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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无证书环境的可否

认认证的加密方法和系统，利用发送者的私钥生

成对称密钥，并生成对消息的可否认认证的密

文；接收者利用自己的私钥验证对称密钥的合法

性；如果对称密钥合法，则解密出原始消息；否

则，拒绝该对称密钥。本发明实现基于无证书环

境的可否认认证的加密通信，为基于无证书环境

的用户提供端到端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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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无证书环境的可否认认证的加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1：设定系统参数，所述系统参数包括选择的安全参数k、加法群G1和乘法群G2的阶

q、加法群G1的生成元P、加法群G1、乘法群G2、无证书环境的密钥生成中心生成的主公钥Ppub、

主私钥s以及用于无证书环境可否认认证加密解密的双线性对e和哈希函数hash；

步骤2：密钥生成中心根据主私钥s和用户提交的身份信息ID，生成用户的部分私钥DID；

无证书环境的用户联合其部分私钥DID和自己的秘密值xID生成自身的完全私钥SID，同时利

用秘密值xID生成其公钥PKID；

步骤3：无证书环境的发送者获取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和接收者的公钥PKB，根据自身

的身份信息IDA、公钥PKA、完全私钥S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接收者的公钥PKB以及无证书

环境的密钥生成中心生成的主公钥Ppub，通过双线性对e和哈希函数hash运算生成对称密钥

K，同时生成内部状态信息ω；

对称密钥K表达式如下：

K＝H2(r,T,IDA,IDB,PKA,PKB)；

其中H2为哈希函数，T为双线性对，

内部状态信息ω＝(r,T,SA,IDA,IDB,PKA,PKB)；

步骤4：发送者根据对称密钥K和消息m生成密文c，并根据密文c、标签τ、发送者的身份

信息IDA、发送者的公钥PKA、发送者的完全私钥S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接收者的公钥PKB
和消息m，通过异或、哈希函数、点乘、点加和双线性对运算执行加密过程；

步骤5：接收者根据标签τ、密文c、发送者的身份信息IDA、发送者的公钥PKA、接收者的身

份信息IDB、接收者的公钥PKB和接收者的完全私钥SB，通过双线性对、哈希函数、点乘和异或

运算执行解密过程，若验证通过，则输出对称密钥并恢复出原始消息，否则拒绝该对称密

钥；

步骤4中加密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4.1)计算由对称密钥K和消息m生成的密文c，表达式为：

c＝DEM.EK(m)；

(4.2)计算由密文c、标签τ、双线性对T、发送者的公钥PKA、接收者的公钥PKB以及发送者

生成的秘密值xA与接收者的公钥PKB的乘积构成的hash值h，表达式如下：计算h＝H3(c,τ,T,

PKA,PKB,xA  PKB)；

(4.3)利用hash值h与发送者部分私钥DA的乘积，加上发送者的随机数r和主公钥Ppub的

乘积，生成签名V，表达式为：V＝hDA+rPpub，

(4.4)计算由签名V和接收者的部分公钥QB构成的双线性对W，

表达式为：W＝e(V,QB)，

其中接收者的部分公钥QB的表达式为：QB＝H1(IDB)；

(4.5)计算承诺S，表达式为：S＝hQB；

(4.6)输出可否认认证的密文：σ＝(c,W,S)；

步骤5中解密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接收者在收到密文σ＝(c,W,S)时，执行以下步骤：

(5.1)计算T’＝W/e(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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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计算h’＝H3(c,τ,T’,PKA,PKB,xB  PKA)；

(5.3)计算S’＝h’QB，如果S’＝S，输出对称密钥K＝H2(r,T’,IDA,IDB,PKA,PKB)，并计算

出消息m＝DEM.DK(c)；如果不成立，拒绝该对称密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具体包括如下：

密钥生成中心计算用户的部分私钥DID，表达式为：DID＝sQID，其中s为密钥生成中心随

机选择的主私钥， 为阶为q的无零元的有限域；

QID为用户身份信息的hash值，表达式为QID＝H1(ID)，ID为用户提交给密钥生成中心的

身份信息；

用户随机选择 作为秘密值；

用户根据部分私钥DID和秘密值xID设置完全私钥SID＝(DID,xID)；

用户计算公钥PKID＝xIDP。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具体包括：

步骤3.1：生成一个随机数r，并根据随机数r、主公钥Ppub以及接收者身份信息IDB的哈希

值计算双线性对T；

步骤3.2：计算由随机数r、双线性对T、发送者的身份信息ID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发

送者的公钥PKA、接收者的公钥PKB构成的hash值，也即对称密钥K；

步骤3.3：输出对称密钥K和内部状态信息w，所述内部状态信息w包括发送者完全私钥

SA、随机数r、双线性对T、发送者的身份信息ID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发送者的公钥PKA和

接收者的公钥PKB。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密方法，其特征在于，

根据对称密钥K和消息m生成密文c的方法为：

发送者采用数据封装机制DEM对消息m和对称密钥K进行加密生成封装后的密文c，表达

式为：

c＝DEM.EK(m)；

对密文c解密得到消息m的表达式为：

m＝DEM.DK(c)。

5.一种基于无证书环境的可否认认证的加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无证书

系统参数设置模块：用于设定系统参数，所述系统参数包括选择的安全参数k、加法群G1和

乘法群G2的阶q、加法群G1的生成元P、加法群G1、乘法群G2、无证书环境的密钥生成中心生成

的主公钥Ppub、主私钥s以及用于无证书环境可否认认证加密解密的双线性对e和哈希函数

hash；

无证书环境用户密钥生成模块：用于密钥生成中心根据主私钥s和用户提交的用户身

份信息ID，生成用户的部分私钥DID；无证书环境的用户联合部分私钥DID和自己的秘密值xID
生成自身的完全私钥SID，同时利用秘密值xID生成其公钥PKID；

对称密钥生成模块：无证书环境的发送者获取接收者的身份IDB和接收者的公钥PKB，根

据自身的身份信息IDA、公钥PKA、完全私钥S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接收者的公钥PKB以及

无证书环境的密钥生成中心生成的主公钥Ppub，通过双线性对和哈希函数运算生成对称密

钥K，同时生成内部状态信息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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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密钥K表达式如下：

K＝H2(r,T,IDA,IDB,PKA,PKB)；

其中H2为哈希函数，T为双线性对，

内部状态信息ω＝(r,T,SA,IDA,IDB,PKA,PKB)；

封装模块：用于发送者根据对称密钥生成模块生成的对称密钥K、消息m生成密文c，并

根据密文c、标签τ、发送者的身份信息IDA、发送者的公钥PKA、发送者的完全私钥SA、接收者

的身份信息IDB、接收者的公钥PKB和消息m，通过异或、哈希函数、点乘、点加和双线性对运算

执行加密过程；加密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4.1)计算由对称密钥K和消息m生成的密文c，表达式为：

c＝DEM.EK(m)；

(4.2)计算由密文c、标签τ、双线性对T、发送者的公钥PKA、接收者的公钥PKB以及发送者

生成的秘密值xA与接收者的公钥PKB的乘积构成的hash值h，表达式如下：计算h＝H3(c,τ,T,

PKA,PKB,xA  PKB)；

(4.3)利用hash值h与发送者部分私钥DA的乘积，加上发送者的随机数r和主公钥Ppub的

乘积，生成签名V，表达式为：V＝hDA+rPpub，

(4.4)计算由签名V和接收者的部分公钥QB构成的双线性对W，表达式为：W＝e(V,QB)，

其中接收者的部分公钥QB的表达式为：QB＝H1(IDB)；

(4.5)计算承诺S，表达式为：S＝hQB；

(4.6)输出可否认认证的密文：σ＝(c,W,S)；

解封装模块：用于接收者根据标签τ、密文c、发送者的身份信息IDA、发送者的公钥PKA、

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接收者的公钥PKB和接收者的完全私钥SB，通过双线性对、哈希函数、

点乘和异或运算执行解密过程，若验证通过，则输出对称密钥并恢复消息，否则拒绝该对称

密钥，

解密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接收者在收到密文σ＝(c,W,S)时，执行以下步骤：

(5.1)计算T’＝W/e(S,DB)；

(5.2)计算h’＝H3(c,τ,T’,PKA,PKB,xB  PKA)；

(5.3)计算S’＝h’QB，如果S’＝S，输出对称密钥K＝H2(r,T’,IDA,IDB,PKA,PKB)，并计算

出消息m＝DEM.DK(c)；如果不成立，拒绝该对称密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否认认证的加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对称密钥生成模块

包括：

双线性T计算模块：用于生成一个随机数r，并根据随机数r、主公钥Ppub以及接收者身份

信息IDB的哈希值QB计算双线性对T；

对称密钥生成模块：计算由随机数r、双线性T计算模块生成的双线性对T、发送者的身

份信息ID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发送者的公钥PKA、接收者的公钥PKB构成的hash值，也即

对称密钥K；

对称密钥K和内部状态信息w输出模块：用于输出对称密钥生成模块生成的对称密钥K

和内部状态信息w，所述内部状态信息w包括发送者完全私钥SA、随机数r、双线性对T、发送

者的身份信息ID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发送者的公钥PKA和接收者的公钥PKB。

权　利　要　求　书 3/3 页

4

CN 110113150 B

4



基于无证书环境的可否认认证的加密方法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无证书环境的可否认认证的加密方法和系统，属于加密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认证的加密(Authenticated  Encryption,AE)方案分为对称的AE和非对称的AE，

它可同时实现两种安全目标：保密性和认证性。对称的AE通过使用密钥K1的哈希函数和使

用密钥K2的安全加密算法来实现AE。在对称的AE中，密钥K1和密钥K2需要提前协商好。对称

AE的认证性是可否认的认证，因为发送者和接收者都可以产生相同的密文。也就是说，接收

者可以产生一个和发送者在概率上不可区分的密文。非对称的AE在一个逻辑步骤内实现了

公钥加密和数字签名两种算法，可以大大减少计算和通信开销。但是，非对称的AE不能自动

实现可否认的认证，因为只有发送者能产生一个有效的密文。也就是说，非对称的AE可以实

现不可否认性。所以，对于认证性，对称的AE和非对称的AE是完全不同的。对称的AE是可否

认的，而非对称的AE是不可否认的。

[0003] 可否认的认证不同于传统的认证，它有两个主要的特点：(1)指定的接收者能够确

定给定消息的来源；(2)指定的接收者不能向任意第三方证明给定消息的来源。可否认的认

证可以应用在很多具体的方面，比如，电子选票系统中的无胁迫投票、网络上的安全协商以

及基于编码器的安全系统。但是在这些协议中，消息都是以明文的形式进行传输的，容易造

成隐私泄露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带有保密性的可否认的认证协议被提出[Harn ,

L.and  Ren,J.(2008) .Design  of  fully  deniable  authentication  service  for  e‑mail 

applications .Communications  Letters ,12(3) ,219‑221 .]。2016年，Li等人[Li ,F .,

Zhong,D.,&Takagi,T.(2016) .Efficient  Deniably  Authenticated  Encryp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E‑Mail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Forensics  and 

Security,11(11) ,2477‑2486.]提出了可否认认证的加密协议，并把该协议应用在电子邮

件系统中。随后，Li等人[Li ,F .,Zheng ,Z .,&Jin ,C .(2016) .Identity‑based  deniable 

a u t h e n t i c a t e d  e n c r y p t i o n  a n d  i t s  a p p l i c a t i o n  t o  e ‑ m a i l 

system.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62(4) ,625‑639.]提出了使用tag‑KEM和DEM混合方

式构造的基于身份的可否认认证的加密协议，并给出了安全性证明。Jin和Zhao[Jin,C.,&

Zhao ,J .(2017) .Efficient  and  Short  Identity‑Based  Deniable  Authenticated 

Encryption .In  proc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oud  Computing  and 

Security,pp.244‑255.]提出了一个基于身份的可否认认证的加密协议。与已有的协议相

比，他们的协议在计算和通信开销方面都具有优势。Ahene等人[Ahene,E.,Jin,C.,&Li,F.

(2018) .Certificateless  deniably  authenticated  encryp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e‑voting  system.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1‑18.]提出了一个基于无证书环境的

可否认认证的加密协议，他们的协议既可以避免基于PKI的公钥证书管理问题，又可以避免

基于身份的密钥托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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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在密码学中，有三种公钥认证的方法：基于公钥基础设施(Pu bli c  K ey 

Inf rastructure ,PKI)的方法、基于身份(Identity‑Based)的方法和无证书

(Certificateless)方法。在基于PKI的密码系统中，一个可信的第三方CA签发与每个用户

公钥相关的公钥证书，包括证书的颁发、存储、撤销等。每个用户在使用任何公钥前都需要

先验证公钥证书的合法性，增加了用户的计算开销。

[0005] 为了解决公钥证书管理的问题，Shamir于1984年首次提出了基于身份的密码体制

的概念[Shamir  A.Identity‑based  cryptosystems  and  signature  schemes.Advances 

in  Cryptology‑CRYPTO’84,LNCS  196,1985:47‑53.]。在基于身份的密码体制中，用户的公

钥可以根据用户的身份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E‑mail地址等)直接计算出

来，用户的私钥则是由一个称为私钥生成中心(private  key  generator,PKG)的可信第三

方生成。但是，基于身份的密码体制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所有用户的私钥都由PKG生成。PKG

知道所有用户的私钥，不可避免的引起密钥托管问题。

[0006] 为了克服基于身份密码体制中的密钥托管问题，Al‑Riyami和Paterson提出了无

证书密码体制(certificateless  cryptography)的概念[Al‑Riyami  S  S ,Paterson  K 

G .Certificateless  public  key  cryptography .Advances  in  Cryptology‑ASIACRYPT 

2003,LNCS  2894,2003:452‑473.]。在这种密码体制中，用户的私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

是用户自己选择的秘密值，另一部分是由密钥生成中心(key  generating  centre,KGC)根

据用户的身份信息计算的部分私钥。也就是说，用户需要联合KGC生成的部分私钥和自己的

秘密值来生成完全私钥。因此，KGC并不知道用户的完全私钥，从而消除了密钥托管问题。而

用户的公钥通常利用秘密值来生成，不需要额外的公钥证书。

[0007] 对于大容量的消息来说，实现秘密通信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使用混合加密技术。混

合加密把加密进程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使用公钥技术来加密一次性对称密钥；另一部分

使用对称密钥来加密真正的消息。在这种构造下，公钥部分被称为密钥封装机制(key 

encapsulation  mechanism ,KEM)，对称部分被称为数据封装机制(data  encapsulation 

mechanism,DEM)。2003年，Cramer  and  Shoup(Cramer,R.,&Shoup,V.(2003) .Design  and 

analysis  of  practicalpublic‑key  encryption  schemes  secure  against  aadaptive 

chosenciphertext  attack.SIAM  Journal  on  Computing,33(1) ,167‑226.)首次对混合的

KEM‑DEM构造进行了形式化的安全性分析。2008年，Abe  et  al .(Abe ,M .,Gennaro ,R .,&

Kurosawa ,K.(2008) .Tag‑KEM/DEM:A  new  framework  for  hybrid  encryption.Journal 

of  Cryptology,21(1) ,97‑130.)在KEM中加入了一个标签tag。这样的构造使得方案的描述

更加简单，并且具有更好的一般性安全规约。Bentahar  et  al.(Bentahar,K.,Farshim,P.,

Malone‑Lee,J.,&Smart,N.P.(2008) .Generic  constructions  of  identity‑based  and 

certificateless  KEMs.Journal  of  Cryptology,21(2) ,178‑199.)将KEM扩展到基于身份

的环境中，并且提出了很多有效的基于身份的KEM方案。2014年，Abdalla等人(Abdalla,M.,

Catalano ,D .,&Fiore ,D .(2014) .Verifiable  random  functions:Relations  to 

identity‑based  key  encapsulation  and  new  constructions.Journal  of  Cryptology,

27(3) ,544‑593.)提出了可变的随机函数和基于身份的KEM之间的关系。

[0008] 上述可否认认证的加密方法都没有讨论基于无证书环境的采用tag‑KEM和DEM混

合方式的可否认认证的加密方法。因此，很有必要发明一种新的可否认认证的加密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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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基于无证书环境的安全通信问题。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目的在于克服以上现有技术中的不足，实现基于无证书环境的可否认认证

的加密通信，为基于无证书环境的用户提供端到端的安全保障。

[0010]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1] 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无证书环境的可否认认证的加密方法，所述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2] 步骤1：设定系统参数，所述系统参数包括选择的安全参数k、加法群G1和乘法群G2
的阶q、加法群G1的生成元P、加法群G1、乘法群G2、无证书环境的密钥生成中心生成的主公钥

Ppub、主私钥s以及用于无证书环境可否认认证加密解密的双线性对e和哈希函数hash；

[0013] 步骤2：密钥生成中心根据主私钥s和用户提交的用户身份信息ID，生成用户的部

分私钥DID；无证书环境的用户联合密钥生成中心生成的部分私钥DID和自己的秘密值xID生

成自身的完全私钥SID，同时利用秘密值xID生成其公钥PKID；

[0014] 步骤3：无证书环境的发送者获取接收者的身份IDB和接收者的公钥PKB，根据自身

的身份信息IDA、公钥PKA、完全私钥S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接收者的公钥PKB以及无证书

环境的密钥生成中心生成的主公钥Ppub，通过双线性对和哈希函数运算生成对称密钥K，同

时生成内部状态信息ω；

[0015] 步骤4：发送者根据对称密钥K和消息m生成密文c，并根据密文c、标签τ、发送者的

身份信息IDA、发送者的公钥PKA、发送者的完全私钥S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接收者的公

钥PKB和消息m，通过异或、哈希函数、点乘、点加和双线性对运算执行加密过程；

[0016] 步骤5：接收者根据密文c、标签τ、发送者的身份信息IDA、发送者的公钥PKA、接收者

的身份信息IDB、接收者的公钥PKB和接收者的完全私钥SBxB，通过双线性对、哈希函数、点乘

和异或运算执行解密过程，若验证通过，则输出对称密钥并恢复原始消息，否则拒绝该对称

密钥。

[0017] 进一步地，步骤2具体包括如下：

[0018] 密钥生成中心计算用户的部分私钥DID，表达式为：DID＝sQID，

[0019] 其中s为密钥生成中心随机选择的主私钥， 为阶为q的无零元的有限

域；QID为用户身份信息的hash值，表达式为QID＝H1(ID)，ID为用户提交给密钥生成中心的身

份信息；

[0020] 用户随机选择 作为秘密值；

[0021] 用户根据部分私钥DID和秘密值xID设置完全私钥SID＝(DID,xID)；

[0022] 用户计算公钥PKID＝xIDP。

[0023] 进一步地，步骤3具体包括：

[0024] 步骤3.1：生成一个随机数r，并根据随机数r、主公钥Ppub以及接收者身份信息IDB
的哈希值QB计算双线性对T；

[0025] 步骤3.2：计算由随机数r、双线性对T、发送者的身份信息ID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

IDB、发送者的公钥PKA、接收者的公钥PKB构成的hash值，也即对称密钥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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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步骤3.3：输出对称密钥K和内部状态信息w，所述内部状态信息w包括发送者完全

私钥SA、随机数r、双线性对T、发送者的身份信息ID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发送者的公钥

PKA和接收者的公钥PKB。

[0027] 进一步地，步骤4中加密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0028] 步骤4.1：计算由对称密钥K和消息m生成的密文c；

[0029] 步骤4.2：计算由密文c、标签τ、双线性对T、发送者的公钥PKA、接收者的公钥PKB以

及发送者生成的秘密值xA与接收者公钥PKB的乘积构成的hash值h，表达式如下：

[0030] h＝H3(c,τ,T,PKA,,PKB,xAPKB) ,

[0031] 步骤4.3：利用hash值h与发送者部分私钥DA的乘积，加上发送者的随机数r和主公

钥Ppub的乘积，生成签名V；

[0032] 步骤4.4：计算由签名V和接收者身份信息的hash值QB构成的双线性对W；

[0033] 步骤4.5：计算承诺S并把生成的封装密文σ＝(c,W,S)发送给接收者；

[0034] 再进一步地，步骤5中解密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0035] 步骤5.1：计算由双线性对W、承诺S和接收者的部分私钥DB生成的双线性对T’；

[0036] 步骤5.2：计算由密文c、标签τ、双线性对T’、发送者公钥PKA、接收者公钥PKB和接收

者秘密值和发送者公钥的乘积xBPKA构成的hash值h’；

[0037] 步骤5.3：计算S’＝h’QB，如果S’＝S，输出由r、T’、IDA、IDB、PKA、PKB的哈希值构成的

对称密钥K同时恢复消息m；如果不成立，输出错误符号“⊥”。

[0038] 另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无证书环境的可否认认证的加密系统，所述

系统包括：无证书系统参数设置模块：用于设定系统参数，所述系统参数包括选择的安全参

数k、加法群G1和乘法群G2的阶q、加法群G1的生成元P、加法群G1、乘法群G2、无证书环境的密

钥生成中心生成的主公钥Ppub、主私钥s以及用于无证书环境可否认认证加密解密的双线性

对e和哈希函数hash；

[0039] 无证书环境用户密钥生成模块：用于密钥生成中心根据主私钥s和用户提交的身

份信息ID，生成用户的部分私钥DID；无证书环境的用户联合密钥生成中心生成的部分私钥

DID和自己的秘密值xID生成自身的完全私钥SID，同时利用秘密值xID生成其公钥PKID；

[0040] 对称密钥生成模块：无证书环境的发送者获取接收者的身份IDB和接收者的公钥

PKB，根据自身的身份信息IDA、公钥PKA、完全私钥S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接收者的公钥

PKB以及无证书环境的密钥生成中心生成的主公钥Ppub，通过双线性对和哈希函数运算生成

对称密钥K，同时生成内部状态信息ω；

[0041] 封装模块：用于发送者根据对称密钥生成模块生成的对称密钥K、消息m，生成密文

c，并根据密文c、标签τ、发送者的身份信息IDA、发送者的公钥PKA、发送者的完全私钥SA、接

收者的身份信息IDB、接收者的公钥PKB和消息m，通过异或、哈希函数、点乘、点加和双线性对

运算执行加密过程；

[0042] 解封装模块：用于接收者根据密文c、标签τ、发送者的身份信息IDA、发送者的公钥

PK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接收者的公钥PKB和接收者的完全私钥SB，通过双线性对、哈希

函数、点乘和异或运算执行解密过程，若验证通过，则输出对称密钥并恢复消息，否则拒绝

该对称密钥并输出错误符号。

[0043] 进一步地，所述对称密钥生成模块包括：

说　明　书 4/8 页

8

CN 110113150 B

8



[0044] 双线性T计算模块：用于生成一个随机数r，并根据随机数r、主公钥Ppub以及发送者

身份信息IDA的哈希值QA计算双线性对T；

[0045] 对称密钥生成模块：计算由随机数r、双线性T计算模块生成的双线性对T、发送者

的身份信息ID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发送者的公钥PKA、接收者的公钥PKB构成的hash值，

也即对称密钥K；

[0046] 对称密钥K和内部状态信息w输出模块：用于输出对称密钥生成模块生成的对称密

钥K和内部状态信息w，所述内部状态信息w包括发送者完全私钥SA、随机数r、双线性对T、发

送者的身份信息ID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发送者的公钥PKA和接收者的公钥PKB。

[0047] 进一步地，所述封装模块包括：

[0048] 密文生成模块：计算由对称密钥K和消息m生成的密文c；

[0049] 签名生成模块：用于计算由密文生成模块生成的密文c、标签τ、双线性对T、发送者

的公钥PKA、接收者的公钥PKB以及发送者生成的秘密值xA与接收者公钥PKB的乘积构成的

hash值h，表达式如下：

[0050] h＝H3(c,τ,T,PKA,PKB,xAPKB) ,

[0051] 利用hash值h与发送者部分私钥DA的乘积，加上发送者的随机数r和主公钥Ppub的

乘积，生成签名V；

[0052] 封装密文生成和发送模块：用于计算由签名生成模块生成的签名V和接收者的身

份信息的hash值QB构成的双线性对W；计算承诺S并把生成的封装密文σ＝(c,W,S)发送给接

收者。

[0053] 再进一步地，所述解封装模块包括：

[0054] 双线性对T’生成模块，用于计算由双线性对W、承诺S和接收者的部分私钥DB生成

的双线性对T’；

[0055] 验证即消息恢复模块：用于计算由密文c、标签τ、双线性对T’，生成模块生成的双

线性对T’、PKA、PKB、xBPKA构成的hash值h’；计算S’＝h’QB，如果S’＝S，输出由r、T’、IDA、IDB、

PKA、PKB的哈希值构成的对称密钥K同时恢复消息m；如果不成立，输出错误符号“⊥”。

[0056] 本发明所达到的有益效果：

[0057] 1、为基于无证书环境可否认认证的加密通信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技术保障。可以为

基于无证书环境的用户提供端到端的保密性和可否认认证性服务；

[0058] 2、本发明发送者计算双线性对时包括了一个随机数，并基于随机数和双线性对计

算对称密钥，只有拥有随机数的用户才能得到对称密钥并恢复出消息m，因此本发明具有很

强的保密性；

[0059] 3、本发明接收者利用自己的私钥产生的封装密文，和发送者利用自己的私钥产生

的封装密文在概率上是不可区分的，因此本发明具有可否认的认证性。

附图说明

[0060] 图1是本发明具体实施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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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62] 实施例：一种基于无证书环境的可否认认证的加密方法，流程图见图1所示，包括

以下步骤：

[0063] (1)设定系统参数

[0064] 本实施例系统参数包括以下：

[0065] (1.1)设G1为由P生成的循环加法群，阶为q，G2为具有相同阶q的循环乘法群，e:G1
×G1→G2为一个双线性映射，P为群G1的生成元。

[0066] 定义三个安全的Hash函数H1、H2和H3。H1是从{0,1}*映射到G1，H2从{0,1}*映射到{0,

1}n，H3是从{0,1}*×G1×G2映射到 在说明书中， 是阶为q的无零元的有限域；系统参数

表示为：

[0067] {G1,G2,q,n,e,P,Ppub,H1,H2,H3}。

[0068] (1.2)私钥生成中心随机选择一个主私钥 计算相应的主公钥Ppub＝sP。

[0069] (2)生成基于无证书环境的密钥

[0070] (2 .1)用户提交身份信息ID给密钥生成中心，密钥生成中心计算部分私钥DID＝

sQID，其中QID为用户身份信息的hash值，可以看作用户的部分公钥，表达式为：QID＝H1(ID)，

s为私钥生成中心随机选择一个主私钥，密钥生成中心将DID发送给发送者。

[0071] 如发送者A向密钥生成中心提交身份信息IDA，密钥生成中心计算部分私钥DA＝

sQA，其中QA为发送者A的部分公钥，QA＝H1(IDA)，密钥生成中心将部分私钥DA发送给发送者；

IDA为发送者的身份信息。

[0072] 如接收者B向密钥生成中心提交身份信息IDB，密钥生成中心计算部分私钥DB＝

sQB，其中QB为接收者B的部分公钥，QB＝H1(IDB)，密钥生成中心将部分私钥DB发送给接收者；

IDB为接收者的身份信息。

[0073] (2.2)用户随机选择 作为秘密值。

[0074] 发送者选择的秘密值为xA，接收者选择的秘密值为xB；

[0075] (2.3)用户设置完全私钥SID＝(DID,xID)。

[0076] 发送者的完全私钥为SA＝(DA,xA)，接收者的完全私钥为SB＝(DB,xB)；

[0077] (2.4)用户计算公钥PKID＝xIDP。

[0078] 发送者的公钥为PKA＝xAP，接收者的公钥为PKB＝xBP；

[0079] (3)生成对称密钥：无证书环境的发送者获取接收者的身份IDB和接收者的公钥

PKB，根据自身的身份信息IDA、公钥PKA、完全私钥S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接收者的公钥

PKB以及无证书环境的密钥生成中心生成的主公钥Ppub，通过双线性对和哈希函数运算生成

对称密钥K，同时生成内部状态信息ω；

[0080] 本实施例中具体地，生成一个随机数r， 并根据随机数r、主公钥Ppub以及接

收者身份信息IDB的哈希值QB(即接收者的部分公钥QB)计算双线性对T，表达式为：

[0081] T＝e(Ppub,QB)
r；

[0082] 发送者在获取到接收者的身份IDB和公钥PKB后，利用随机数r、双线性对T、主公钥

Ppub、发送者的身份IDA、发送者的公钥PKA、接收者的身份IDB和接收者的公钥PKB生成对称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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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K，表达式如下：

[0083] K＝H2(r,T,IDA,IDB,PKA,PKB)；

[0084] (3.3)输出K和内部状态信息ω＝(r,T,SA,IDA,IDB,PKA,PKB)，其中SA为发送者的完

全私钥。

[0085] (4)可否认认证的加密

[0086] 发送者根据对称密钥K和消息m生成密文c，并根据密文c、标签τ、发送者的身份信

息IDA、发送者的公钥PKA、发送者的完全私钥SA、接收者的身份信息IDB、接收者的公钥PKB和

消息m，通过异或、哈希函数、点乘、点加和双线性对运算执行加密过程。本实施例中发送者

的完全私钥为SA＝(DA,xA)，其中DA为发送者的部分私钥，xA为发送者生成的秘密值。本步骤

具体如下：

[0087] (4.1)计算由对称密钥K和消息m生成的密文c，表达式为：

[0088] c＝DEM.EK(m)；

[0089] (4.2)计算由密文c、标签τ、双线性对T、发送者的公钥PKA、接收者的公钥PKB以及发

送者生成的秘密值xA与接收者的公钥PKB的乘积构成的hash值h，表达式如下：计算h＝H3(c,

τ,T,PKA,PKB,xAPKB)；

[0090] (4.3)利用hash值h与发送者部分私钥DA的乘积，加上发送者的随机数r和主公钥

Ppub的乘积，生成签名V，表达式为：V＝hDA+rPpub，

[0091] (4.4)计算由签名V和接收者的部分公钥QB构成的双线性对W，表达式为：W＝e(V,

QB)，

[0092] 其中接收者的部分公钥QB的表达式为：QB＝H1(IDB)；

[0093] (4.5)计算承诺S，表达式为：S＝hQB；

[0094] (4.6)输出可否认认证的密文：σ＝(c,W,S)。

[0095] (5)可否认认证的解密

[0096] 接收者根据密文c、标签τ、发送者的身份信息IDA、发送者的公钥PKA、接收者的身份

信息IDB、接收者的公钥PKB和接收者的完全私钥SB，通过双线性对、哈希函数、点乘和异或运

算执行解密过程，若验证通过，则输出对称密钥并恢复出原始消息，否则拒绝该对称密钥。

本实施例中接收者的的完全私钥为SB＝(DB,xB)，其中DB为接收者的部分私钥，xB为接收者生

成的秘密值；

[0097] 本步骤具体如下：

[0098] 接收者在收到密文σ＝(c,W,S)时，执行以下步骤：

[0099] (5.1)计算T’＝W/e(S,DB)；

[0100] (5.2)计算h’＝H3(c,τ,T’,PKA,PKB,xBPKA)；

[0101] (5.3)计算S’＝h’QB，如果S’＝S，输出对称密钥K＝H2(r,T’,IDA,IDB,PKA,PKB)，并

计算出消息m＝DEM.DK(c)；如果不成立，拒绝该对称密钥。

[0102] 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应明白，本申请的实施例可提供为方法、系统、或计算机程序

产品。因此，本申请可采用完全硬件实施例、完全软件实施例、或结合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实

施例的形式。而且，本申请可采用在一个或多个其中包含有计算机可用程序代码的计算机

可用存储介质(包括但不限于磁盘存储器、CD‑ROM、光学存储器等)上实施的计算机程序产

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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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本申请是参照根据本申请实施例的方法、设备(系统)、和计算机程序产品的流程

图和/或方框图来描述的。应理解可由计算机程序指令实现流程图和/或方框图中的每一流

程和/或方框、以及流程图和/或方框图中的流程和/或方框的结合。可提供这些计算机程序

指令到通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嵌入式处理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以产

生一个机器，使得通过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执行的指令产生用于实

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装置。

[0104]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存储在能引导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以特

定方式工作的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使得存储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的指令产生包括指

令装置的制造品，该指令装置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

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

[0105]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装载到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上，使得在计

算机或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一系列操作步骤以产生计算机实现的处理，从而在计算机或

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的指令提供用于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图一

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步骤。

[0106]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的具体

实施方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在本发明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情况下，还可做出很多

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之内。

说　明　书 8/8 页

12

CN 110113150 B

12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13

CN 110113150 B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CLA00004

	DES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RA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