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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区块链的数据可追踪方

法。本方法为：1)监管机构生成公共参数pp；各用

户生成自己的注册信息并发送给监管机构；2)监

管机构验证用户的注册信息并公开；3)当区块链

应用中的数据需间接参与用户的公开信息且需

提供身份证明时；Acreate中的各用户获取Bother中

自己所需的间接参与数据创建的用户身份证明；

Acreate中各用户创建自己的身份证明，然后生成

数据datatrace＝[{proofid}id∈I,databody]crytool并

发送到节点网络中；4)节点网络验证通过收到的

用户数据后将其记入区块中；5)监管机构从区块

链获取数据，并对其进行解密得到每个数据所对

应的身份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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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区块链的数据可追踪方法，其步骤包括：

1)监管机构生成公共参数pp；各用户生成自己的注册信息Cloginfo并发送给监管机构；

2)监管机构验证用户的注册信息，并将各注册用户身份所对应的h||CHid公开；h为变色

龙哈希的公钥，CHid为身份id的变色龙哈希值；

3)当区块链应用中的数据需要间接参与用户的公开信息且需要提供身份证明时；

Acreate中的各用户获取Bother中自己所需的间接参与数据创建的用户身份证明；Acreate中各用

户创建自己的身份证明，然后生成数据datatrace＝[{proofid}id∈I，databody]crytool并发送到

节点网络中；其中，{proofid}id∈I为用户身份证明集合，身份id的用户身份证明为proofid，I

为需提供身份证明的用户身份id集合，Acreate＝{a1，...，an}是直接参与数据创建且需提供

身份证明的用户公开信息集合，Bother＝{b1，...，bn’}是间接参与数据创建且需提供身份证

明的用户公开信息集合；databody包含数据内容以及不需要提供身份证明的用户公开信息，

crytool代表密码学工具；

4)每当节点网络中的验证节点收到用户数据，会验证数据中的用户身份和数据内容，

如果均通过验证，则将数据记入区块中，之后节点网络根据共识机制对网络中的某个区块

达成共识，并记入区块链；

5)监管机构从区块链获取数据，并对数据中相应的密文进行解密，之后查询相关记录

得到每个数据所对应的身份集合；

其中，所述公共参数pp＝(pkloginfo，vkloginfo，pkidproof，vkidproof，pkau，ppchash)；(pkloginfo，

vkloginfo)为证明(statement，witness)∈Rloginfo的证明密钥/验证密钥对，(pkidproof，

vkidproof)为证明(statement′，witness′)∈Ridproof的证明密钥/验证密钥对，pkau为监管机

构的公钥，ppchash为变色龙哈希方案的公共参数，陈述statement＝(id，g，h，CHid)，证据

witness＝(x，r)，关系Rloginfo为：{(statement，witness)|h＝gx∧CHid＝gidhr}；陈述

statement′＝(rt，pub，g，pkau，Cid)，证据witness′＝(pathid，CHid，x，h，priv，r′，rn)，关系

Ridproof为：{(statement′，witness′)|pub＝gen(priv)∧h＝gx∧CHid＝cham_hash.CHash

(h，priv，r′)∧Cid＝Γ.ENC(pkau，rn，h)∧TreeBranch(rt，pathid，h||CHid)}；其中，g为乘法

循环群 中阶为q的元素，x为乘法循环群 中一随机数，并且是计算CHid的私钥，r为计算

CHid的随机数，rt为Merkle树的树根，pathid为从h||CHid到rt的路径，pub为用户的公开信

息，priv为用户的私密信息，Cid代表使用监管机构公钥pkau对h加密的密文，rn为用于加密

的随机数，注册用户身份所对应的h||CHid以Merkle树的形式公开；

用户使用zk-SNARK证明算法Prove(pkloginfo，statement，witness)生成证明πloginfo；

πloginfo用以向监管机构证明用户知道witness使得(statement，witness)满足关系Rloginfo，

但不会泄露关于证据witness的任何信息；用户保存(id，g，h，CHid，x，r)，并使用监管机构公

钥将(statement，πloginfo)加密发送给监管机构

监管机构收到密文后解密恢复出(statement，πloginfo)，首先检查身份id的有效性，然后

使用zk-SNARK验证算法Verify(vkloginfo，statement，πloginfo)来验证用户是否知道证据

witness使得(statement，witness)满足关系Rloginfo；若验证都通过，则保存(h，id，CHid)，并

将h||CHid以Merkle树的形式公开；

生成所述身份证明的方法为：身份id的用户P注册成功后，从监管机构公开的Merkle树

中获取路径pathid，然后根据所拥有的公开信息和私密信息(pub，priv)，计算r′＝cham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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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UForge(CK，id，r，priv)，其中CK代表生成身份id的变色龙哈希的私钥，之后用户P使

用监管机构公钥对h进行加密得密文Cid＝Γ.ENC(pkau，rn，h)；用户P生成陈述statement′

＝(rt，pub，g，pkau，Cid)和证据witness′＝(pathid，CHid，x，h，priv，r′，rn)，然后使用zk-

SNARK证明算法Prove(pkidproof，statement′，witness′)生成证明πid，最终用户P得到关于身

份id的证明信息proofid＝(statement′，πid)；

验证节点使用zk-SNARK验证算法Verify(vkidproof，proofid)来验证用户是否知道证据

witness′使得(statement′，witness′)满足关系Ridproof，若验证通过，则身份证明合法，否

则身份证明验证失败；

监管机构从区块链数据datatrace中获取密文集合 对于密文集合C中每一

计算 其中skau为监管者私钥，查询(h，id，CHid)记录，获取hi所

对应的身份idi并将idi加入到身份集合ID中；最终，获取datatrace所对应的身份集合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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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区块链的数据可追踪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信息安全技术领域，涉及区块链的可追踪机制设计方案，具体为利用

变色龙哈希(chameleon  hash)，简洁非交互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  Succinct  Non-

interactive  ARgument  of  Knowledge，zk-SNARK)等技术来实现对区块链用户隐私信息的

追踪，能够保证协议执行的安全性和整体高效性。

背景技术

[0002]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

越来越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而越来越受产业界与学术界所关注的区块链，其所呈现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数据不可篡改等特性，更能够满足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现如今，

区块链技术在军事、金融、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通信、保险、医疗等领域有着非常不错

的应用前景。

[0003] 区块链起源于中本聪所提出的比特币，是比特币核心支撑技术，实现了用户之间

点对点直接支付，而无需中心机构存在。区块链可以看成是一种分布式数据系统(分布式账

本)，以区块存储数据，区块结构分为区块头与区块体，每个区块的块头中存有前一个区块

的块头哈希值，从而形成区块链。区块链具有分布式，去中心化，匿名性，安全可靠，数据透

明等特性。区块链并不是单一的技术，而是密码学技术、点对点网络技术等多种技术的整

合。

[0004] 现在，针对区块链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增强区块链的隐私保护，提高区块链数据处

理速度以及区块链结构的安全性分析等方面。但是，却忽略了对区块链数据提供可监管机

制。区块链的强隐私保护为诸如勒索软件，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这阻碍了区块

链的广泛应用。为此，针对区块链发展的现实需求，本发明提出一种区块链可追踪方案，使

得只有监管机构能够对区块链中的数据进行监管，获取用户私密信息，如用户身份，数据内

容等，而其他人无法获取用户私密信息。这样，监管机构可以借助于可追踪机制来有效打击

利用区块链的违法犯罪行为，为区块链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必要的保证。

[0005] 本发明借助了密码学中的变色龙哈希，简洁非交互零知识证明等密码学技术来实

现区块链的可追踪机制方案构建：

[0006] 1.变色龙哈希

[0007] 定义1.1一个变色龙哈希有四种算法cham_hash＝(Setup，KeyGen，Chash，UForge)

组成：

[0008] ·Setup(λ)：输入安全参数λ，输出公共参数pp；

[0009] ·KeyGen(pp)：输入公共参数pp，输出公私钥对(HK，CK)，HK为公钥，CK为私钥，又

称为陷门；

[0010] ·Chash(HK，m，r)：输入公钥HK，消息m，随机数r，输出变色龙哈希值CH；

[0011] ·UForge(CK，m，r，m，)：输入私钥CK，消息m，随机数r，消息m′。输出另一个数r′满

足CH＝Chash(HK，m，r)＝Chash(HK，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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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定义1.2变色龙哈希满足的安全性要求：

[0013] ·碰撞稳固(collision  resistance)：没有一个有效算法在输入公钥HK，可以找

到m1≠m2的两对(m1，r1)和(m2，r2)，满足Chash(HK，m1，r1)＝Chash(HK，m2，r2)。

[0014] ·陷门碰撞(trapdoor  collisions)：存在有效算法，在输入陷门CK后，对于任意

的m1，r1，给定m2，可以计算出r2，满足Chash(HK，m1，r1)＝Chash(HK，m2，r2)。

[0015] ·语义安全(semantic  security)：对于任意消息m1，m2，Chash(HK，m1，r1)与Chash

(HK，m2，r2)的概率分布是不可区分的，特别地，当r为随机选择时，从Chash(HK，m，r)无法得

到关于m的任何信息。

[0016] 本发明使用Hugo  Krawczyk与Tal  Rabin所提出的变色龙哈希方案：

[0017] ·Setup(λ)：输入安全性参数λ，构造一个满足安全参数λ的大素数p，q，其中p，q满

足p＝kq+1，选取乘法循环群 中阶为q的元素g，输出公共参数pp＝(p，q，g)；

[0018] ·KeyGen(pp)：输入公共参数pp，在乘法循环群 中随机选择指数x，计算h＝gx。

最后得到私钥CK＝x，公钥HK＝h；

[0019] ·Chash(HK，m，r)：输入公钥HK＝h，消息m，随机数r，m，r均为 中的元素，输出变

色龙哈希值CH＝gmhr  mod  p；

[0020] ·UForge(CK，m，r，m′)：输入私钥CK＝x，消息m，随机数r，消息m′，m，r，m′均为 中

的元素，根据CH＝gmhr＝gm′hr′mod  p，可得m+xr＝m′+xr′mod  q，继而可计算出r′。

[0021] 2.简洁非交互零知识证明

[0022] 定义2.1域F上的算术电路AC：Fn×Fh→Fl的算术电路可满足问题是关系RAC＝

{(statement，witness)∈Fn×Fh|AC(statement，witness)＝0l}；它的语言为LAC＝

{statement∈Fn| 满足AC(statement，witness)＝0l}。

[0023] 定义2.2语言LAC(具有关系RAC)的zk-SNARK包含3个有效算法II＝(Gen，Prove，

Verify)：

[0024] ·生成算法Gen：输入安全性参数λ，域F上算术电路AC，输出证明密钥pk，验证密钥

vk；

[0025] ·证明算法Prove：输入pk，(statement，witness)，输出对使用证据witness的陈

述statement的证明π；

[0026] ·验证算法Verify：输入vk，statement，π，若π为statement的有效证明，则输出1，

否则输出0。

[0027] 另外，本发明方案使用公开可验证的zk-SNARK，也就是(pk，vk)都公开作为公共参

数。

[0028] 3.公钥加密方案

[0029] 定义3.1公钥加密方案(Public-Key  Encryption  Scheme)包含四种算法Γ＝

(Setup，KeyGen，ENC，DEC)：

[0030] ·初始化算法Setup(λ)：输入安全性参数λ，输出公共参数ppenc；

[0031] ·私钥生成算法KeyGen(ppenc)：输入安全性参数ppenc，输出公私钥对(pkenc，

skenc)；

[0032] ·加密算法ENC(pkenc，m)：输入公钥pkenc，消息m，输出密文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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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解密算法DEC(skenc，C)：输入私钥skenc，密文C，则输出明文m或⊥(表示C为无效

密文，无法解密)。

发明内容

[0034] 针对现有区块链中数据无法有效监管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针对区块

链中数据的可追踪方案。

[003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36] 一种区块链的数据可追踪方法，其步骤包括：

[0037] 1)监管机构生成公共参数pp；各用户生成自己的注册信息Cloginfo并发送给监管机

构；

[0038] 2)监管机构验证用户的注册信息，并将各注册用户身份所对应的h||CHid公开；h为

变色龙哈希的公钥，CHid为身份id的变色龙哈希值；

[0039] 3)当区块链应用中的数据需要间接参与用户的公开信息且需要提供身份证明时；

Acreate中的各用户获取Bother中自己所需的间接参与数据创建的用户身份证明；Acreate中各用

户创建自己的身份证明，然后生成数据datatrace＝[{proofid}id∈I，databody]crytool并发送到

节点网络中；其中，{proofid}id∈I为用户身份证明集合，身份id的用户身份证明为proofid，I

为需提供身份证明的用户身份id集合，Acreate＝{a1，...，an}是直接参与数据创建且需提供

身份证明的用户公开信息集合，Bother＝{b1，...，bn′}是间接参与数据创建且需提供身份证

明的用户公开信息集合；databody包含数据内容以及不需要提供身份证明的用户公开信息，

crytool代表密码学工具；

[0040] 4)每当节点网络中的验证节点收到用户数据，会验证数据中的用户身份和数据内

容，如果均通过验证，则将数据记入区块中，之后节点网络根据共识机制对网络中的某个区

块达成共识，并记入区块链；

[0041] 5)监管机构从区块链获取数据，并对数据中相应的密文进行解密，之后查询相关

记录得到每个数据所对应的身份集合。

[0042] 进一步的，所述公共参数pp＝(pkloginfo，vkloginfo，pkidproof，vkidproof，pkau，ppchash)，

其中，(pkloginfo，vkloginfo)为证明(statement，witness)∈Rloginfo的证明密钥/验证密钥对，

(pkidproof，vkidproof)为证明(statement′，witness′)∈Ridproof的证明密钥/验证密钥对，pkau

为监管机构的公钥，ppchash为变色龙哈希方案的公共参数，陈述statement＝(id，g，h，

CHid)，证据witness＝(x，r)，关系Rloginfo为：{(statement，witness)|h＝gx∧CHid＝gidhr}；

陈述statement′＝(rt，pub，g，pkau，Cid)，证据witness′＝(pathid，CHid，x，h，priv，r′，rn)，

关系Ridproof为：{(statement′，witness′)|pub＝gen(priv)∧h＝gx∧CHid＝cham_

hash.CHash(h，priv，r′)∧Cid＝Γ.ENC(pkau，rn，h)∧TreeBranch(rt，pathid，h||CHid)}；其

中，g为乘法循环群 中阶为q的元素，x为乘法循环群 中一随机数，并且是计算CHid的私

钥，r为计算CHid的随机数，rt为Merkle树的树根，pathid为从h||CHid到rt的路径，pub为用户

的公开信息，priv为用户的私密信息，rn为用于加密的随机数，注册用户身份所对应的h||

CHid以Merkle树的形式公开。

[0043] 进一步的，用户使用zk-SNARK证明算法Prove(pkloginfo，statement，witness)生成

证明πloginfo；πloginfo用以向监管机构证明用户知道witness使得(statement，witness)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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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Rloginfo，但不会泄露关于证据witness的任何信息；用户保存(id，g，h，CHid，x，r)，并使

用监管机构公钥将(statement，πloginfo)加密发送给监管机构。

[0044] 进一步的，监管机构收到密文后解密恢复出(statement，πloginfo)，首先检查身份

id的有效性，然后使用zk-SNARK验证算法Verify(vkloginfo，statement，πloginfo)来验证用户

是否知道证据witness使得(statement，witness)满足关系Rloginfo；若验证都通过，则保存

(h，id，CHid)，并将h||CHid以Merkle树的形式公开。

[0045] 进一步的，生成所述身份证明的方法为：身份id的用户P注册成功后，从监管机构

公开的Merkle树中获取路径pathid，然后根据所拥有的公开信息和私密信息(pub，priv)，计

算r′＝cham_hash.UForge(CK，id，r，priv)，之后用户P使用监管机构公钥对h进行加密得密

文Cid＝Γ.ENC(pkau，rn，h)；用户P生成陈述statement′＝(rt，pub，g，pkau，Cid)和证据

witness′＝(pathid，CHid，x，h，priv，r′，rn)，然后使用zk-SNARK证明算法Prove(pkidproof，

statement′，witness′)生成证明πid，最终用户P得到关于身份id的证明信息proofid＝

(statement′，πid)。

[0046] 进一步的，验证身份证明的方法为：验证节点使用zk-SNARK验证算法Verify

(vkidproof，proofid)来验证用户是否知道证据witness′使得(statement′，witness′)满足关

系Ridproof，若验证通过，则身份证明合法，否则身份证明验证失败。

[0047] 进一步的，监管机构从区块链数据datatrace中获取密文集合 对于密

文集合C中每一 计算 查询(h，id，CHid)记录，获取hi所对应的身

份idi并将idi加入到身份集合ID中，最终，获取datatrace所对应的身份集合ID。

[0048] 本发明的主要内容涉及：

[0049] 1.区块链数据模型

[0050] 在区块链的应用中，每个用户都有公开信息(public  information，pub)，如公钥

地址，序列号等，和与之对应的私密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priv)，如私钥地址，签名

私钥等。公开信息是由私密信息生成的。如比特币中的公钥地址与私钥是ECDSA的公私钥

对，或者Zerocash中的公钥地址是由私钥地址通过伪随机函数生成的。所以，用户公开信息

与私密信息之间存在着生成关系，即pub＝gen(priv)。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生成公开信息

和私密信息，它们有一共同点，那就是使用数据必须要有相应私密信息的用户才可以进行，

即用户私密信息保证了用户惟一使用数据的权利。

[0051] 区块链可以看作是一个分布式数据库，其上存储的是数据。未使用可追踪机制的

区块链中数据模型为：

[0052] datauntrace＝[U，databody]crytool

[0053] 其中，U为需提供身份证明的用户公开信息，databody为数据主体，其包含了数据内

容以及不需要提供身份证明的用户公开信息。crytool代表密码学工具，用来保证数据的不

可篡改、隐私保护等特性。

[0054] U＝{Acreate，Bother}，Acreate＝{a1，...，an}是直接参与数据创建且需提供身份证明

的用户公开信息集合。ai(1≤i≤n)代表了用户Pi的公开信息，如公开地址，序列号等。Acreate

可能为空，如比特币中的交易数据存在可链接性，那么只需要对输出地址，即下述的间接参

与数据创建的用户，提供身份证明就可以达到追踪的目的。Bother＝{b1，...，bn′}是间接参与

数据创建且需提供身份证明的用户公开信息集合，用以接收数据，如比特币中的输出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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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er也有可能为空，如用户只是单纯的创建保存在区块链中的数据，不需要其它参与方。

[0055] 本发明设计可追踪机制的主要策略在于向区块链数据中需要提供身份证明信息

的用户追加身份证明，附图1显示了区块链可追踪机制中的数据模型：

[0056] datatrace＝[{proofid}id∈I，databody]crytool

[0057] 其中{proofid}id∈I为用户身份证明集合，替换了datauntrace中的U。I为需提供身份

证明的用户身份id集合，|I|＝|U|。proofid为身份id的用户身份证明。

[0058] 2.区块链可追踪方案概述

[0059] 假设监管机构已按照下一小节中可追踪方案的Setup算法生成公共参数pp＝

(pkloginfo，vkloginfo，pkiaproof，vkidproof，pkau，ppchash)，其中，(pkloginfo，vkloginfo)为证明

(statement，witness)∈Rloginfo的证明密钥/验证密钥对，(pkidproof，vkidproof)为证明

(statement′，witness′)∈Ridproof的证明密钥/验证密钥对，关系Rloginfo，Ridproof在下面进行

描述，pkau为监管机构的公钥，ppchash＝(p，q，g)为变色龙哈希方案的公共参数。从下述几个

方面来概述本发明的可追踪方案：

[0060] 1)用户注册

[0061] 用户P调用cham_hash.KeyGen(ppchash)算法得到变色龙哈希的公私钥对(h，x)，之

后用户计算自身身份id的变色龙哈希值CHid＝cham_hash.Chash(h，id，r)＝gidhr  mod  p。这

样，用户得到陈述statement＝(id，g，h，CHid)与证据witness＝(x，r)，用户要向监管机构证

明(statement，witness)满足关系Rloginfo：{(statement，witness)|h＝gx∧CHid＝gidhr}，即

“给定陈述statement，用户知道证据witness满足：(1)变色龙哈希的公钥h被正确计算：h＝

gx；(2)变色龙哈希CHid被正确计算：CHid＝gidhr。”

[0062] 用户使用zk-SNARK证明算法Prove(pkloginfo，statement，witness)生成证明

πloginfo。πloginfo用以向监管机构证明用户知道witness使得(statement，wftness)满足关系

Rloginfo，但不会泄露关于证据witness的任何信息。之后用户保存(id，g，h，CHid，x，r)，并使

用监管机构公钥将(statement，πloginfo)加密得到注册信息Cloginfo，并发送给监管机构。

[0063] 监管机构收到注册信息Cloginfo后解密恢复出(statement，πloginfo)，首先检查id的

有效性，之后，使用zk-SNARK验证算法Verify(vkloginfo，statement，πloginfo)来验证用户是否

知道证据witness使得(statement，witness)满足关系Rloginfo。若验证都通过，则保存(h，

id，CHid)，并将h||CHid以Merkle树的形式公开。用户一旦查到自己的h||CHid被公开，就说明

自己注册成功。

[0064] 2)身份证明的创建与验证

[0065] 创建身份证明：用户P注册成功后，会从监管机构公开的merkle树(树根为rt)中获

取自己h||CHid的路径pathid。用户根据所拥有的公开信息和私密信息(pub，priv)，计算r′

＝cham_hash.UForge(CK，id，r，priv)，之后用户P使用监管机构公钥对h进行加密得密文Cid

＝Γ.ENC(pkau，rn，h)，rn为加密时所用的随机数。这样，用户得到陈述statement′＝(rt，

pub，g，pkau，Cid)和证据witness′＝(pathid，CHid，x，h，priv，r′，rn)，用户要向验证节点证明

(statement′，witness′)满足关系Ridproof：{(statement′，witness′)|pub＝gen(priv)∧h

＝gx∧CHid＝cham_hash.CHash(h，priv，r′)∧Cid＝Γ.ENC(pkau，rn，h)∧TreeBranch(rt，

pathid，h||CHid)}，即“给定陈述statement′，用户知道证据witness′满足：(1)私密信息与

公开信息相匹配：pub＝gen(priv)；(2)用户变色龙哈希的公钥h与私钥x匹配：h＝gx；(3)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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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龙哈希值CHid被正确计算：CHid＝cham_hash.CHash(h，priv，r′)；(4)密文Cid所对应的明

文为h：Cid＝Γ.ENC(pkau，rn，h)；(5)h||CHid在以rt为根的merkle树的叶子结点上：

TreeBranch(rt，pathid，h||CHid)。”

[0066] 用户使用zk-SNARK证明算法Prove(pkidproof，statement′，witness′)生成证明πid。

πid用以向验证节点证明用户知道witness′使得(statement′，witness′)满足关系Ridproof，

但不会向验证节点泄露关于证据witness′的任何信息。最终用户得到关于身份id的证明信

息proofid＝(statement′，πid)。

[0067] 验证身份证明：验证节点使用zk-SNARK验证算法Verify(vkidproof，proofid)来验证

用户是否知道证据witness′使得(statement′，witness′)满足关系Ridproof，若验证通过，则

身份证明合法，否则身份证明验证失败。

[0068] 3)监管机构追踪

[0069] 监管机构从区块链数据datatrace中获取密文集合 并逐个解密得到

身份集合i中每个身份idi所对应的hi；然后监管机构查询(h，id，CHid)记录，获取hi所对应的

身份idi并将idi加入到身份集合ID中，最终，获取datatrace所对应的身份集合ID。

[0070] 从可追踪方案的概述中可以看出：使用本发明所提出的可追踪方案要求参与数据

创建的用户在数据中显示公开信息(如公钥地址，序列号等)。但这并不影响区块链的隐私

保护，因为公/私信息对可以任意创建，所以只要保证每个公开信息只使用一次，就并未影

响区块链的匿名性。

[0071] 3.区块链可追踪方案构建

[0072] 让II＝(Geh，prove，Verify)为zk-SNARK方案，Γ＝(Setup，KeyGen，ENC，DEC)为公

钥加密方案，cham_hash＝(Setup，KeyGen，Chash，UForge)为Hugo  Krawczyk与Tal  Rabin所

提出的变色龙哈希方案。可追踪方案(Setup，Genloginfo，Verifyloginfo，Genidproof，

Verifyidproof，Trace)构造如下：

[0073] Setup

[0074] ·输入：安全参数λ

[0075] ·输出：公共参数pp

[0076] 1.构建关系Rloginfo对应的算术电路ACloginfo；

[0077] 2.构建关系Ridproof对应的算术电路ACidproof；

[0078] 3.计算(pkloginfo，vkloginfo)＝П.Gen(λ，ACloginfo)；

[0079] 4.计算(pkidproof，vkidproof)＝П.Gen(λ，ACidproof)；

[0080] 5.生成公钥加密方案公共参数ppenc＝Γ.Setup(λ)；

[0081] 6.生成监管机构的公私钥对(pkau，skau)＝Γ.KeyGen(ppenc)；

[0082] 7.生成变色龙哈希的公共参数ppchash＝(p，q，g)＝cham_hash.Setup(λ)；

[0083] 8.输出公共参数pp＝(pkloginfo，vkloginfo，pkidproof，vkidproof，pkau，ppchash)。

[0084] Genloginfo

[0085] ·输入：公共参数pp，用户身份id

[0086] ·输出：密文Cloginfo

[0087] 1.生成变色龙哈希公私钥对(HK，CK)＝(h，x)＝cham_hash.KeyGen(ppchash)；2.生

成变色龙哈希值CHid＝cham_hash.CHash(HK，i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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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3.设置statement＝(id，g，HK，CHid)，witness＝(CK，r)；

[0089] 4.计算πloginfo＝П.Prove(pkloginfo，statement，witness)；

[0090] 5.计算Cloginfo＝Γ.ENC(pkau，m)，其中m＝(statement，πloginfo)；

[0091] 6.用户保存(id，g，HK，CK，r，CHid)，并输出Cloginfo。

[0092] Verifyloginfo

[0093] ·输入：密文Cloginfo，监管机构私钥skau，公共参数pp

[0094] ·输出：b，若b为1则验证通过，否则验证失败

[0095] 1.计算m＝Γ.DEC(skau，Cloginfo)；

[0096] 2.验证身份的有效性，若无效，则输出b＝0；

[0097] 3.否则：

[0098] 若П.Verify(vkloginfo，statement，πloginfo)＝0，则输出b＝0；

[0099] 否则：

[0100] (a)保存(h，id，CHid)；

[0101] (b)将h||CHid以Merkle树的形式公开；

[0102] (c)输出b＝1。

[0103] Genidproof

[0104] ·输入：

[0105] -用户公开信息pub

[0106] -用户隐私信息priv

[0107] -变色龙哈希值CHid

[0108] -用户计算变色龙哈希的公私钥对(HK，CK)

[0109] -用户身份id

[0110] -计算CHid的随机数r

[0111] -merkle树根rt

[0112] -从h||CHid到rt的路径pathid

[0113] -公共参数pp

[0114] ·输出：用户身份的证明proofid

[0115] 1.计算r′＝cham_hash.UForge(CK，id，r，priv)；

[0116] 2.计算密文Cid＝Γ.Enc(pkau，rn，h)，rn为用于加密的随机数；

[0117] 3.设置statement′＝(rt，pub，g，pkau，Cid)，witness′＝(pathid，CHid，x，h，priv，

r′，rn)；

[0118] 4.计算πid＝П.Prove(pkidproof，statement′，witness′)；

[0119] 5.输出proofid＝(statement′，πid)。

[0120] Verifyidproof

[0121] ·输入：身份证明proofid，公共参数pp

[0122] ·输出：b，若b为1则验证通过，否则验证失败

[0123] 1.将proofid解析成(statement′，πid)；

[0124] 2.若П.Verify(vkidproof，statement′，πidproof)＝0，则输出b＝0；

[0125] 否则，输出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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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6] Trace

[0127] ·输入：区块链数据datatrace

[0128] ·输出：数据datatrace所对应的身份集合ID

[0129] 1.设置集合

[0130] 2.从区块链数据datatrace中获取密文集合

[0131] 3.for  each

[0132] 计算

[0133] 查询(h，id，CHid)记录，获取hi所对应的身份idi；

[0134] 将idi加入到身份集合ID中；

[0135] 4.输出ID。

[0136] 上述方案实现了对身份的可追踪，但有些方案会对敏感信息(sensinfo)进行隐藏，

为使监管机构可以针对这些方案进行敏感信息分析以判定用户是否进行非法操作，直接参

与数据创建的用户可在发送给监管机构的身份密文中添加敏感信息，即Cid＝Γ.Enc(pkau，

rn，h||sensinfo)，但是，必须要给出Cid是h和用户隐藏的敏感信息加密后所对应密文的证

明。

[013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创造性在于：

[0138] 在用户注册中，用户自己生成注册信息，并加密发送给监管机构，监管机构只需做

验证工作，减轻了监管机构的工作量，而且用户与监管机构之间无需安全信道；在用户的注

册过程中，用户使用简洁非交互零知识证明技术使得监管机构不知道生成注册信息的私密

信息(即证据)，这样，只要监管机构诚实执行注册过程，那么，除了用户外，谁也无法伪造该

用户的身份证明，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安全性保证；在创建身份证明时，由于用户知道陷

门，借助于变色龙哈希，不用公开自己的身份id，使用其他值，如用户私钥等私密信息，就可

以构造CHid，不用每次生成身份证明时，都要向监管机构去注册。这样，用户只需向监管机构

注册一次，减轻了用户与监管机构的开销；在生成用户身份证明时，使用用户的私密信息

priv来生成变色龙哈希值CHid，在关系Ridproof中又证明了pub＝gen(priv)，这样就保证了只

有知道私密信息priv的用户可以生成proofid，而他人无法篡改用户的proofid。这样，用户

可以公开自己的proofid，让他人在创建数据时，无需与用户进行交互，就可以获得proofid，

降低开销。

[0139] 本发明的积极效果体现在，针对区块链发展的现实需求，本发明提出一种区块链

可追踪方案，可以与现有的区块链隐私保护技术相结合，实现区块链的可控匿名，使得只有

监管机构能够对区块链中的数据进行监管，获取用户私密信息，如用户身份，数据内容等，

而其他人无法获取用户私密信息。这样，监管机构可以借助于可追踪机制来有效打击利用

区块链的违法犯罪行为，为区块链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必要的保证。

附图说明

[0140] 图1为区块链可追踪机制中的数据模型；

[0141] 图2为区块链可追踪机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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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142] 本发明的可追踪方案，可以与现有的区块链隐私保护技术相结合，来为区块链提

供可控匿名机制，结合附图2，介绍本发明方案的具体实施方式：

[0143] 1)监管机构首先调用Setup算法生成公共参数pp；

[0144] 2)各个用户调用Genloginfo算法生成自己的注册信息Cloginfo，并发送给监管机

构；

[0145] 3)监管机构调用Verifyloginfo算法来验证每个用户的注册信息，并将每个用户

身份所对应的h||CHid公开，用户一旦查到自己的h||CHid被公开，就说明自己注册成功；

[0146] 4)用户注册成功后，如果区块链应用中的数据需要间接参与用户的公开信息且需

要提供身份证明，如比特币中的输出地址。此时，每个间接参与用户会提前调用Genidproof

算法生成用户的身份证明proofid并公开，这样，Acreate中各用户在创建数据时可以直接获取

Bother中自己所需的间接参与数据创建用户的身份证明，而无需与间接参与用户进行交互。

之后，Acreate中的每个用户调用Genidproof算法创建自己的身份证明，最终，生成数据

datatrace＝[{proofid}id∈I，databody]crytool，并发送到节点网络中；

[0147] 5)每当节点网络中的验证节点收到数据后，首先调用算法Verifyidproof验证用

户身份，之后验证数据内容，如果验证都通过，则记入区块中，之后节点网络根据共识机制

对网络中的某个区块达成共识，并记入区块链；

[0148] 6)一旦有新的区块上链，则监管机构可获取新上链区块中的所有数据，并调用

Trace算法获得区块中每个数据所对应的身份集合，从而达到对区块链实施监管的目的。

[0149]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进行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书所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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