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MAG\2016-02-126/VOL22\F5.VFT——4PPS/P

巩林明/ GONG Linming
李顺东/ LI Shundong
郭奕 / GUO Yimin
(陕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收稿日期：2015-11-08
网络出版时间：2015-11-17

DOI：10.3969/j.issn.1009-6868.2016.01.007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228.TN.20151117.1520.016.html

同态加密的发展及应用同态加密的发展及应用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Homomorphic Encryption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Homomorphic Encryption

认为密码学中的同态加密技术可以为分布式计算环境的用户隐私保护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态加密方案被分成 3种类型：部分同态加密、浅同态加密和

全同态加密。同态加密方案在分布式计算环境下的密文数据计算方面有着重要的

应用，包括：安全云计算与委托计算、远程文件存储、密文检索等。指出目前全同态

加密方案的构造还处于理论阶段，尚不能用于实际的密态数据计算问题，如何设计

基于代数系统的（自然）全同态加密方案依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同态加密；密态计算；安全多方计算；安全云计算；分布式计算

Homomorphic encryp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provide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for users in a distributed computing environmen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homomorphic encryption schemes: part homomorphism, somewhat

homomorphism and fully homomorphism. Homomorphic encryption schemes have

many important applications in computing based on ciphertext, including secure cloud

computing and outsourcing, remote file storage, and search on encrypted data. The

constructions of the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scheme is still in the theoretical

stage and can not be used for actual data calculation. How to develop the nature-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schemes based on algebra is still the focus in the

future research.

homomorphic encryption; privacy computing; secure multi-party

computing; secure cloud computing; distributed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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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st、Adleman 和 Dertouzos[1]于 1978
年提出了秘密同态的思想：对几

个数据的加密结果进行运算后再解

密，得到的结果与这些数据未加密时

执行某一运算所得的结果一致。此

后，研究人员在同态加密方案设计方

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大量的

研究成果。例如，1978 年由 Rivest、
Adleman 和 Dertouzos[2] 提 出 的 RSA 加

密 系 统 、1985 年 由 ElGmal 提 出 的

ElGmal 加密方案 [3]、1998 年由 Okamoto
和 Uchiyama[4] 提 出 的《A new public-
key cryptosystem as secure as
factoring》、1999 年 由 Paillier[5] 提 出 的

Paillier 加密方案、2002 年由 Domingo-
Ferrer 提 出 的 《A provably secure
additive and multiplicative privacy
homomorphism》、2005 年由 Boneh [6] 等

提出的用于保密计算 2-析取范式

（2DNF）的加密方案、2009 年由 Gentry
等 [7] 首次提出的全同态加密（FHE）
方案、2010 年 Dijk[8] 等提出的整数域

上的 FHE 方案、2011 年由 Brakerski、
Vaikuntanathan[9]两人提出的基于误差

学习的 FHE 方案、2012 年由 Brakerski
和 Gentry[10]等提出的无需电路自举的

分层 FHE 方案、同年由 Brakerski[11]提
出的无需模转换的 FHE 方案、2013年

由 Gentry[12] 等 提 出 的 环 上 的 FHE 方

案、2014 年由 Brakerski[13]等提出的基

于标准误差学习的 FHE 方案、2015年

由 Cheon[14]等提出的基于中国剩余定

理的整数域上的 FHE 方案等都是比

较著名的同态加密成果。

目前出现的同态加密方案可被

分成 3 种类型：部分同态加密、浅同

态加密和全同态加密。部分同态只

能 实 现 某 一 种 代 数 运 算（或 、乘 、

加）；浅同态能同时实现有限次的加

运算和乘运算；全同态能实现任意次

的加运算和乘运算。

同态加密方案，除了可以实现加

密功能外，还可以用于密文数据的计

算。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以同态加密技术为支撑的密文数据

计算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各种分布

式计算中，例如，安全云计算与安全

云存储中有关用户隐私的保护和高

效的安全多方计算协议，都需要同态

加密技术支持；其他应用如电子选

举、远程文件存储、密文检索、版权保

护等也都需要同态技术的支持。

1 同态加密系统中的一些

定义
（1）同态性

假设一个加密系统的加密函数

与 解 密 函 数 分 别 为 E:ℳ→C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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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ℳ ，其中 ℳ 与 C 分别为明文空

间与密文空间；令 ⊞ 和 ⊘ 分别为定

义在明文空间和密文空间上的代数

运算或算术运算。则加密方案的同

态 性 定 义 为 ：给 定 任 意 的 两 个
m1,m2 ∈ℳ ，如果一个加密系统的加密

函 数 与 解 密 函 数 满 足 代 数 关 系
m1⊞m2 =D(E(m1)⊘E(m2)) （ 或

E(m1⊞m2) =E(m1)⊘E(m2) ），则称该加

密系统具有同态性。

（2）加法、乘法、异或同态

一个具有同态性的加密系统，若

明文空间上的运算为代数加法“+”，

则该加密系统被称为加法同态加密

系统；若明文空间上的运算为代数乘

法“ ∗ ”，则该加密系统被称为乘法同

态加密系统；若明文空间上的运算为

算数异或“ ⊕ ”，则该加密系统被称

为异或同态加密系统。

（3）浅同态与全同态

只满足一种代数（或算术）同态

运算的加密系统，被称作部分同态加

密系统；同时满足加法和乘法同态运

算，且只能进行有限次乘法或加法运

算的加密系统称为浅同态加密系统；

同时满足加法和乘法同态的加密系

统称为全同态加密系统。

2 同态加密的发展
同态加密思想从提出到现在，在

具体实现方案方面，经历了 3 个重要

时期：1978—1999 年是部分同态加密

的繁荣发展时期；1996—2009 年是部

分同态加密与浅同态加密的交织发

展时期，也是浅同态加密方案的繁荣

发展时期；2009 年以后是全同态加密

的繁荣发展时期。下面将以时间为

主线，按照同态加密方案的类型介绍

同态加密的发展。

2.1 部分同态加密方案

部分同态加密方案按照明文空

间上能实现的代数或算术运算分为

乘法同态、加同态和异或同态 3 种类

型。下面从几个著名的同态加密方

案的优缺点入手，总结一下乘法同

态、加同态、或同态加密方案的特性。

（1）乘法同态加密方案。乘法同

态 加 密 方 案 的 同 态 性 表 现 为
m1 ×m2 =D(E(m1) ×E(m2)) 。 RSA [5]是最

早的具有乘法同态性的加密方案，它

是基于因子分解困难问题的，属于确

定性加密，不能抵御选择明文攻击；

1985年，ElGamal [3]基于有限域上的离

散对数困难假设设计了 ElGamal 加密

算法，该加密方案同样具有乘法同态

性 ，并 且 满 足 选 择 明 文 不 可 区 分

（IND-CPA）安全。

（2）加法同态加密方案。加法同

态 加 密 方 案 的 同 态 性 表 现 为

m1 +m2 =D(E(m1)⊘E(m2)) （⊘ 为 定 义

在密文空间上的某种代数运算或算

术运算）。 具有加法同态性的加密

方案有很多，应用最为广泛的当属

Paillier [5]加密系统，该加密系统基于

高阶合数度剩余类困难问题，且具有

IND-CPA安全。

（3）异或同态加密方案。乘法同

态 加 密 方 案 的 同 态 性 表 现 为

m1⊕m2 =D(E(m1)⊘E(m2))（ ⊘ 为 定 义

在密文空间上的某种代数运算或算

术 运 算）。 目 前 ，只 有 Goldwasser-
Micali [15]加密系统属于该类同态加密

系统，该加密系统基于二次剩余困难

问题，虽具有 IND-CPA 安全，但每次

只能加密单比特，因此加密效率会比

较低。

2.2 浅同态加密方案

浅同态加密方案能同时进行有

限次乘法和加法运算的加密。从某

种程度上讲，该类型的加密方案是人

们在研究解决 RSA 3 个人提出的公

开问题（如何设计全同态加密方案）

的过程中，出现的“副产品”。1999—
2005 年间出现了不少浅同态加密方

案，例如文献 [6]、[16-18]中提到的方

案。目前最为著名的浅同态加密方

案当属 Boneh[5]等基于理想成员判定

困难假设设计的加密方案。该方案

能执行一次乘法和若干次加法运算，

Boneh [5]等虽然用它成功解决了 2DNF

问题，但是该方案在解密时需要搜索

解密，因此基于此方案的 2DNF 保密

计算协议效率很低。

虽然此类加密系统为实现全同

态加密方案的设计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但是只能用于解决某些专门的问

题，即能够解决的应用问题有限，很

难将其拓展并且应用于解决更广泛

的问题。

2.3 全同态加密方案

2009 年 Gentry[7] 设计了首个全同

态加密方案，这一里程碑事件激起了

全同态研究的热潮。到目前，全同态

加密方案按照构造思想大致可以分

为以下 3代。

（1）以 Gentry[7] 设 计 方 案 为 代 表

的、基于格上困难问题构造的第 1 代

全同态加密方案，这类方案的设计思

想大致如下：

•设计一个能够执行低次多项

式运算的浅同态加密算法。

•控制密文噪声增长，即依据稀

疏子集和问题对解密电路执行“压

缩”操作，然后再执行自己的解密函

数实现同态解密，从而能够达到降噪

的目的。

•依据循环安全假设（即假定用

方案的公钥加密自身密钥作为公钥

是安全的）实现纯的全同态加密。

（2）以 Brakerski-Vaikuntanathan [9]

为代表的、基于带误差学习或环上带

误差学习困难问题构造的第 2 代全

同态加密方案，该类方案的构造思想

大致如下：

•归约的基础是误差学习或环

上带误差学习困难问题。

•用向量表示密钥与密文。

•用密钥交换技术来约减密文

的膨胀维数，以达到降噪目的。

该类方案的优点是不再需要电

路自举技术，突破了 Gentry 的设计框

架，在效率方面实现了很大的提升；

其缺点是在使用密钥交换技术时需

要增加大量用于密钥交换的矩阵，从

而导致公钥长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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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 Gentry-Sahai-Waters [12]为代

表的、基于带误差学习或环上带误差

学习困难问题构造的第 3 代全同态

加密方案，此类方案的构造思想大致

如下：

•方案的安全性最终归约到带

误差学习或环上带误差学习的困难

问题上。

•使用近似向量方法表示私钥，

即用户的私钥实际就是密文的近似

特征向量。

•密文的同态计算使用的是矩

阵的乘法与加法运算。

这类方案被认为是目前最为理

想的方案，它们不再需要密钥交换与

模转换技术。

3 同态加密的应用
同态加密技术在分布式计算环

境下的密文数据计算方面有着广泛

而重要的应用。

（1）安全云计算与委托计算。同

态技术在该方面的应用可以使得我

们在云环境下，充分利用云服务器的

计算能力，实现对明文信息的运算，

而不会有损私有数据的私密性。例

如医疗机构通常拥有比较弱的数据

处理能力，而需要第三方来实现数据

处理分析以达到更好的医疗效果或

者科研水平，这样他们就需要委托有

较强数据处理能力的第三方实现数

据处理（云计算中心），但是医院负有

保护患者隐私的义务，不能直接将数

据交给第三方。在同态加密技术的

支持下，医疗机构就可以将加密后的

数据发送至第三方，待第三方处理完

成后便可返回给医疗结构。整个数

据处理过程、数据内容对第三方是完

全透明的。

（2）远程文件存储。用户可以将

自己的数据加密后存储在一个不信

任的远程服务器上，日后可以向远程

服务器查询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远程

服务器用该用户的公钥将查询结果

加密，用户可以解密得到自己需要的

信息，而远程服务器却对查询信息一

无所知。这样做还可以实现远程用

户数据容灾。

（3）密文检索。密文检索有很多

方案，例如文献 [7]、[19-20]中介绍的

就是基于同态加密技术设计的密文

检索算法。我们仅介绍 Gentry [7]用全

同态加密方案实现密文检索算法：

用户将要检索的内容 f1, f2,…, fn 用公

钥加密成密文 c1,c2,…,cn 。将搜索引

擎的查询函数置为电路 C，则搜素引

擎 就 可 以 利 用 全 同 态 算 法 中 的

Evaluate 函数执行同态运算：

CΣ =Evaluate(pk,Ci,(c1,c2,…,cn))（1）
其中 Ci ∈C 用于计算输出的第

比特。当服务器将 CΣ 返给用户时，

用户用自己的私钥解密 CΣ 即得到自

己要检索的内容，而搜索引擎服务器

却对用户要检索的内容一无所知。

（4）安全多方计算协议设计的工

具。所谓安全多方计算就是分别持

有私有数据 x1,x2,…,xn 的 n 个人，在

分 布 式 环 境 中 协 同 计 算 函 数
f (x1,x2,…,xn) 而不泄露各方的私有数

据。以同态技术支撑的密态数据计

算不仅可以满足安全多方计算协议

设计中保护各方隐私的需要，还能避

开不经意传输协议而大大提升协议

效率。近些年来，出现了很多高效的

基于同态加密的安全多方计算协议，

例如文献 [6]、[21]。同态加密技术已

经成为安全多方计算协议设计的一

个强有力的工具 [22]。

（5）电子选举。基于同态加密技

术设计的电子选举方案，因在计票快

捷与准确、节省人力与开支、投票的

易用性等方面较传统投票方式有着

无法企及的优越性，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青睐。目前出现了很多基于同态

的电子选举方案，像文献 [23-24]中介

绍 的 都 是 基 于 同 态 的 电 子 选 举 方

案。在此描述一下 Damgård [23]方案：

选 民 将 自 己 的 选 票 vi ∈{0,1} 加 密
ci =Enc(vi) ，选票中心统计部门（拥有

密钥且可信）利用同态加密方案的同

态 性 统 计 计 算 选 票 数

V =Dec(c1 × c2 ×…cn) = v1 + v2 +…+ vn 。
（6）其他方面的应用。同态加密

技术在其他方面也有诸多应用，例如

多方零知识证明、软件保护、聚合（同

态）签名等。

4 同态技术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目前同态技术及其应

用方面还存在以下几个重点问题需

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1）只能实现单比特加密，如何

高效地实现全同态加密有待进一步

研究。

（2）大多基于未论证的困难问

题，寻找可论证的困难问题依然是个

摆在密码工作者面前的难题。

（3）大 多 只 能 达 到 IND-CPA 安

全，偶有能达到 IND-CCA1安全，但还

未见能达到 IND-CCA2 安全的，同态

加密系统的安全性研究有待进一步

提高。

（4）需要额外的消除噪音算法，

依然不是自然同态，如何设计一个具

有自然同态性的全同态加密方案依

然是一个开问题。

（5）在安全云计算、安全多方计

算、密态数据计算等领域的应用还处

在初级阶段，有待于进一步地拓展；

同时，在其他领域的相关应用也需要

积极开拓。

5 结束语
随着分布式计算的普及，如何保

护分布式计算环境下的用户隐私已

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密码学中的同

态加密技术可以为分布式计算环境

的用户隐私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文章介绍了同态加密技术的

研究现状及研究展望，并简单介绍了

基于同态加密技术的密态数据计算

在分布式计算中的各种应用。目前，

同态加密方案在安全性方面大都只

能达到 IND-CPA 安全，如何设计更高

安全级别的同态加密方案依然需要

进一步研究。全同态加密方案的构

造还处于理论阶段，尚不能用于实际

专题 巩林明 等 同态加密的发展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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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态数据计算问题，如何设计基于

代数系统的（自然）全同态加密方案

依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同态加密

技术支撑的密态数据计算在其他领

域的应用有待进一步拓展。

专题巩林明 等

ZTE TECHNOLOGY JOURNAL

同态加密的发展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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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息

全球光纤连接器市场2020年复合年增长率将达9.9%

据专业机构预测：全球光纤连接器市场预计将在

2020 年达到 49 亿美元，2015—2020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

将达到 9.9%。

这种增长可以归因于更高带宽的应用，需要使用

光纤电缆和连接器来保证带宽的安全性和高速。显

然，电信和数据应用，例如云端、音频、视频、电视和在

线游戏都是光纤市场的巨大推动力。同时航空航天和

国防等领域的工业应用，对光纤连接器来说是一个更

大的市场。

光纤连接器在安全系统中的应用，预计在 2015—
2020年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12.4%，预计将为这一

市场的参与者提供潜在的增长机会。

（转载自《中国信息产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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