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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现有的数据处理策略的基础上，将经过改进的基于二进制Ｇｏｐｐａ编码的 ＭｃＥｌｉｅｃｅ密码体制

与数据份额的产生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基于纠错码密码体制的数据分离算法（ＫＰＤＡ）。与经典秘密共享算法

相比，该算法具有同等或更高的效率；而与同类的数据分离技术相比，基于编码的密码体制可以提供更好的安

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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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量迅速膨胀的今天，网络存储系统成

为了解决存储问题的主要途径，同时由此带来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也更加突出，尤其是随着ＳＡＮ

与ＮＡＳ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网络存储安全

与抗毁的重要性。存取服务运行于一个越来越开

放的网络环境中，高效安全的信息存储与传输已

经成为网络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特性。加密是信

息安全最基本的手段，许多安全存储系统如

ＯｃｅａｎＳｔｏｒｅ
［１］、ＦａｒＳｉｔｅ

［２］和ＰＡＳＴ
［３］等都使用了

加密来保护磁盘中的重要信息，而 Ｇｌａｃｉｅｒ
［４］和

Ｆｒｅｅｎｅｔ
［５］等网络存储系统则侧重于利用加密来

保护传输中的数据。加密也可以实现数据分离，

这种方案可以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加密体制，在对

安全性要求很高的系统中，可以发挥高安全性的

作用，但是存在效率低的缺陷。

数据分离技术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但目前的数据分离算法不能提供较高

的机密性，故设计新的数据分离算法的出发点就

是保证所处理数据的机密性，同时又可以提供分

布式的抗毁性；在提供冗余机制的同时，还可以提

供较高强度的机密性。ＭｃＥｌｉｅｃｅ密码体制
［６］是

基于纠错码的密码体制的典型代表，但由于其密

钥量大、难以管理而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应用；文献

［７］提出了对 ＭｃＥｌｉｅｃｅ密码体制的６种改进算

法，可以抵抗消息重发攻击和消息相关性攻击［８］，

并提出了可以提高码率的算法，但文中没有针对

大规模数据和网络存储的应用，因此，许多相应的

方法如引入对原始消息的复杂化变换的函数、哈

希函数校验等增加了系统编码和译码的复杂性及

负载。文献［８］证明 ＭｃＥｌｉｅｃｅ密码体制在选择密

文攻击的可行性，但攻击过程依赖明文的相关性；

Ｒａｂｉｎ提出了基于纠删编码的数据分片算法

ＩＤＡ
［１０］；文献［１１］提出的ＬＰＣＡ算法在可用性和

冗余机制方面证明了其有效性，但没有提供一种

具体可操作的纠错机制。本文根据网络存储中数

据分离的实际需要，将加密与数据冗余机制相结

合，并充分权衡了安全性和效率，在已有工作的基

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密钥策略的数据分离算法

（ｋｅｙｐｏｌｉｃｙ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ＫＰＤＡ）。

１　犓犘犇犃算法的实现过程

１．１　数据分离与存取结构

设用户要将原始数据犇保存到狀个节点，每

个节点用ＩＤ号惟一识别，其中保存的数据称为一

个份额，设犌１为原始数据集合，犌２为份额集合，本

文沿用文献［１１］中数据分离的定义。

定义　设犛为存储节点集合，Γ∈２
犛，Γ＝｛狊１，

狊２，…，狊犽｝，Γ中各节点保存的数据为犱１、犱２、…、

犱犽，则Γ为一个存取结构，当且仅当从犱１、犱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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犱犽中可以恢复出原始数据犇。

数据分离算法定义如下处理过程：

犌 →１

ＫＰＤＡ（犽）

犌２×犌２×…×犌２

犘（犇）＝ （犱１，犱２，…，犱狀）

其中，犱犻∈犌，１≤犻≤狀。

相应的数据恢复算法定义为：

犆：犌２×犌２×…×犌２ →犌１

犆（犱１，犱２，…，犱犽）＝犇

其中，狀、犽为自然数，且狀≥犽。

在存储系统中，将数据分散保存是为了提高

安全性和可靠性，调用这些数据时，必须从各节点

保存的份额中恢复原始数据。存取结构定义为存

储节点集合的子集，从该子集中的节点保存的份

额集合可以恢复出原始数据。

１．２　犓犘犇犃中的数据处理

假设原始数据为犇，则ＫＰＤＡ的数据分离过

程如下。

１）密钥生成。首先，用户选定码字长度狀＝

２犿，可纠错数量为狋，码源长度为犾，且犾≥狀－狋犿，

在ＧＦ（２）上构造犾×狀阶Ｇｏｐｐａ码生成矩阵犌：

犌＝ ［犐　犉犾×（狀－犾）］

其中，犐是犾阶单位方阵，则由此生成的Ｇｏｐｐａ码

可纠小于等于狋个错误。随机选取犾×犾阶非奇异

矩阵犛和狀×狀阶置换阵犘，对犌置乱得：

犌′＝犛犌犘

犌′和犌 在编码时具有等价的性质。犌′作为公钥，

犛和犘作为私钥。

２）通过数据压缩变换对原始数据进行预计

算，以消除码字间的线性关系。设原始数据犇 的

长度为犖，对犇作如下划分，犇＝（犱１，犱２，…，犱犾），

（犱犾＋１，犱犾＋２，…，犱２犾），…，（犱（犖／犾－１）犾＋１，犱（犖／犾－１）犾＋２，…

犱犖），并令犕犻＝（犱（犻－１）犾＋１，犱（犻－１）犾＋２，…，犱犻犾），其中，

犕犻的长度为犾ｂｉｔ。若最后一段不满足长度，可采

用填充技术令各段长度相同。

３）将数据犇在密钥的控制下采用纠删编码

的方式转换为密文犆，将分离后的数据片段合并

为狀块，记作犛１，犛２，…，犛狀，作为存在狊个节点上

的数据份额。计算犛１，犛２，…，犛狀的过程如下：

犆犻 ＝犈（犕犻，犌′）＝犕犻犌′＝犕犻犛犌犘

其中，犆犻＝（犮犻１，犮犻２，…，犮犻狀），犻＝１，…，犖／犾。则有：

犛犼 ＝ （犮１犼，犮２犼，…，犮（犖／犾）犼），犼＝１，２，…，狀

所有位运算均为ＧＦ（２）上的运算。

４）将数据份额犛１，犛２，…，犛狀分配到狊个不同

的存储节点保存，采用循环的发送方式，直到所有

份额发送完毕，其中，

狊１ ＝ ｛犛１，犛狊＋１，犛２狊＋１，…｝

狊２ ＝ ｛犛２，犛狊＋２，犛２狊＋２，…｝

…

狊狊 ＝ ｛犛狊，犛２狊，犛３狊，…｝

　　在文献［１１］中，对于可以正确恢复原始数据

犇的犽个节点称为一个规模为犽的存取结构ＡＳ，

即ＡＳ＝｛犖１，犖２，…，犖犽｝，对应的数据集合为

｛犛１，犛２，…，犛犽｝。本文中，ＡＳ＝｛犖１，犖２，…，

犖狀｝，即所有数据份额都要参与恢复过程。

ＫＰＤＡ数据恢复算法如下：① 用户与所在的

存储网络进行必要的身份和权限验证；② 用户向

所有节点循环发出数据份额的请求，得到返回的

数据份额犛′１，犛′２，…，犛′狀；③ 用户先由犛′１，犛′２，…，

犛′狀通过复制恢复犆′，并作如下运算：

犆″犻＝犆′犻犘
－１
＝犕犻犛犌

犕犻犛＝犎
Ｔ犆″犻

其中，犕犻＝犕犻犛犛
－１，犻＝１，…，犖／犾，得到原始数据

犇＝（犕１，犕２，…，犕犖／犾）。

２　算法分析

２．１　可操作性

为了将明文非线性化和防止第三方破坏消

息，本文采用密文反馈的工作模式。具体方法是：

用户先选定犾维秘密向量狏，并在加密流程中将原

始数据犇变换为犇′：

犇＝

犱１ 犱２ … 犱犾

犱犾＋１ 犱犾＋２ 犱２犾

 

犱（犖／犾－１）犾＋１ 犱（犖／犾－１）犾＋２ … 犱

熿

燀

燄

燅犖

＝

犕１

犕２



犕犖／

熿

燀

燄

燅犾

犇′＝

犲１ 犲２ … 犲犾

犲犾＋１ 犲犾＋２ 犲２犾

 

犲（犖／犾－１）犾＋１ 犲（犖／犾－１）犾＋２ … 犲

熿

燀

燄

燅犖

＝

犕′１

犕′２



犕′犖／

熿

燀

燄

燅犾

＝

犕１＋犆０

犕２＋犆１



犕犖／犾＋犆（犖－１）

熿

燀

燄

燅犾

其中，犆０＝狏。

２．２　安全性及冗错性分析

２．２．１　消息相关性攻击下的安全性

文献［８］提出 ＭｃＥｌｉｅｃｅ体制不能抵抗消息相

关性攻击，而在 ＫＰＤＡ中，通过非线性处理可以

抵抗消息相关性攻击。设犆１、犆２为两个被截获的

消息，犆１＝犕′１犌′＝犕１犌′＋犆狓犌′，犆２＝犕′２犌′＝

犕２犌′＋犆狔犌′，由于攻击者不能找到犕１与犕２的关

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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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故不能得到除密文以外的任何信息，因此，攻

击者会收集更多的密文。考虑最坏的情况，攻击

者得到了数据犇的完整密文，即有犖／犾个上述等

式，有犖／犾＋１个未知量，故不能在多项式时间内

计算出正确的原始信息。

２．２．２　冗错性分析

定理　基于Ｇｏｐｐａ码的 ＫＰＤＡ最大可以纠

正任意狋个随机错误。

１）由定理可以得到以下容忍拜占庭故障的

结论。

设一次运行过程可以容忍最大犳个节点拜

占庭故障，则有：① 当狊→狀时，每个服务器节点

存储的数据片段数 犛犻 →１，由上述定理可知，每

个码字只要出现小于等于狋个错误就可以正确恢

复，故有犳→狋；② 当狊→［狀／狋］
＋时，每个服务器节

点存储的数据片段数 犛犻 →狋
－，由上述定理可得

犳→１
＋；③ 当狊→［狀／狋］

－，且狊＞［狀／狋］时，每个服

务器节点存储的数据片段数狋－１≤ 犛犻 ≤狋，由上

述定理可得犳＝１；④ 当狊≤［狀／狋］时，每个服务器

节点存储的数据片段数 犛犻 ＞狋，由上述定理可得

犳＝０。

在大型存储网络中，狊＞［狀／狋］可以很容易满

足，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多大的拜占庭故障容忍

度，需视具体情况来调整参与节点的数量。

２）容忍随机故障的性能。

设码字所经过的传输与存储过程统称为随机

信道，并设其转移概率为狆，即０→１或１→０的概

率为１－狆，完成一个码字正确解密的概率为犘犻，

完成一次原始数据犇正确加解密的概率为犘，则

可以得到如下关于随机错误的结论：

犘犻＝狆
狀
＋（

狀
１）（１－狆）狆

狀－１
＋（

狀
２）（１－狆）

２
狆
狀－２
＋

…＋（
狀
狋）（１－狆）

狋
狆
狀－狋犘 ＝∏

狌

犻＝１

犘犻

其中，狌＝犖／犾。

２．３　效率分析

２．３．１　存储量

设原始数据长度为 犇 ，一次存取过程中需

要涉及的节点数为狀，则在ＫＰＣＡ中，每个节点保

存的数据量为（犇 ＋犪）／狀犚，犪是由于填充引入

的比特数，犚 为改进的 ＭｃＥｌｉｅｃｅ密码体制的码

率，即犚＝犾／狀。在文献［７］中，当选择犿＝１１，狀＝

２０４８，狋＝３７的安全参数时，犚 可以达到０．８以

上。

在ＩＤＡ中，每个份额的长度为｜犇｜／犽，犽为恢

复原数据所需的最少份额数。而在文献［１１］中，

ＬＰＣＡ的份额长度为（犇 ＋犪）／狀，犪为填充引入

的比特数。从以上分析可知，为了加密并引入冗

余以实现数据的安全性，ＫＰＣＡ的每个节点要额

外负担２０％的存储量。但这在许多实际应用中

是值得的，如在ＳＡＮ中的高可用的集群服务器

中，每一台虽具有极高的硬件性能和物理抗毁性，

但在编码冗错和防数据泄漏方面存在不足。

２．３．２　运算量

在典型的数据分离方案中，所有运算均在犉

上进行。如文献［１２］中用的数据分离方法为线性

转换，分离时，在域犉上进行矩阵的乘法运算；数

据恢复时，在域犉上求解关于原始片段的线性方

程组。在这样的大多数域中求解线性解，所耗费

的时间和存储资源是较大的。

在秘密共享方案中，所有运算也是在域 ＧＦ

（狇）上进行的。以Ｓｈａｍｉｒ的多项式插值法
［１３］为

例，在处理长为犾ｂｉｔ的数据时，需要计算域 ＧＦ

（狇）上犽－１次多项式的狀个取值（狀≥狇
犾），即在

ＧＦ（狇）上进行犽（犽－１）／２次乘法和犽－１次加法。

恢复数据时，根据插值公式，需要在 ＧＦ（狇）中进

行犽次模拟运算以及２犽＋（犽－１）次加法和犽２次

乘法。虽然这些算法均可在多项式时间内完成，

但由于狇太大而使得计算量仍很大。对于海量存

储这种数据密集型的应用来说，这样大的计算量

显然是不实用的。

ＫＰＤＡ在分离阶段进行二元向量的按位异

或运算即可，而在恢复数据时，需要计算犉２ 上的

矩阵的逆阵，再将矩阵与向量相乘，最终也归结于

二元向量的按位异或运算。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证明，Ｇｏｐ

ｐａ算法的运行时间为犗（狀狋）
［１４］，ＭｃＥｌｉｅｃｅ加密速

度可以达到６Ｍｂ／ｓ以上，但本方案的软件实现

可以采用多线程加密，硬件加密的实现可将模块

做在基于ＰＣＩ接口的并行加解密卡上，以实现高

速数据处理，其运行的时间复杂度可以降为

犗（狀狋／犾），即犗（狋／犚）。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ＫＰＤＡ算法利用了改进的 ＭｃＥ

ｌｉｅｃｅ公钥加密算法分离数据，并引入了数据的预

处理机制，可以保证数据的机密性，也可以纠正数

据存储和传递过程中出现的随机错误和拜占庭错

误。该算法与现有的类似算法相比，其运算量和

存储量都相当或更小。ＫＰＤＡ算法可以在网络

存储系统中用于对较大规模数据或不经常解密数

据的分布存储系统中。

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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