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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密码学与编码学的研究与交流，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2017 年 6 月 9 日 -13 日

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关村教学楼成功举办了“ 密码学与编码学高级研讨班 ”。来自国内 36家

单位的120余位会议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班。

　　本次研讨班共邀请到国际上在密码、编码领域　　本次研讨班共邀请到国际上在密码、编码领域的 5位顶级专家作专题学术讲座，包括法国巴黎

六大 Antoine Joux教授、荷兰莱顿大学 Ronald Cramer教授、印度科技学院 Vijay Kumar 

Panganamala教授、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 Venkatesan Guruswami教授、日本东京大学

Phong Nguyen教授，讲座主题涉及密码学中的离散对数问题及算法、多方安全计算、分布式存

储编码、局部译码及列表译码技术、格理论和格密码等密码学、编码学领域的国际前沿课题。5位

专家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这些研究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及国际最新进展，并与参会代表进行了

深入、热烈的研讨。

　　　“密码学与编码学高级研讨班”是

实验室组织举办的一次特色学术活动，

旨在通过邀请国际专家作学术讲座、参

会代表就某些专题集中、深入研讨的形

式，集智攻关，共同促进我国科研人员

对密码、编码领域国际前沿课题的了解，

推进我国在这些前沿课题的研究进展。

　　2017年 7月 10日，应实验室主任林东岱研究员邀请，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 Adi Shamir

教授来实验室访问，并与实验室科研人员、研究生开展了学术交流。

　　Adi Shami　　Adi Shamir教授是密码学领域世界知名的国际顶尖学者，2002年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

灵奖得主，是包括 RSA加密体制、密码共享方案、视觉密码学、基于身份加密体制、差分密码

分析方法等多个密码领域重要理论的（共同）发明人。来访期间，Shamir教授作了题

为《Efficient Algorithms for Finding Cryptographic Needles in Huge Haystacks》的

学术报告，介绍了他与合作者提出的密码分析中大海捞针式搜索的高效算法，并分享了密码分析

搜索效率提升方面的一些思想和见解。实验室薛锐研究员、邓燚研究员、陈宇副研究员、刘美成

副研究员等科研人员分别就各自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与 Shamir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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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 -8月 6 日在北

京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办了 2017年密码数学暑期学校。来自国内

26家单位的 50位学员参加了此次暑期学校。

　　　　密码数学暑期学校是实验室每年都固定举办的学术活动。本次暑期学校的主旨是面向国内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其它单位相关领域的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通过开设密码学及其相关数学

基础专业课程、前沿热点专题讲座，加强学员之间的交流，拓宽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想，激励

学术创新，引导相关领域的学生关注代数、数论、组合、分析等数学分支在密码学中的应用。暑

期学校邀请了包括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黄民强院士在内的国内密码学、数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

者为学员授课，讲授内容涵盖了抽象代数学、基础数论和计算数论、布尔函数理论等现代密码学

的数学理论基础。50名学员在上课期间认真学习了课程讲授的专业知识，并通过授课专家

布布置的研究型课后作业对相关知识进行深入理解，锻炼了创新思维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为今后

从事密码学方向的学习、研究打下了基础。

　　暑期学校期间，实验室还组织学员参观了国科大校园内的“ 两弹一星 ”纪念馆，开展了科学

奉献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丰富了暑期学校的文化生活。

　　密码学（特别是公钥密码学）中的安全性归约为密码学从一门艺术转变为科学奠定了基础。 这
一归约（或称“ 安全性证明 ”）的过程就是将一些复杂密码方案的安全性建立在更为广泛认可并且
有着简洁描述的困难性假设上，如单向函数，单向置换的存在性以及整数分解等问题的困难性。这
种安全性证明本质上是安全性归约：如果底层的困难性假设成立（虽然以目前的研究水平还不能被
证实，但是历经时间考验并被广泛接受），那么此方案是安全的。公钥密码系统和协议中一个基本
问题就是目标密码系统能够以何种通信/计算效率在何种困难性假设下实现。

　　　　注意到目前几乎所有的归约技术都可以看成是构造性的通用归约（universal reduction），即
在证明“ 如果困难假设 X成立，则构造 Y是安全的 ”这一定理过程中，我们构造一个通用的归约
算法 R，进而证明如果有敌手 A能打破 Y安全性，则 R（A）（R将 A作为子程序调用）能打破底
层困难性假设 X的能力。目前应用最为普遍的通用归约技术是黑盒归约，即上述算法 R（A）在运
行过程中将A作为黑盒调用。

　　这种构造性的通用归约方法在公钥密码系统与协议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
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困扰：

　　■　　■一方面，在以更低的通信/计算复杂性和更弱的困难假设来构造密码系统的这一基本问题上，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在目前已知的安全性归约 /证明技术下许多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这种类型不可能
结果（我们称为“ 黑盒归约下界 ”）的证明都大体上遵循着由 Impaglizzo和 Rudich在 1989年
提出来的黑盒分离框架 [IR89]，它们表明如果在归约中如果仅仅把敌手当成黑盒来调用是无法完
成目标密码系统的安全性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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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信息化建设的飞速发展，计算机软件市场日新月异，各种应用软件极大地提高了企事
业办公效率。在方便人们日常生活、为社会带来了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软件安全问题也逐
渐显露，主要包括软件剽窃、安全漏洞和恶意代码。

　　软件同源性鉴别方法可以为软件的知识产权提供有效的判断依据，既可以用于对已知漏洞进行
快速检测（团队发表于 CCF-A类论文 ICSE 2014），又可以进行恶意代码的检测（团队发表于
CCF-A 类论文 USENIX Security 2015，CCF-A 类论文IEEE S&P）。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Android市场中的应用程序克隆有如下特征：
　　特　　特征 1：十亿操作码问题。S. Hanna等人从 Google Play（Android官方市场）分析 3万个
应用程序，发现这些应用程序中的操作码大约有 14.5亿个。因此，需要有一种高扩展性的方法进
行程序克隆的检测。

　　特征2：代码片段克隆和应用程序克隆之间的差异。传统的克隆检测是在一个大的软件项目（如
Apache）中识别相似的代码片段，而不是相似的应用软件。相反，检测应用软件克隆需要在多个
市场中成对的比较。
　　
　　特　　特征 3：类型 2和类型 3克隆方法被普遍应用于 Android市场。C. Roy等人定义了四种类型
的克隆。类型1：相同的代码片段，除了在空格、排版和注释处的变化。类型2：语法相同的代码片段，
除了代码标识符、类型等部分的变化。类型 3：拷贝的代码片段会进行修改，如改变、增加或删除
类型 2变量中的语句。类型 4：执行相似性计算的代码片段，但是通过不同语法变量实现。
Android市场的许多应用软件克隆都是类型2或类型3。

　　　　虽然目前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可以完成对代码的同源性分析，但是这些方法并不适用于
Android应用市场。然而，Android的开源特性使得上亿 Android产品的安全问题和开发者的权
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表 1对现有相关技术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基于字符串，基于令牌和基于抽
象语法树的方法可以处理百万行的代码。然而，这些方法在处理类型 2和类型 3克隆中产生了很
多误报率（特征3）；基于程序依赖图的方法（PDG）主要是从代码片段中获取控制流和数据依赖关系。
这类方法可以有效地检测类型 2和类型 3的克隆。但是，这类方法多通过图同构方式进行比较，
扩展性较低，难以处理市场中几十亿的操作（特征 1）。现有三个方法尝试处理这些问题，但
无法无法完全解决由应用程序克隆的以上三个特点引起的问题；基于哈希的方法可以有效检测代码片段
克隆，但是在处理类型 2和类型 3克隆时，会产生大量误报；基于符号比较的方法获取程序语义
信息并进行比较。但是，语义信息的比较扩展性不高。总之，基于字符串、基于令牌、基于抽象语
法树和基于哈希的方法对于应用程序克隆并不精确。基于程序依赖图、基于特征的方法很精确，但
是不具有可扩展性，不适用于应用程序克隆检测。

　　■另一方面，对于绝大多数密码系统，其安全性定义仅仅是要求归约算法的存在性，即“ 对于
任意的能打破构造Y的敌手A，存在一个个体化的归约（individual reduction）算法RA   （可能
依赖算法A的具体结构），它能打破底层困难假设的安全性”。
　　
　　这一现状带来了一些基础性问题：是否那些已知的下界对于任意的归约技术也适用？是否存在
性的个体化归约技术能够打破构造性的通用归约带来的下界？

我们最近的一个研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Eurocrypt 2017）证明了存在（虽然还不知道怎么实现）着能打破已知的
黑盒归约下界的崭新的个体化安全性归约技术，这初步展示了已知的构造性通用归约技术与存在性
的个体化归约技术之间的巨大差异。

　　　　具体地，我们证明了针对两个核心问题的黑盒归约下界无法同时无条件成立（即针对任意的归
约技术无条件成立）：要么公钥加密能建立在一般性的单向函数上，要么经典的 4-轮
Feige-Shamir零知识证明 [FS89]具有并发安全性。注意到这两个结论都被证明无法利用黑盒归
约来证明 [IR89,CKPR01]。这初步表明能突破当前通用归约技术的归约方法必然存在，它也给安
全性归约技术本身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们相信开发能够突破已知归约下界的个体化安全性归
约技术将对整个公钥密码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CKPR01] Ran Canetti, Joe Kilian, Erez Petrank, and Alon Rosen. Black-box　　[CKPR01] Ran Canetti, Joe Kilian, Erez Petrank, and Alon Rosen. Black-box 
concurrent zero-knowledge requires omega(log n) rounds. In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Annual ACM Symposium Theory of Computing- STOC’01, pages 570–579. ACM press, 
2001.
　　[Den17] Yi Deng. Magic adversaries versus individual reduction: Science wins 
either way. In Advances in Cryptology -EUROCRYPT’2017, 2017.
[FS89] Uriel Feige and Adi Shamir. Zero knowledge proofs of knowledge in two[FS89] Uriel Feige and Adi Shamir. Zero knowledge proofs of knowledge in two 
rounds. In Advances in Cryptology - CRYPTO’89, LNCS 435, pages 526–544. Springer, 
1989.
　　[IR89] Russell Impagliazzo and Steven Rudich. Limits on the provable 
consequences of one-way permuta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21th Annual ACM  
Symposium on the Theory of Computing - STOC’89, pages 44–61. ACM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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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一个3D-CFG的例子

图3 软件基因库系统界面

　　利用质心的单调性来获得高精准性和高可扩展性。这个属性包括两部分：（a）两个相同的方法
有两个相同的质心。（b）当一个方法改变很少时，质心也不会变化太大。以上（a）保持着质心方
法的正确性。如果两个相同的方法有两个不同的质心，可能会导致较高的误报率。（b）使得两个
方法 m1和 m2的单调性导致相似性表示为　　　。当　　　更小时，两个方法的相似性更大。当
　　　大时，相似性小。基于该方法能够高效准确地对 Android代码进行同源检测，从而实现仿
冒软件的有效、准确检测。

　　　　团队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了软件基因库系统，系统界面如图 3所示。软件基因库系统现已包含
100万余个 Android应用软件，13个 Linux系统版本的软件，Linux系统版本中程序、函数和指
令的统计如图 4所示。该系统现具有十亿以上函数级和万亿指令级代码片段的检测能力，在十亿级
别函数中搜索一个函数耗时可达分钟级，能够准确、高效地实现对软件进行函数级别同源性分析，
检测效果处世界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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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性

表1 现有工作对比

图1 软件基因库系统结构

　　基于此难题，我们设计了一种新型的代码同源分析方法，自底向上对不同 Android市场上的
应用软件做同源性分析，在函数级别上对不同市场的应用软件进行一对一地比较，系统具体架构如
图1所示。

　　我们引入物理　　我们引入物理学“质心”思想，通过对软件代码结构进行特殊的三维映射，从而达到高效的匹配。
我们使用一个向量（称为质心），来描述一个 CFG。这是 CFG的一个几何属性。一个 3D-CFG是
一个CFG，它的每一个节点都有一个唯一的坐标。其坐标是一个矢量<x,y,z>。x是CFG中的序号，
y是节点出边的个数，z是节点循环的深度。序号确保 CFG中相同节点有相同的 x坐标。然后通过
一对一的映射将 CFG映射到 3D-CFG中。依据执行的序列给每个节点一个序号。第一个节点的起
始值为 1。如果一个分支节点有一个序号 n，我们给含有更多节点的分支中第一个节点标注序号
n+1；如果两个分支有相同的节点数量，我们给含有更多语句的分支中第一个节点标注序
号号 n+1；如果语句数目相同，我们给分支中第一个语句含有更大二进制值的第一个节点标注序号
n+1。依次给分支中的节点标注序号直到碰到该分支节点后的第一个后必经节点。然后我们转到
另外一个分支继续分配序列号直到 CFG的最后一个节点。最后，我们手动添加一个终止节点到
CFG的末尾。“ 返回 ”语句将流向终止节点。通过这种方式，每个方法只有一个出口。图 2是对该
方法的一个举例说明。图2(a)显示了一个真实方法的CFG和3D-CFG。CFG图中节点A是开始节点，
标记为 1.它只有一个出边并且该节点没有在任何循环中。所以坐标为 <1,1,0>。节点 B是这个方
法中第二个节点。所以坐标为<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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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一个传统数学定理证明的精髓有两点：

　　能够高效地、机械式（无需任何创造性）地对证明进行验证；

　　对于一个错误的断言无法找到一个能够通过验证的证明。

　　这两点本质上都只与验证有关：它只强调普通的时间有限的验证者能进行验证而不会被恶意的

证明所欺骗。通常我们并不关心一个证明是怎么找到的，有些时候寻找一个定理的证明需要漫长的

时间和极高的创造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有菲尔兹奖，沃尔夫奖...。

　　传统的证明是非交互的　　传统的证明是非交互的，我们可以把它写在纸上供验证者在无需证明者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验证。

1985年 Goldwasser，Micali和 Rackoff通过给传统的数学证明引入随机性和交互，即以问答方

式进行证明，由此产生的交互证明系统 ,这给后来整个计算机科学和密码学的发展带来了（远远超

出概念提出者所预料的）深远的影响。

　　

　　　　现在回过头去看，如果把目光放宽一点，你会发现交互证明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很久了，比

如法庭上控方律师对被告的诘问，可以看成是被告对自己无罪所作的的一个交互证明。这里交互和

随机性的作用体现的淋漓尽致：试想如果被告能在开庭前一天获得控方律师所有的提问，那么他很

可能能够编造一个完美的故事骗过对方；如果控方律师所有的提问都是未知的，那么他能骗过对方

的概率应该不大，毕竟在短时间内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地编下去还能使对方信服，这对智商要求

太高。

　　

科普园地

图4 Linux版本软件基因信息统计

　　目前，软件基因库系统已经运用于中国科学院先导专项，成果作为先导专项亮点成果被中央

电视台“ 新闻直播间 ”报道。该系统现已在中国移动研究院得到规模化应用，有效地防止恶意应

用和仿冒软件进入市场，维护着软件市场的安全性，得到研究院领导的高度肯定。软件基因库系

统作为一款科学的、权威的恶意检测和安全评估工具，为中国移动构建一个用户可信任的互联网

应用软件使用环境提供保障。未来，对于其他安全要求严格、经济附加值高的软件产业具有相当

可观的推广和应用前景，能够为用户的经济利益和信息安全提供重要保障，从而真正安全、高效

地推动世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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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丝毫不影响零知识证明这一概念的 （在当时的） 前卫性和革命性。我想强调的是，在科学

上，一个好的定义本身的意义并不亚于一个好的结果的意义。 交互性证明的革命性本质上体现在下

面两个方面（均是传统数学证明无法实现的）:

　　　　第一个方面是它能实现零知识性，允许你安全地向他人进行证明。交互的消息能构成一个证明

（仍然体现了传统证明的精髓）而它们本身不泄漏“断言为真”之外的任何而外的知识。这里的“知

识 ”可以理解为“ 计算能力 ”，证明是“ 零知识的 ”意味着整个证明过程没有增加验证者的计算能

力（即验证者之前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证明完成之后仍然无法解决）。这个性质保证了交互完成后验

证者只知道被证明的断言为真，但他并不知道怎么转而向其他人证明这一断言，它的代价是会产生

一些微小的错误。 

　　　　这里一个比较精确一点的例子就是向红绿色盲来证明两个球着色不同 （一个红一个绿，见这

里）：视觉正常的证明者持有的传统证明 /证据是眼里看到的不同颜色，他先将两个球分别放在色

盲的两只手中，记住左右手中的颜色；色盲将手放背后，脑子里随机决定是否在背后交换手中的球，

然后将双手握球展示给证明者并问他自己是否刚才在背后交换了手中的球，证明者通过对比之前色

盲两手中球的颜色来回答他的问题。这一交互证明体现了上述传统证明系统的两点精髓，对于第二

点 b),这里带来了 1/2的错误概率，即对于错误的断言（即两个球颜色相同），证明者仍能以 1/2

的概率骗过验证者，不过这可以重复多次来降低这一概率。零知识在这里显而易见：色盲在交互结

束后除了相信他手中球是颜色不同的之外并没有得到任何额外的知识束后除了相信他手中球是颜色不同的之外并没有得到任何额外的知识。

　　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如证明两种白酒味道不同，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味道不同（见这

里） 。但注意到这两个例子一般用来说明交互的威力，而非零知识性。 

　　　　零知识证明一个显然的密码学应用就是身份认证。如你可以随机挑选两个素数 p和 q,计算

n=p×q ,公布你的身份 n，需要进行身份认证时，你持有私钥 p和 q“ 向验证方证明 ”我知道 n的

两个素因子 ”。在“ 分解整数是困难的 ”假设下，这构成了一个身份认证系统：验证方在证明完成

后没有得到任何有关两个素因子的知识。(对整数分解的零知识证明详细的描述比较复杂，有兴趣

的读者参见这里) 。

 

　　GM　　GMR通过引入模拟范式精确定义了零知识性。这一模拟范式对密码学影响深远，它为密码学

从艺术到科学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它能够产生不可思议的可极端高效验证的证明，允许证明者来证明在传统证明系

统下几乎无法（即使给定证明）验证的断言，比如断言B：“断言A不存在长度小于10000 个字符（为

方便，假设为2进制字符）的传统数学证明”。

　　注意到断　　注意到断言 B本身的传统证明有可能是所有可能的长度为 10000比特的字符串，它的长度约

为10000×2　　比特，即验证者验证断言B很可能需要检查几乎所有长度为10000比特的字符串, 

并逐一否定其构成断言 A的证明才能确定断言 B的正确性，这显然不会“ 高效 ”，即使给定断言 B

的传统数学证明，你也无法在有限的一生中验证完毕。 （当然不是所有的这种类型的数学断言都需

要这么长的证明，对于某些断言 A我们容易证明它是错误的（因此不存在任何长度的证明），但注

意到所有有着多项式长度证明的数学定理构成一个 NP完全集合，上述类型的断言在某种意义上组

成一个Co-NP的集合，在合理的假设下总会有一些这类型断言会有很长很长的传统证明。

　　然而，交互证明能够让验证者在远远远远小　　然而，交互证明能够让验证者在远远远远小于 10000×2　　时间（或机器运行步数）－比如 5

分钟 -内高效验证断言 B的正确性。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向他人证明断言 C：“ 这

两个ｎ顶点的图Ｇ  ,G  是不同构的 ”。这个断言的传统数学证明会很长（你可以认为就是由几乎所

有 n个点到 n个点上的置换映射组成，验证者逐一验证每一个置换映射都不构造这俩图的同构。

这虽然不正确（见图同构的快速算法），但不影响我们的讨论）, 你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阅读并验证

完毕。如果假定存在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计算机 M 他能在瞬间判断两个图是否同构，则你可以通

过交互在 M（它扮演证明者的角色）的协助下验证断言 C的正确性：你随机选择一个比特 b和

一个同构映射π并计算一个新的一个同构映射π并计算一个新的图H=π（G ）, 将H发送给M并询问H是与Ｇ ,G 中的哪个图同构，

如果 M 的回答刚好等于 b,你就可以接受断言 C。如果 M 足够强大，这一证明过程将在很短的时

间内结束。这个证明系统也会带来1/2的错误，注意到如果上述断言错误，即给定的两个图是同构

的（进而上述三个图Ｇ ,G  和 H相互同构），那么即使全能的机器也不能以超过 1/2的概率使得验

证者接受。我们可以照上面的例子处理来降低这一风险。

　　　　读者可能会对第二个方向上研究的应用价值产生怀疑。毕竟在能够大多数能想象得到的场景下

我们需要证明方（在拥有传统的数学证明前提下）也能够高效地完成他的任务，而不是假设他为一

台全能的能瞬间回答任何难题的机器。

　　然而　　然而，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就是这样，无论你对它持有什么态度，你无法证明它将来没有用。

上面第二个方向上的研究经历了几年的曲折和意外。Fortnow 在交互证明提出不久后给出了一个

证据暗示交互证明可能无法证明上面提到的断言 B类型的断言（后来的研究大大突破了他的负面结

果）。第一次对理解交互证明威力的突破性进展是 Nisan 在 1989年的在他著名的邮件（参见

10000

10000

0 1

0 1

0 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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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ai的演讲 , 这里你可以看到 Nisan所引发的空前惨烈的学术竞争，提到了蔡进一老师的结果）

中宣布的，然后导致了 Shamir的 IP=PSPACE（这个证明可以在两页半纸上写下），Arora等人

的 --我认为是理论计算机领域继 Cook-Levin定理之后最为深刻的 --PCP定理（对历史感兴趣的

同学请参考这里）。这方面的研究最后能够落地应用在于 Babai和 Levin（是的，同 Cook-Levin

中的 Levin，Micali称他为 "a force of nature"）等人实现的 “universal 交互证明系统 ”：对于

有着极端冗长传统证明的断言我们可以通过 universal 交互证明系统让全能的 证明者协助验证者

高效地验证，当我们对那些有着比较短传统证明的断言应用同样的交互证明系统时，则我们

可以可以让普通的能高效实现的证明者来协助验证者以惊人的效率来验证。

　　这些研究也为最近十年来兴起的一些浪潮背后的理论工具，如云 /外包计算，区块链中的简洁

非交互证明系统等。这或许是对人类好奇心的回报吧。

　　附注：零知识证明的定义和那些广泛流传的错误的例子

　　写这个文章的一个初衷是在目前能找到的有关零知识证明的中文科普绝大部分都在使用大量误

导性极强的错误的例子，其中一个典型的举例如下（来自零知识证明_百度百科，被到处使用）：

　　证明举例

　　1）　　1）A要向 B证明自己拥有某个房间的钥匙，假设该房间只能用钥匙打开锁，而其他任何方法

都打不开。这时有2个方法：

　　①A把钥匙出示给B，B用这把钥匙打开该房间的锁，从而证明A拥有该房间的正确的钥匙。

　　②B确定该房间内有某一物体，A用自己拥有的钥匙打开该房间的门，然后把物体拿出来出示

给B，从而证明自己确实拥有该房间的钥匙。

　　

　　　　后面的②方法属于零知识证明。好处在于在整个证明的过程中，B始终不能看到钥匙的样子，

从而避免了钥匙的泄露。

　　2）A拥有 B的公钥，A没有见过 B，而 B见过 A的照片，偶然一天 2人见面了，B认出了

A，但A不能确定面前的人是否是B，这时B要向A证明自己是B，也有2个方法。

　　①B把自己的私钥给 A，A用这个私钥对某个数据加密，然后用 B的公钥解密，如果正确，则

证明对方确实是B。

　　②A给出一个随机值，B用自己的私钥对其加密，然后把加密后的数据交给 A，A用 B的公钥

解密，如果能够得到原来的随机值，则证明对方是B。

　　后面的方法属于零知识证明。

　　这两个例子都是谬误。

　　严谨一点地讲　　严谨一点地讲，零知识性是保护证明者的安全性，它保证了对于任意的（甚至是恶意的）验证者，

他在与证明者（持有断言的传统数学证明）整个交互过程中所看到的消息都能够被一个高效的机器

在不知道（同一个断言的）传统数学证明情况下完整地模拟出来。

　　上面证明 A拥有房间钥匙的方法显然不是零知识的，抛开定义不讲，它跟“ 零知识 ”的字面

意义也不符：考虑一个“ 恶意的 ”验证者 B（零知识本身可以抵抗恶意的验证者），他不知道房间

里有些什么，但他可以要求 A“ 请把房间里外套拿出来 ”，如果 A拿出来了，B立即知道了原来房

间里还有件外套，这是B在证明之前所不知道的。

第二个例子中我没看第二个例子中我没看懂“ 用公钥解密 ”。估计该作者想举的例子如下。B向 A证明自己拥有一个公

钥加密方案（其中公钥是双方都知道的）的私钥：A选择一个随机数，用该公钥对其加密得到一个

密文 c，将 c 发送给 B；B用自己的私钥解密后返回明文给 A，如果该明文与 A之前选择的随机数

一致，则A确认B确实知道该公钥对应的私钥。

　　第二个例子中我没看　　第二个例子中我没看懂“ 用公钥解密 ”。估计该作者想举的例子如下。B向 A证明自己拥有一

个公钥加密方案（其中公钥是双方都知道的）的私钥：A选择一个随机数，用该公钥对其加密得到

一个密文 c，将 c 发送给 B；B用自己的私钥解密后返回明文给 A，如果该明文与 A之前选择的随

机数一致，则A确认B确实知道该公钥对应的私钥。

　　这是也是个错误的例子，对于初学者有着极强的误导性。考虑如下场景：D 　　这是也是个错误的例子，对于初学者有着极强的误导性。考虑如下场景：D 给 B转账一笔钱，

将数目用B的公钥加密后发给B明文c'。A无意截获了这个密文c'，它可以与B进行一次交互证明：

将 c' 发送给 B, 然后 B 返回 c' 对应的明文（即该笔钱的数目）。在这个场景中，A得到了交互证明

之前他不知道的知识，即D转账给B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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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6月 25日至 7月 3日，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章睿副研究员赴美国檀香山参加了

第二十四届IEEE Web服务国际会议(24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Services,

 2017)。ICWS是国际服务计算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专注于发表网络服务方向的高水平研究论文，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将其列为B类会议。实验室有两篇论文被接收并做了大会报告。 

　　　　章睿做了题“Oblivious Multi-Keyword Search for Secure Cloud Storage Service”和

“Multi-Client Verifiable Computation Service for Outsourced Data”的大会报告。第一篇

论文提出不经意的多关键词密文检索方案。该方案是首个即达到强安全性又支持合取检索的不经意

密文检索方案。第二篇论文提出基于多项式的多用户可验证计算方案。首次定义了两个服务器的多

客户端关于外包数据的可验证计算框架。并基于单向函数提出了一个高效的构造。该构造的优势是：

证据的规模不依赖于数据提供方的个数，且验证过程非常高效。

　　　　会议期间，章睿副研究员和相关领域的专家进了深入的交流，探讨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和当前

热点学术问题。参加了会议举办的青年学者论坛，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进行了交流和沟通。

交流与合作 　　2017年 7月 21日至 7月 26日，信工所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刘偲带领学生庾

涵参加了在美国夏威夷 2017年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 2017）并做了题为“Surveillance Video 

Parsing with Single Frame Supervision”的报告。该报告利用视频中的时序上下文信息，有效

的缓解了视频中语义分割标注难的问题。文章提出利用一套端到端的 Single frame Video 

Parsing (SVP)网络，在每个视频只标注一帧的极端情况下，依然取得很好的性能。课题组同时还

发表了论文“Learning Adaptive Receptive Fields for Deep Image Parsing Network”，

该论文同样针对图像分割问题该论文同样针对图像分割问题，进行了视野域方面的研究，并同时被大会录用并由刘偲导师做报告。

　　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CVPR）是 IEEE一年一度的学术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

是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技术。CVPR是世界顶级的计算机视觉会议，更是三大顶会之一，近年来

每年有约 1500名参加者，收录的论文数量一般 300篇左右。本会议每年都会有固定的研讨主题，

而每一年都会有公司赞助该会议并获得在会场展示的机会。

　　2017年 8月 16日到 8月 18日，应我室邓燚研究员邀请，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计算机科

学系周红生助理教授来实验室访问交流。

　　来 访 期 间，周 红 生 助 理 教 授 做 了 题 为《Generic Semantic Security against a 

Kleptographic Adversary》的报告，描述了保护随机算法对抗盗贼攻击的一种通用技术，以及

如何应用该技术在 kleptographic集中构建第一个 IND-CPA安全的公钥加密方案。实验室老师

和同学们都积极参加并参与讨论。

　　周红生是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助理教授　　周红生是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助理教授。他在康涅狄格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他作为 NSF计算创新奖学金的接受者，在 Jonathan Katz的指导下，是马里兰州网络安全中心的

博士后。周红生目前在加密包括加密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后斯诺登密码学、安全多方计算、功

能加密和混淆、全同态加密和可验证计算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在世界领先的密码学/安全会议上，

如CRYPTO, EUROCRYPT, CCS, TCC, ITCS, PODC, ASIACRYPT, CSF发表过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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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进实验室科研工作，营造浓郁的学术氛围，加强实验室文化建设，为广大职工、学

生提供一个展示自身才华的舞台，在实验室领导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全体职工、学生的

积极配合和参与下，《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讯》于 2015年 11月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现实验室面向全体职工、学生征稿，具体信息如下：

　　征稿内容需与实验室建设相关或展现实验室职工、学生风采（比如实验室要闻、科研进展、

交流与合作、荣誉、文化生活等）；此外，近期行业快讯、科普文章、学术研究成果、战略

研究报告、综述文章等相关稿件均可。

　　　　

　　稿件要求信息真实、可靠；图文并茂；一般不超过1000字。

　　投稿请发送邮件至 sklois@iie.ac.cn，邮件主题请注明“ 实验室通讯投稿 ”。本征稿启

事常年有效。

　　望大家踊跃投稿，拿起笔，描绘事业的点和线，抒写生活的酸与甜，在实验室科研、学

习的征途中留下坚实而清晰的足印！

 

                        　　　　　　　　　　　　　　　　　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办公室                        　　　　　　　　　　　　　　　　　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办公室

                              　　　　　　　　　　　　　　　　　　　 2016年1月

　　日前，经过初审筛选、申报答辩和专家评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评选的 2018年度“ 北
京市科技新星计划“入选名单揭晓，我所第一研究室陈恺研究员成功入选。

　　“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 是由市财政经费支持、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实施的科技人才培
养计划。该计划自 1993年启动实施，旨在选拔一批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以项目形式资助其开展
科研工作，逐步形成思想政治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的科技专家群体，服务首都社会经济建设。

　　　“ 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 是针对 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技骨干，突出对青年科技人才独立牵头
承担科研项目给予支持。该计划作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重要举措，受到科研人员和社会广泛关注，
已成为首都地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的战略品牌。

　　中国保密协会隐私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
会员，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全国高校网安联赛监督委员会委员。2010年
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美国宾州立大学博士后。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软件安全、智能终端安全、安全测评和隐私保护。
在诸多国际顶级会议发表论文 50余篇，获得 CSAW 全球最佳论文奖
（2015年全球所有信息安全类顶级论文评选排名前十）和国际会议 ISSRE 
2016（CCF B类）最佳论文奖；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获得

与申请专利 12项；曾主持和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国
家发改委信息安全专项等国家部委课题 30余项。TDSC、Computers & Security、TIFS、等 SCI
期刊评审专家；AsiaCCS、SecureComm等多个国际会议委员会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国家博士后基金评审专家。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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