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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

方安全计算方法及系统，该方法的参与者有两

个；每个参与者拥有自己的集合，参与双方自己

除了知道自己集合中的元素外，并不能获得别人

集合中的元素信息；参与双方通过两方安全计

算；最终获得双方集合交集元素信息。本发明首

先进行初始化；然后协商公共参数；接着保密发

送一方保密拥有的集合；接着保密发送另一方保

密拥有的集合；然后计算集合交集索引；最后公

布交集。本发明提到的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际两方

安全计算方法特别适用于通信双方安全传输数

据，并且具有安全性高、计算复杂性低，具有很高

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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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方安全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基于两个参与者，分别是

参与者P0和参与者P1，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初始化，具体是初始化参与者P0持有的集合X，以及参与者P1持有的集合Y；

步骤2：协商公共参数，具体是参与者P0生成公共参数param，并将公共参数param发送给

参与者P1；

步骤3：保密发送集合X，具体是参与者P0将持有的集合X进行加密，并将加密后的集合参

数发送给参与者P1；

步骤4：保密发送集合Y，具体是参与者P1将持有的集合Y进行加密，并将加密后的集合参

数发送给参与者P0；

步骤5：计算交集索引，具体是参与者P0根据参与者P1传送过来的加密后的集合参数计

算交集索引，并根据计算结果发送符合条件的交集索引给参与者P1；

步骤6：公布交集，具体是参与者P1根据P0发送的交集索引计算集合交集，并将符合条件

的集合交集发送给参与者P0；

步骤1的具体实现包括以下子步骤：

步骤1.1：参与者P0持有大小为d的集合X，d是集合的势；P0将自己集合X＝(x1,...,xd)用

一个d次的多项式Q(x)＝q0+q1x+...+qdx
d表示，qi∈Zp(i＝0,...,d)，qi代表多项式每一项

系数，Zp表示模p的同余类集合，其中p为素数；

步骤1.2：参与者P1持有大小为m的集合Y＝(y1,...,ym)；

步骤2的具体实现包括以下子步骤：

步骤2.1：参与者P0生成(G,p′,g)作为公共参数param，其中G是循环群，g是群G的生成

元，群G中每一个元素都能由g的幂次方表示，p′表示群G的阶，即群中元素的个数；

步骤2.2：参与者P0将param发送给参与者P1；

步骤3的具体实现包括以下子步骤：

步骤3.1：参与者P0选取一个随机数 生成一个d次多项式

R(x)＝r0+r0x+...+r0x
d， 代表模p的非零同余类集合，其中p为素数；

步骤3.2：参与者P0利用多项式R(x)对根据自己集合形成的多项式Q(x)进行隐藏，形成

混淆的多项式 隐藏的多项式Q'(x)每一项系数为

将每项系数表示为

步骤3.3：参与者P0将系数 发送给参与者P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方安全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4的具体实现包括以下子步骤：

步骤4.1：参与者P1随机的从集合Y中选取n个元素yj，其中，1≤j≤n,m＜n，m为集合Y的

元素总个数，记录每个j值对应的元素yj，n＞m表示随机取出的元素个数比集合Y中元素个

数多，参与者P1需保证集合Y中的元素全部被选取且有一个或者多个元素被重复选择；

步骤4.2：对于每一个被选出来的元素yj，P1都选取一个较大的随机数rj，rj≠0，然后根

据参与者P0传送过来的多项式系数 计算多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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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

步骤4.3：参与者P1根据选取的大随机数rj计算 的值；

步骤4.4：参与者P1将计算后的 Sj发送给参与者P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方安全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5的具体实现包括以下子步骤：

步骤5.1：参与者P0根据参与者P1传送过来的Sj值，然后结合步骤3.1中选取的随机数r0

计算 对于所有1≤j≤n，当且仅当 记录j值；

步骤5.2：参与者P0将满足条件的j值发送给P1，若果没有任何满足条件的j值，则发送0

给P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方安全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6的具体实现包括以下子步骤：

步骤6.1：参与者P1根据P0发送过来的j值，若j≠0，则P1选取对应的yj放入集合I，若j＝

0，则令集合

步骤6.2：参与者P1过滤掉集合I中重复的元素后，由所剩余元素组成两者集合交集I'；

步骤6.3：参与者P1将两者集合交集I'发送给参与者P0。

5.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所述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方安全计算方法的系统，其特征在

于，基于两个参与者，分别是参与者P0和参与者P1，包括：

初始化模块：用于初始化参与者P0持有的集合X，以及参与者P1持有的集合Y；

协商模块：用于协商公共参数，具体是参与者P0生成公共参数param，并将公共参数

param发送给参与者P1；

加密模块：用于加密并发送集合X和集合Y，具体是参与者P0将持有的集合X进行加密，并

将加密后的集合参数发送给参与者P1；参与者P1将持有的集合Y进行加密，并将加密后的集

合参数发送给参与者P0；

交集索引计算模块：用于参与者P0根据参与者P1传送过来的加密后的集合参数计算交

集索引，并根据计算结果发送符合条件的交集索引给参与者P1；

公布交集计算模块：用于参与者P1根据P0发送的交集索引计算集合交集，并将符合条件

的集合交集发送给参与者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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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方安全计算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计算机网络通信中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领域，涉及一种隐私保护的集

合交集计算方法。具体涉及一种在不泄露双方私有集合元素信息的前提下，结合多项式性

质和离散对数困难问题的隐私保护下集合交集计算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物联网、移动计算、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兴起及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正

在发生巨大改变。这些新的数据处理技术为整个杜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隐私信

息和保密数据的泄露事件也在频繁发生，制约着新型数据处理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因此，大

数据时代的隐私保护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大数据隐私保护领域中，安全多方计算

(Secure  multi‑party  computation,SMC)是其中一种很重要的技术手段，安全多方计算是

密码学的基础问题之一，它考虑的问题为：n个相互不信任的参与方共同计算某函数f

(x1,...,xn)＝(o1,...on)，每个参与方pi拥有秘密输入xi，通过计算获取其输出oi但不能获

知任何其他信息。SMPC是现代密码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它考虑的问题足够抽象，基本概括了

密码学领域绝大部分高层协议，如认证协议、在线支付协议、公平交换协议、拍卖协议、选举

协议、隐私保护的数据查询/数据挖掘等等。

[0003] 隐私保护集合交集(private  set  intersection,PSI)计算属于安全多方计算领

域的特定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很强的应用背景，集合交集协议是集合安

全运算中重要的技术之一，它被广泛应用于数据挖掘，社交网络等众多领域。集合交集安全

计算协议保证参与者在不泄露自己隐私数据的基础上，一方或者多方共同计算出集合的交

集，参与者除了得到集合的交集外，不能得到任何多余数据。如何使参与者更加安全、高效

的进行隐私保密求集合交集，是隐私保密集合交集计算技术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技术要素。

[0004] 目前隐私保密计算集合交集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类，基于不经意多项式、基于不

经意伪随机方程、基于盲签名、基于Bloom  Filter。一方面，在过去的隐私保护集合交集计

算协议中，一般是基于半诚实模型甚至是恶意模型，有些传统的隐私保护集合交集计算协

议的安全性不够高，参与者能够通过一些多余计算得到除交集外的多余元素信息。另一方

面，有些隐私保护集合交集计算协议存在计算量大，求解速度慢等问题。因此设计出一种安

全性高、计算复杂性低的隐私保护集合交集计算方法具有很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多项式性质的隐私保护的集合

交集计算方法。

[0006] 本发明的方法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方安全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基于两个参与者，分别

是参与者P0和参与者P1，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1：初始化，具体是初始化参与者P0持有的集合X，以及参与者P1持有的集合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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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步骤2：协商公共参数，具体是参与者P0生成公共参数param，并将公共参数param

发送给参与者P1；

[0010] 步骤3：保密发送集合X，具体是参与者P0将持有的集合X进行加密，并将加密后的

集合参数发送给参与者P1；

[0011] 步骤4：保密发送集合Y，具体是参与者P1将持有的集合Y进行加密，并将加密后的

集合参数发送给参与者P1；

[0012] 步骤5：计算交集索引，具体是参与者P0根据参与者P1传送过来的加密后的集合参

数计算交集索引，并根据计算结果发送符合条件的交集索引给参与者P1；步骤6：公布交集，

具体是参与者P1根据P0发送的交集索引计算集合交集，并将符合条件的集合交集发送给参

与者P0。

[0013] 在上述的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方安全计算方法，步骤1的具体实现包括以

下子步骤：

[0014] 步骤1.1：参与者P0持有大小为d的集合X，d是集合的势；P0将自己集合X＝(x1,...,

xd)用一个d次的多项式Q(x)＝q0+q1x+...+qdx
d表示，qi∈Zp(i＝0,d..，.q,i代)表多项式每

一项系数，Zp表示模p的同余类集合，其中p为素数；

[0015] 步骤1.2：参与者P1持有大小为m的集合Y＝(y1,...,ym)。

[0016] 在上述的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方安全计算方法，步骤2的具体实现包括以

下子步骤：

[0017] 步骤2.1：参与者P0生成(G,p,g)作为公共参数param，其中G是循环群，g是群G的生

成元，群G中每一个元素都能由g的幂次方表示，p表示群G的阶，即群中元素的个数；

[0018] 步骤2.2：参与者P0将param发送给参与者P1。

[0019] 在上述的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方安全计算方法，步骤3的具体实现包括以

下子步骤：

[0020] 步骤3.1：参与者P0选取一个随机数 生成一个d次多项式R(x)＝0r+r0x

+...+0r
dx， 代表模p的非零同余类集合，其中p为素数；

[0021] 步骤3.2：参与者P0利用多项式R(x)对根据自己集合形成的多项式Q(x)进行隐藏，

形成混淆的多项式 隐藏的多项式Q'(x)每一项系数为

将每项系数表示为

[0022] 步骤3.3：参与者P0将系数 发送给参与者P1。

[0023] 在上述的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方安全计算方法，步骤4的具体实现包括以

下子步骤：

[0024] 步骤4.1：参与者P1随机的从集合Y中选取n个元素yj，其中，1≤j≤n,m＜n，m为集合

Y的元素总个数，记录每个j值对应的元素yj，n＞m表示随机取出的元素个数比集合Y中元素

个数多，参与者P1需保证集合Y中的元素全部被选取且有一个或者多个元素被重复选择；

[0025] 步骤4.2：对于每一个被选出来的元素yj，P1都选取一个较大的随机数rj(rj≠0)，

然后根据参与者P0传送过来的多项式系数 计算多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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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

[0026] 步骤4.3：参与者P1根据选取的大随机数rj计算

的值；

[0027] 步骤4.4：参与者P1将计算后的 Sj发送给参与者P0。

[0028] 在上述的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方安全计算方法，步骤5的具体实现包括以

下子步骤：

[0029] 步骤5.1：参与者P0根据参与者P1传送过来的Sj值，然后结合步骤3.1中选取的随机

数r0计算 对于所有1≤j≤n，当且仅当 记录j

值；

[0030] 步骤5.2：参与者P0将满足条件的j值发送给P1，若果没有任何满足条件的j值，则发

送0给P1。

[0031] 在上述的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方安全计算方法，步骤6的具体实现包括以

下子步骤：

[0032] 步骤6.1：参与者P1根据P0发送过来的j值，若j≠0，则P1选取对应的yj放入集合I，

若j＝0，则令集合

[0033] 步骤6.2：，参与者P1过滤掉集合I中重复的元素后，由所剩余元素组成两者集合交

集I'；

[0034] 步骤6.3：参与者P1将两者集合交集I'发送给参与者P0。

[0035] 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方安全计算系统，其特征在于，基于两个参与者，分别

是参与者P0和参与者P1，包括：

[0036] 初始化模块：用于初始化参与者P0持有的集合X，以及参与者P1持有的集合Y；

[0037] 协商模块：用于协商公共参数，具体是参与者P0生成公共参数param，并将公共参

数param发送给参与者P1；

[0038] 加密模块：用于加密并送集合X和集合Y，具体是参与者P0将持有的集合X进行加

密，并将加密后的集合参数发送给参与者P1；参与者P1将持有的集合Y进行加密，并将加密后

的集合参数发送给参与者P1；

[0039] 交集索引计算模块：用于参与者P0根据参与者P1传送过来的加密后的集合参数计

算交集索引，并根据计算结果发送符合条件的交集索引给参与者P1；

[0040] 公布交集计算模块：用于参与者P1根据P0发送的交集索引计算集合交集，并将符合

条件的集合交集发送给参与者P0。

[0041]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计算方法，本发明方法与现有的技术相比

有如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1、本发明提出的集合交集计算方法比传统的隐私保护的集合交

集的计算效率更高，参与者P0构造用来对Q(x)＝q0+q1x+...+qdx
d进行隐藏的多项式R(x)＝

r0+r0x+...+r0x
d，是一个等比数列，其多项的和是R(x)＝r0(1‑x

d+1)/(1‑x)，多项式R(x)不仅

起到隐藏多项式Q(x)的效果，而且比较起传统的用多个随机数r0'，r1'，...，rd'来隐藏多项

式Q(x)计算更简单高效。2、本发明提出的集合交集计算方法比传统的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

的计算方案安全性更高，根据离散对数困难问题，对于给定的 求q0,q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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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是困难的，因此，P1从信息、、 中得不到关于集合X的多

项式系数q0,q1 ,...,qd信息；同理，P0从信息 中也得不到集合Y的任何信息，否则离散对

数困难问题将被攻破。

附图说明

[0042] 图1是本发明实例化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为了便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理解和实施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及实例化对本发

明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实施示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44] 请见图1，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计算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5] 步骤1：初始化；

[0046] 步骤1.1：参与者P0持有大小为d的集合X，d是集合的势。P0将自己集合X＝(x1,...,

xd)用一个d次的多项式Q(x)＝q0+q1x+...+qdx
d表示，qi∈Zp(i＝0,...,d)，qi代表多项式每

一项系数，Zp表示模p的同余类集合，其中p为素数；

[0047] 步骤1.2：参与者P1持有大小为m的集合Y＝(y1,...,ym)。

[0048] 步骤2：协商公共参数；

[0049] 步骤2.1：参与者P0生成(G,p,g)作为公共参数param，其中G是循环群，g是群G的生

成元，群G中每一个元素都能由g的幂次方表示，p表示群G的阶，即群中元素的个数；

[0050] 步骤2.2：参与者P0将param发送给参与者P1。

[0051] 步骤3：保密发送集合X；

[0052] 步骤3.1：参与者P0选取一个随机数 生成一个d次多项式R(x)＝0r+r0x

+...+0r
dx， 代表模p的非零同余类集合，其中p为素数；

[0053] 步骤3.2：参与者P0利用多项式R(x)对根据自己集合形成的多项式Q(x)进行隐藏，

形成混淆的多项式 隐藏的多项式Q'(x)每一项系数为

将每项系数表示为

[0054] 步骤3.3：参与者P0将系数 发送给参与者P1。

[0055] 步骤4：保密发送集合Y

[0056] 步骤4.1：参与者P1随机的从集合Y中选取n个元素yj，其中，1≤j≤n,m＜n，m为集合

Y的元素总个数，记录每个j值对应的元素yj，n＞m表示随机取出的元素个数比集合Y中元素

个数多，参与者P1需保证集合Y中的元素全部被选取且有一个或者多个元素被重复选择；

[0057] 步骤4.2：对于每一个被选出来的元素yj，P1都选取一个较大的随机数rj(rj≠0)，

然后根据参与者P0传送过来的多项式系数 计算多项式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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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步骤4.3：参与者P1根据选取的大随机数rj计算

的值；

[0059] 步骤4.4：参与者P1将计算后的Cyj，Sj发送给参与者P0。

[0060] 步骤5：计算交集索引

[0061] 步骤5.1：参与者P0根据参与者P1传送过来的Sj值，然后结合自己选取的大随机数

r0计算 对于所有l≤j≤W，当且仅当 记录j

值；

[0062] 步骤5.2：参与者P0将满足条件的j值发送给P1，若果没有任何满足条件的j值，则发

送0给P1。

[0063] 步骤6：公布交集

[0064] 步骤6.1：参与者P1根据P0发送过来的j值，若j≠0，则P1选取对应的yj放入集合I，

若j＝0，则令集合

[0065] 步骤6.2：，参与者P1过滤掉集合I中重复的元素后，由所剩余元素组成两者集合交

集I'；

[0066] 步骤6.3：参与者P1将两者集合交集I'发送给参与者P0。

[0067]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隐私保护的集合交集两方安全计算系统，基于两个参与者，

分别是参与者P0和参与者P1，包括：

[0068] 初始化模块：用于初始化参与者P0持有的集合X，以及参与者P1持有的集合Y；

[0069] 协商模块：用于协商公共参数，具体是参与者P0生成公共参数param，并将公共参

数param发送给参与者P1；

[0070] 加密模块：用于加密并送集合X和集合Y，具体是参与者P0将持有的集合X进行加

密，并将加密后的集合参数发送给参与者P1；参与者P1将持有的集合Y进行加密，并将加密后

的集合参数发送给参与者P1；

[0071] 交集索引计算模块：用于参与者P0根据参与者P1传送过来的加密后的集合参数计

算交集索引，并根据计算结果发送符合条件的交集索引给参与者P1；

[0072] 公布交集计算模块：用于参与者P1根据P0发送的交集索引计算集合交集，并将符合

条件的集合交集发送给参与者P0。

[0073] 本发明满足完整性、正确性、可用性。这种隐私保护交集计算方法保证双方各自数

据不被泄露的前提下，计算两者数据集合的交集，参与双方只能得到两者交集，且不能靠计

算或者推测得到除此之外对方的任何元素信息，确保了双方信息的安全保密。除此之外，比

起传统的隐私保护集合交集计算协议，本发明计算更加简单方便，具有计算效率高、复杂性

低的优点；同时，根据离散对数困难问题，对于给定的 求q0,q1,...,qd在计算

上是不可行的，加上参与者随机选择的随机数r0,rj，使得该发明的安全性更高，保证该隐私

保护的集合交集计算方法能够在恶意参与者存在的条件下安全的计算出集合的交集，较之

同类方案安全性更高。

[0074] 应当理解的是，本说明书未详细阐述的部分属于现有技术。

[0075] 应当理解的是，上述针对较佳实施例的描述较为详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是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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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保护范围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发明权

利要求书所保护的范围情况下，还可以做出替换或变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本

发明的请求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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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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