，用ＲＳＡ表示ＲＳＡ假设．ＡＧＰＡＫＥ协议效
率和安全性比较的结果见表１和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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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犃犌犘犃犓犈协议的效率比较
比较的协议 计算复杂度

用户 网关 服务器
通信复杂度
消息轮数

ＡＩＰ协议［５］ ４犲犱犺 ３犲犱犺 ３狀犲犱犺 ４
ＷＭＣ协议［１０］ ４犲狉狊犪 ２犲狉狊犪 ２狀犲狉狊犪 ８
ＡＧＰＡＫＥ协议 ４犲犱犺 ２犲犱犺 （狀＋１）犲犱犺 ６

表２　犃犌犘犃犓犈协议的安全性比较
比较的协议 ＵＯＤＡ匿名性双向认证 困难性假设
ＡＩＰ协议［５］ 否 弱 否 ＤＤＨ，ＰＣＤＤＨ
ＷＭＣ协议［１０］ 是 弱 是 ＲＳＡ
ＡＧＰＡＫＥ协议 是 强 是 ＤＤＨ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在计算代价方面，
ＡＧＰＡＫＥ协议在用户端和网关端的计算量和已有
协议大致相同，但是在服务器端ＡＧＰＡＫＥ协议只
需要狀＋１个指数运算，远少于ＡＩＰ协议和ＷＭＣ
协议中所需要的指数运算．通常在服务器进行注册
的用户个数狀都比较大，因此ＡＧＰＡＫＥ协议的计
算效率与已有的匿名ＧＰＡＫＥ协议相比具有明显的
优势．在通信轮数方面ＡＧＰＡＫＥ协议比ＷＭＣ协
议少两轮．但比ＡＩＰ协议多了两轮．在安全性方面，
ＡＧＰＡＫＥ协议可以抵抗不可检测在线字典攻击、实
现了双向认证并且具有强匿名性，具有最强的安全
性．ＡＩＰ协议不能抵抗不可检测在线字典攻击并且
匿名性较弱，如果ＡＩＰ协议想要达到与ＡＧＰＡＫＥ
协议相同的安全性，至少还需要增加两轮通信．最
后，ＡＧＰＡＫＥ协议还有一个优势，即安全性基于标
准的ＤＤＨ假设，而ＡＩＰ协议还需要用到非标准的
ＰＣＤＤＨ假设．

５　结　语
本文研究如何设计具有强匿名性、安全高效的

ＧＰＡＫＥ协议．利用匿名认证协议的思想，基于Ｄｉｆ
ｆｉｅＨｅｌｌｍａｎ密钥交换设计了一个具有强匿名性、
安全高效的ＧＰＡＫＥ协议．与已有协议相比，新协议
可以实现用户身份对恶意敌手、网关和服务器的强
匿名保护，可以抵抗不可检测在线字典攻击，并且实
现了双向认证，因此具有更强的安全性；此外，新协
议在相同通信效率的条件下，在计算效率方面具有
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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