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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盒的互相关测试算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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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ＩＳＮ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市太白南路２号，７１００７１）

摘　要：犛盒是构成分组密码算法重要的非线性部件，其密码学性质直接影响整个密码算法的安全性，因此对

犛盒的安全性检测十分重要。以往对犛盒的安全性评估大多数集中在检测分量函数的安全性上，本文考虑了

分量函数之间的关系，并利用Ｓｈａｎｎｏｎ在对称密码系统设计中所提出的混淆和扩散的思想，提出了犛盒的互

相关测试指标，设计了测试算法，更好地评价了犛盒的安全性能。对ＤＥＳ和ＡＥＳ的犛盒分别进行了实验，给

出了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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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犛盒是现代分组密码体制中重要的组成部

件。它本质上是一个多输出布尔函数，可以表示

为犛（狓）＝（犳１（狓），犳２（狓），…，犳犿（狓））：犉
狀
２→犉

犿
２，

其中，每个犳犻（狓）：犉
狀
２→犉２是布尔函数。犛盒多被

用于分组密码系统，以增强密码体制的安全性［１］，

也有学者建议将其用于流密码系统，以加快加解

密速度［２］。犛盒的安全性关系到整个密码算法的

安全性，因而制定安全性测试指标，进而对其安全

性作出评价十分重要［３９］。遗憾的是，以往的测

评标准大都集中在构成犛盒的分量布尔函数上，

很少关注函数之间的关联程度。根据Ｓｈａｎｎｏｎ

在对称密码系统设计中所提出的指导思想［１０］，若

构成犛盒的分量函数高度相关，那将是一个缺

陷。文献［１１］研究了任意两个布尔函数之间的相

关性，文献［１２］基于互相关函数，推广了文献［１３］

对单个布尔函数所提出的全局雪崩准则［１４］。本

文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应用背景提出了犛盒的

互相关检测指标，设计了测试算法，更好地评价了

犛盒的安全性能。

１　预备知识

１．１　基本概念

定义１　令犅狀为全体２
２
狀

个狀元布尔函数的

集合。对任意的α∈犉
狀
２，α与狓的内积＜α，狓＞表

示犅狀中的线性函数，犳（狓）∈犅狀在α处的 Ｗａｌｓｈ

变换定义为：

犠犳（α）＝∑
狓∈犉

狀
２

（－１）犳
（狓）＋＜α，狓＞

　　定义２　令狑狋（·）表示汉明重量，对犳（狓）∈

犅狀，如果狑狋（犳（狓））＝２
狀－１，则称犳（狓）是平衡的。

定义３　令犐犿表示犿 阶单位阵，对犿 阶（１，

－１）矩阵犃，如果有犃犃Ｔ＝犿犐犿，则称犃为 Ｈａｄ

ａｍａｒｄ矩阵，其中，犃Ｔ表示犃的转置矩阵。另外，

阶为２狀的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Ｈａｄａｍａｒｄ矩阵犎狀递归定义

如下：

犎０ ＝１，犎狀 ＝
犎狀－１ 犎狀－１

犎狀－１ －犎狀－
［ ］

１

，狀＝１，２，…

　　定义４　令犳（狓），犵（狓）∈犅狀，互相关函数定

义为：

犆犳，犵（狌）＝∑
狓∈犉

狀
２

（－１）犳
（狓）＋犵（狓＋狌），狌∈犉

狀
２

　　易知，对任意的狌∈犉
狀
２，都有犆犳，犵（狌）＝犆犵，犳

（狌）。当犳＝犵时，互相关函数就变成自相关函

数。众所周知，自相关函数可以反映布尔函数的

扩散性能。

定义５
［１２］
　令犳（狓），犵（狓）∈犅狀，狌∈犉

狀
２，定义

δ犳，犵 ＝∑
狌∈犉

狀
２

犆２犳，犵（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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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犳，犵 ＝ｍａｘ
狌∈犉

狀
２

狘犆犳，犵（狌）狘 （２）

　　定义６　对狀×犿 的犛 盒，令犳犻、犳犼（１≤犻≤犼

≤犿）为犛盒的任意两个分量布尔函数，定义犛盒

的平方和指标性能和绝对值指标性能如下：

δ犛 ＝ ｍａｘ
１≤犻≤犼≤犿

δ犳犻，犳犼，Δ犛 ＝ ｍａｘ
１≤犻≤犼≤犿

Δ犳犻，犳犼 （３）

　　这两个指标的本质在于通过度量分量函数之

间的关联程度，更好地反映犛盒的混淆和扩散的

性能。显然，两个指标值越小，犛盒的安全性越

好。

１．２　相关理论

为了度量犛盒的平方和指标性能，需要有效

求解式（１）的方法。

定理１
［１１］
　令犳（狓），犵（狓）∈犅狀，犿＝２

狀－１，

则有：

［犆犳，犵（０）…犆犳，犵（犿）］犎狀 ＝

［犠犳（０）犠犵（０）…犠犳（犿）犠犵（犿）］

　　推论１　δ犳，犵＝
１

２狀
∑
狌∈犉

狀
２

犠２
犳（狌）犠

２
犵（狌） （４）

式（４）可在定理１的等式两边分别乘以各自

的转置，再根据式（１）则可证明。因此，可利用式

（４）求取平方和指标。但考虑到求一个布尔函数

的 Ｗａｌｓｈ谱计算量较大，为了提高效率，对文献

［５］求谱值的方法稍作修改，给出如下快速计算布

尔函数谱值的方法。

定理２　令犢＝［狔０，狔１，…，狔２狀－１］
Ｔ表示布尔

函数犳（狓）∈犅狀的真值向量，犳（狓）的Ｐｏｌａｒｉｔｙ真

值向 量 记 为 犢狀 ＝ ［（－１）狔０，（－１）狔１，…，

（－１）狔２狀－１］Ｔ，犳（狓）所有谱值构成的向量记为犚狀

＝［狉０，狉１，…，狉２狀－１］
Ｔ，其中，狔犻＝犳（犻），狉犻＝犠犳

（犻），０≤犻≤２
狀－１，则犳（狓）的全部 Ｗａｌｓｈ谱值可

快速递归计算如下：

犚狀 ＝犎狀犢狀 ＝
犃＋犅

犃－（ ）犅
其 中，犃 ＝ 犎狀－１ · ［（－１）狔０，（－１）狔１，…，

（－１）狔２狀－１－１］Ｔ，犅 ＝ 犎狀－１ · ［（－１）狔２
狀－１，（－

１）狔２狀－１＋１，…，（－１）狔２狀－１］Ｔ。

证明　１）当狀＝１时，由 Ｗａｌｓｈ谱定义，有：

犚１ ＝［狉０，狉１］
Ｔ
＝犎１犢１ ＝

１ １

１ －（ ）１
（－１）狔０

（－１）狔（ ）１ ＝
犃＋犅

犃－（ ）犅
这里，犃＝犎０·［（－１）狔０］

Ｔ，犅＝犎０·［（－１）狔１］
Ｔ，

所以，当狀＝１时命题成立。

２）假设狀＝犽时，命题成立，即

犚犽 ＝ ［狉０，狉１，…，狉２犽－１］
Ｔ
＝犎犽犢犽 ＝

犃＋犅

犃－（ ）犅

其 中，犃 ＝ 犎犽－１ · ［（－１）狔０，（－１）狔１，…，

（－１）狔２犽－１－１］Ｔ，犅 ＝ 犎犽－１ · ［（－１）狔２
犽－１，（－

１）狔２犽－１＋１，…，（－１）狔２犽－１］Ｔ。那么，当狀＝犽＋１时，

犚犽＋１ ＝ ［狉０，狉１，…，狉２犽＋１－１］
Ｔ
＝犎犽＋１·犢犽＋１ ＝

犎犽 犎犽

犎犽 －犎

烄

烆

烌

烎犽
［（－１）狔０，…（－１）狔２

犽
－１，（－１）狔２

犽，…，

（－１）狔２
犽＋１

－１］Ｔ ＝

犎犽·犢犽＋犎犽·［（－１）狔２
犽，…，（－１）狔２

犽＋１
－１］Ｔ

犎犽·犢犽－犎犽·［（－１）狔２
犽，…，（－１）狔２

犽＋１
－１］

烄

烆

烌

烎
Ｔ
＝

　　　　　　　　
犃＋犅

犃－（ ）犅
其中，犃 ＝ 犎犽 · ［（－ １）狔０，（－ １）狔１，…，

（－１）狔２犽－１］Ｔ，犅＝犎犽·［（－１）狔２
犽，（－１）狔２犽＋１，…，

（－１）狔２犽＋１－１］Ｔ，证毕。

为了度量犛盒的绝对值指标性能，需要有效

求解式（２）的办法。文献［１２］利用布尔函数的汉

明重量刻画了Δ犳，犵的计算。

引理１
［１２］
　令犆′狌＝｛狓∈犉

狀
２：犳（狓）＝１，犵（狓＋

狌）＝１｝，犳（狓），犵（狓）∈犅狀，狌∈犉
狀
２，则可通过下式

求得Δ犳，犵：

Δ犳，犵 ＝２
狀
－２狑狋（犳）－２狑狋（犵）＋４ｍａｘ

狌∈犉
狀
２

狘犆′狌狘

（５）

　　引理２
［１２］
　０≤Δ犳，犵≤２

狀；犆２犳，犵（０）≤δ犳，犵≤２
３狀。

在实际应用中，构成犛盒的分量布尔函数一

般都是平衡的，故在犛盒中，引理１可以进行简

化。

推论２　令犳（狓），犵（狓）∈犅狀是犛盒的任意两

个分量布尔函数，则有：

Δ犳，犵 ＝－２
狀
＋４ｍａｘ

狌∈犉
狀
２

狘犆′狌狘 （６）

２　犛盒的互相关测试

２．１　互相关测试算法

１）对给定的狀×犿犛 盒，计算构成犛盒的犿

个布尔函数犳犽（狓）（１≤犽≤犿）的Ｐｏｌａｒｉｔｙ真值向

量表，并存入ｓｂｏｏｌ［犿］［ｌｏｏｐ］中；

２）将犛盒的Ｐｏｌａｒｉｔｙ真值向量表两两按顺

序与犎１相乘并保存，初始化狊＝２；

３）将第２）步的保存结果按狊个分组以后，依

照顺序两两相加、相减，并将结果保存；

４）以２狊更新狊的值，并判断狊是否等于２狀，

若不等，则跳回第３）步；若相等，则可得谱值；

５）重复第２）～４）步，并利用式（４）求δ犳犻，犳犼；

６）对于给定的狌∈犉
狀
２，寻找使得犳犻（狓）＝１、

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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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犼（狓＋狌）＝１成立的狓个数的最大值；

７）狌遍历０～２
狀－１，重复第６）步，求得所有

狌对应的狓个数的最大值；

８）重复第６）、７）步，并利用式（６）求得Δ犳犻，犳犼；

９）对每个待测犛盒求出δ犳犻、犳犼、Δ犳犻，犳犼的最大

值，并输出δ犛＝ ｍａｘ
１≤犻≤犼≤犿

δ犳犻，犳犼，Δ犛＝ ｍａｘ
１≤犻≤犼≤犿

Δ犳犻，犳犼。

注意，该算法只适用于分量函数平衡的犛

盒。当要求对分量函数不平衡的犛盒测试时，只

需将第８）步中的“利用式（６）”换成“利用式（５）”

即可。

２．２　实验结果

对ＤＥＳ和 ＡＥＳ的犛盒分别进行互相关测

试，记δ犳犻，犳犼＝δ犳犻，犼，Δ犳犻，犳犼＝Δ犳犻，犼，表１表示ＤＥＳ犛

盒的互相关性能测试结果，表２表示ＡＥＳ犛盒的

平方和指标性能和绝对值指标性能测试。由于互

相关函数的对称性，表２中空白部分的值实际上

关于该正方形表格的主对角线对称。

一般称任意两个布尔函数在零点的互相关函

数值为这两个函数的零相关度。本文还对ＤＥＳ

和ＡＥＳ的犛盒分别进行了零相关度的测试。实

验结果表明，构成ＤＥＳ每个犛盒的任意两个不同

函数间的零相关度均为０，每个函数与自己的零

相关度均为６４；ＡＥＳ犛盒的任意两个不同函数间

的零相关度均为０，每个函数与自己的零相关度

均为２５６，这和预期的结果是一样的。

从实验结果还可以看出，ＤＥＳ犛盒的平方和

指标值和绝对值指标值比较分散，而ＡＥＳ犛盒这

两个指标值相对集中，体现出很好的混淆和扩散

性能。因此，犛盒的互相关测试对犛 盒的安全性

评价是一个较好的度量标准。

表１　犇犈犛前４个和后４个犛盒性能测试结果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ＤＥＳ犛ｂｏｘｅｓ（犛１，犛２，犛３，犛４）ａｎｄ犛ｂｏｘｅｓ（犛５，犛６，犛７，犛８）

（δ犳犻，犼
，Δ犳犻，犼

） （δ犳犻，犼
，Δ犳犻，犼

）

犛１ 犛２ 犛３ 犛４ 犛５ 犛６ 犛７ 犛８

犳１１ （２０２２４，６４）（１９８４０，６４）（２１３７６，６４）（１５２３２，６４）（１６０００，６４）（１９４５６，６４）（１７１５２，６４）（１２５４４，６４）

犳１２ （４１６０，２０） （９２８０，２８） （７６８０，２８） （２４３２，１６） （７８７２，３２） （５３７６，１６） （１６４４８，２８） （４９２２，３２）

犳１３ （５３７６，２８） （５９５２，２０） （５５０４，８） （２４３２，１６） （６２７２，２４） （７４２４，２４） （６５９２，２０） （４１６０，２０）

犳１４ （３６４８，１６） （３７７６，１６） （４９９２，２４） （１５２３２，６４） （５８８８，２４） （６３３６，２０） （６２７２，１６） （６８４８，２８）

犳２２ （１１７７６，６４）（２５９８４，６４）（１９４５６，６４）（１５２３２，６４）（１８３０４，６４）（１５６１６，６４）（３４０８４，６４）（１６７６８，６４）

犳２３ （５４４０，２４） （４４８０，２０） （５２４８，２０） （１５２３２，２４） （４６７２，２４） （８５７６，２４） （１５３６，８） （６３３６，２４）

犳２４ （４３５２，１６） （５１８４，２４） （１１００８，３２） （２４３２，１６） （５８２４，２４） （６７２０，２４） （２６２４，１２） （３４５６，１６）

犳３３ （１６０００，６４） （１６００，６４） （１２５４４，６４）（１５２３２，６４）（１４４６４，６４）（１５２３２，６４）（１３６９６，６４）（１６７６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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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４４ （１９０７２，６４）（１４４６４，６４）（１９０７２，６４）（１５２３２，６４）（１０６２４，６４）（１６０００，６４）（３４０４８，６４）（１２９２８，６４）

性能 （２０２２４，６４）（２５９８４，６４）（２１３７６，６４）（１５２３２，６４）（１８３０４，６４）（１９４５６，６４）（３４０４８，６４）（１６７６８，６４）

表２　犃犈犛犛盒平方和指标和绝对值指标性能测试结果

Ｔａｂ．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ｕｍ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ａｎｄ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ｆｏｒＡＥＳ犛ｂｏｘ

δ犳犻，犼 Δ犳犻，犼

犳１ 犳２ 犳３ 犳４ 犳５ 犳６ 犳７ 犳８ 犳１ 犳２ 犳３ 犳４ 犳５ 犳６ 犳７ 犳８

犳１ １３３１２０ ２５６

犳２ ６５５３６ １３３１２０ ３２ ２５６

犳３ ６５５３６ ６５５３６ １３３１２０ ３２ ３２ ２５６

犳４ ６５５３６ ６４５１２ ６６５６０ １３３１２０ ２８ ３２ ３２ ２５６

犳５ ６４５１２ ６４５１２ ６４５１２ ６４５１２ １３３１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２５６

犳６ ６４５１２ ６４５１２ ６４５１２ ６５５３６ ６５５３６ １３３１２０ ３２ ２８ ３２ ３２ ３２ ２５６

犳７ ６５５３６ ６６５６０ ６５５３６ ６６５６０ ６４５１２ ６６５６０ １３３１２０ ３２ ３２ ２８ ３２ ３２ ３２ ２５６

犳８ ６５５３６ ６５５３６ ６６５６０ ６５５３６ ６５５３６ ６４５１２ ６５５３６ １３３１２０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３２ ２５６

性能１３３１２０１３３１２０１３３１２０１３３１２０１３３１２０１３３１２０１３３１２０１３３１２０ ２５６ ２５６ ２５６ ２５６ ２５６ ２５６ ２５６ ２５６

３　结　语

基于Ｆｅｉｓｔｅｌ网络的分组密码算法，其安全性

主要依赖于轮函数中使用的犛盒。因此，人们对

犛盒设计了许多安全性测试方法，如平衡性测试、

严格雪崩测试、线性方程测试、线性逼近测试、相

关免疫测试、差分分布测试等。但是这些测试方

法大都局限于犛盒的分量布尔函数的性能上，而

忽略了函数之间的关系。根据Ｓｈａｎｎｏｎ信息论

的思想，如果存在高度相关的分量函数用于犛盒

时，即使每一个分量函数都很优秀，这样的犛盒

也将是不安全的。本文考虑这个问题，提出了度

量犛盒安全性能的互相关测试指标，设计了互相

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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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测试算法，弥补了原来测试方法的不足，更好地

度量了犛盒的安全性能。

本文互相关测试算法不仅可以比较同量级的

犛盒性能，还能比较直观地把握犛盒各分量函数之

间的关联程度，因而对犛盒的设计和安全性评估都

起到很好的作用。另外，针对目前不断出现的新的

攻击方法，设计更多安全性测试指标，并开发一个

自动化检测犛盒安全性能的工具正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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