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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应用组合方法进行安全协议的规范化设计，给出了协议中基件与组件的定义，分析了组件的安

全属性，及基于组件设计能实现相应安全目标的单步协议；定义了组合规则，确保不同的单步协议能够组合成

为一个复合协议，同时各个单步协议还能实现各自的安全目标。至此，根据具体的应用背景选择合适的单步

协议，按照组合规则组合后，便可得到满足需求的安全协议。该方法可将一个复杂协议分解为若干基于组件

的简单单步协议，使得协议的设计与分析都易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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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协议设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保证所设计协议的安全性，文献［１］提出应用串空

间模型和认证测试方法来指导安全协议设计，并

且所设计的协议的安全性可以直接由设计过程本

身得到保证；文献［２］提出了通用可组合安全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ｃｏｍｐｏｓａｂｌ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ＵＣ）；文献［３］

提出了一个用于协议导出的形式化框架，能够从

简单的协议成分出发，通过组合、精化和变形等操

作导出一系列协议；文献［４］指出安全协议之间可

以进行组合，在ＵＣ安全模型下，证明了任意两个

安全协议组合后仍然是安全的。本文提出了应用

组合方法进行安全协议的规范化设计。

与文献［４７］中的组合设计方法相比，本文方

法具有如下特点：① 所定义的组合规则简单、可

靠，组合规则不影响单步协议安全目标的实现，同

时可以保证单步协议能够组合成为复合协议；

② 指出组件作为协议的基本组成部分，对组件的

形式化分析可以从协议底层开始保证协议能够实

现安全目标，减少协议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使安

全协议的设计与分析都易于实现；③ 适用于不同

初始假设的多种环境。该方法的关键在于对具体

环境下组件安全属性的正确分析，对初始假设的

环境无特别要求。

１　基件与组件

协议的运行是通过协议消息的交换来完成

的，本文定义基本消息与基件的概念如下。

定义１　下列４种消息称为基本消息：① 协

议实体标识ＩＤ，如犃、犅等代表用户，犛代表服务

器或管理中心。② 密钥犓，犓 代表各实体的公

钥、私钥、会话密钥、共享密钥等。③ 乱数犖，协

议实体在协议运行期间产生的临时值，如随机数

犖犃、时戳犜犃等。④ 数据消息犇，实体之间通过

协议传送的信息。

定义２　基本消息和密码函数统称为基件。

常见的密码函数有 Ｈａｓｈ函数 Ｈａｓｈ（·）、签名函

数ＳＩＧ犓－１（·）和加密函数［·］犓。此处为研究

方便，将签名函数表示为［·］犓－１，犓－１为用户私

钥，犓 为加密密钥。

组件通过下列３种操作产生：① 级联操作。

两个或多个基件通过级联操作后可得到一个组

件，如犃、犖犃 是两个基件，级联后形成的｛犃，犖犃｝

便是一个组件。② 密码函数操作。如 犃、犖犃、

Ｈａｓｈ（·）是基件，犎（犃，犖犃）便形成一个组件。

③ 混合操作。组件与组件、组件与基件之间通过

级联、密码函数的混合操作而形成新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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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对称环境下协议组件的安全属性

分析

　　通过对对称环境下大量协议的归纳总结，本

文得到了如下一些对称环境下协议中的经典组

件，其中，犓犃犅表示犃、犅双方的共享对称密钥，犖犃

表示犃生成的随机数，犖犅表示犅 生成的随机数。

①犵１１：犎（犅，犖犃，犓犃犅），该组件的背景为：犃发送

组件｛犃，犖犃｝给犅，犅 收到后回复组件犵１１给犃；

②犵２１：［犃，犖犃］犓犃犅，该组件的背景为：犃 发送组

件｛犃，犖犃｝给犅，犅 收到后回复组件犵２１给 犃；

③犵３１：［犃，犅，犖犃，犓犃犅］犓犃犛，该组件的背景为：犃、

犛双方共享对称密钥犓犃犛，犃发送组件｛犃，犅，犖犃｝

给犛，犛收到后回复组件犵３１给犃；④犵４１：［犃，犖犃

－１］犓犃犅，该组件的背景为：犃 发送组件｛犃，犖犃｝

给犅，犅收到后回复组件犵４１给犃；⑤犵５１：［犃，犖犃，

犖犅］犓犃犅，该组件的背景为：犃 发送组件｛犃，犖犃｝

给犅，犅收到后回复组件犵５１给犃；⑥犵６１：［犎（犃，

犖犃，犓犃犅）］犓犃犅，该组件的背景为：犃发送组件｛犃，

犖犃｝给犅，犅 收到后回复组件犵６１给 犃；⑦ 犵７１：

［［犅，犖犅］犓
－１
犃 ］犓犃犅，该组件的背景为：犓

－１
犃 为犃

的私钥，犅发送组件｛犅，犖犅｝给犃，犃收到后回复

组件犵７１给犅。

通过运用ＳＰＡＬ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ａｔｅｎｔｌｏｇｉｃ）
［８］逻辑对上述组件进行形式化分析，

可得如下结论：①犵１１：犎（犅，犖犃，犓犃犅），该组件

所具有的安全属性为犃认证了犅 的身份；②犵２１：

［犃，犖犃］犓犃犅，该组件所具有的安全属性为犃认证

了犅的身份；③犵３１：［犃，犅，犖犃，犓犃犅］犓犃犛，该组件

所具有的安全属性为犃认证了犛 的身份，犛分配

密钥犓犃犅给犃，同时密钥的机密性、新鲜性均可得

到保证；④犵４１：［犃，犖犃－１］犓犃犅，该组件除了可进

行身份认证外，还可以用于验证密钥的正确性；

⑤犵５１：［犃，犖犃，犖犅］犓犃犅，该组件所具有的安全属

性为犃认证犅 身份的同时传递了随机数犖犅，并

保证了 犖犅的机密性和新鲜性；⑥ 犵６１：［犎（犃，

犖犃，犓犃犅）］犓犃犅，该组件所具有的安全属性为犃认

证了犅的身份；⑦犵７１：［［犅，犖犅］犓
－１
犃 ］犓犃犅，该组

件所具有的安全属性为犅认证了犃 的身份，同时

对犃来说具有非否认性以及匿名性。

根据组件安全属性分析的结果，可设计与其

对应的单步协议如下（不难看出，采用与分析组件

安全属性的类似方法可证明单步协议的安全目标

与组件的安全属性是一致的）：

１）犵１１：犎（犅，犖犃，犓犃犅）

　　　犃→犅：犃，犖犃；

　　　犅→犃：犅，犎（犅，犖犃，犓犃犅）

２）犵１２：犎（犃，犖犅，犓犃犅）

　　　犅→犃：犅，犖犅；

　　　犃→犅：犃，犎（犃，犖犅，犓犃犅）

３）犵２１：［犃，犖犃］犓犃犅

　　　犃→犅：犃，犖犃；

　　　犅→犃：犅，［犃，犖犃］犓犃犅

４）犵２２：［犅，犖犅］犓犃犅

　　　犅→犃：犅，犖犅；

　　　犃→犅：犃，［犅，犖犅］犓犃犅

５）犵３１：［犃，犅，犖犃，犓犃犅］犓犃犛

　　　犃→犛：犃，犅，犖犃；

　　　犛→犃：犛，［犃，犅，犖犃，犓犃犅］犓犃犛

６）犵３２：［犅，犃，犖犅，犓犃犅］犓犅犛

　　　犅→犛：犅，犃，犖犅；

　　　犛→犅：犛，［犅，犃，犖犅，犓犃犅］犓犅犛

７）犵４１：［犃，犖犃－１］犓犃犅

　　　犃→犅：犃，犖犃；

　　　犅→犃：犅，［犃，犖犃－１］犓犃犅

８）犵４２：［犅，犖犅－１］犓犃犅

　　　犅→犃：犅，犖犅；

　　　犃→犅：犃，［犅，犖犅－１］犓犃犅

９）犵５１：［犃，犖犃，犖犅］犓犃犅

　　　犃→犅：犃，犖犃；

　　　犅→犃：犅，［犃，犖犃，犖犅］犓犃犅

１０）犵５２：［犅，犖犅，犖犃］犓犃犅

　　　犅→犃：犅，犖犅；

　　　犃→犅：犃，［犅，犖犅，犖犃］犓犃犅

１１）犵６１：［犎（犃，犖犃，犓犃犅）］犓犃犅

　　　犃→犅：犃，犖犃；

　　　犅→犃：犅，［犎（犃，犖犃，犓犃犅）］犓犃犅

１２）犵６２：［犎（犅，犖犅，犓犃犅）］犓犃犅

　　　犅→犃：犅，犖犅；

　　　犃→犅：犃，［犎（犅，犖犅，犓犃犅）］犓犃犅

１３）犵７１：［［犅，犖犅］犓
－１
犃 ］犓犃犅

　　　犅→犃：犅，犖犅；

　　　犃→犅：犃，［［犅，犖犅］犓
－１
犃 ］犓犃犅

１４）犵７２：［［犃，犖犃］犓
－１
犅 ］犓犃犅

　　　犃→犅：犃，犖犃；

　　　犅→犃：犅，［［犃，犖犃］犓
－１
犅 ］犓犃犅

３　对称环境下安全协议的设计

３．１　组合规则

单步协议的选取原则为：① 选取应用环境相

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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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的单步协议。如安全协议的应用背景为非对称

环境，则只能选择非对称环境下的单步协议，并根

据安全协议需要达到的安全目标来选择相应的单

步协议。② 选取安全目标相容的单步协议。选

取单步协议犘犻和犘犼进行组合时，必须保证单步协

议犘犻的安全目标不会影响到单步协议犘犼的安全

目标。③ 规范所选单步协议的符号表示。如犘犻

中用犖犃表示犃 生成的随机数，那么犘犼中不能再

使用犖犃表示犅 生成的随机数，以免混淆。

组合顺序原则如下：假定犘犵＝｛犘１，犘２，…，

犘狀｝代表基于组件的一系列单步协议的集合，这

些单步协议能达到的安全目标是由其基于组件的

安全属性所保障的。犘为单步协议组合后得到的

安全协议，即犘＝犘１犘２…犘狀。各单步协议

进行组合时，必须遵守某个顺序用犗（犘）表示。

记犲为协议中的运行动作，如果协议消息分别为

犘１：犕１，犕２；犘２：犖１，犖２，那么每个发送消息的步

骤即为一个动作，即动作有犲（犕１），犲（犕２），

犲（犖１），犲（犖２），犗（犘）＝犲（犕１）＜犲（犕２）＜犲（犖１）＜

犲（犖２），表示协议按发送犕１、犕２、犖１、犖２的顺序进

行组合。定义协议组合顺序时，需遵守以下原则：

① 若协议的安全目标间存在先后关系，则所定义

的组合顺序不能与安全目标顺序相矛盾；② 组合

顺序需保证协议中任一发起方都有明确的响应方

与之共同实现安全目标；③ 协议组合原则：如果

单步协议犘犻并入单步协议犘犼中，则将犘犻中的消

息从犘犼中第一个拥有和犘犻中相同的消息发送者

和接受者的消息开始依次合并，而多余的消息则

依次移入犘犼。

去除冗余原则为：① 如果消息犻中拥有多个

加密组件，而且这些加密组件采用相同的密码算

法和密钥，则可以将这些加密组件合成一个组件；

② 如果在协议一步中同样的消息出现两次，那么

只保留其中的一条；③ 如果在用于证明新鲜性的

数据项（如随机数）总是和协议中某个具有新鲜性

的数据项同时出现，那么用于证明新鲜性的数据

项可以删除。

由上述原则可知，单步协议选取原则保证了

所选取的单步协议能够进行组合，而不会影响各

自安全目标的实现。组合顺序原则规定了整个协

议的执行顺序，但对协议中每个单步协议而言，其

执行顺序并未改变，因而单步协议所能实现的安

全目标也未受到影响。去除冗余原则在不影响组

件安全属性的前提下去除了协议中消息重复的部

分，因此不会对单步协议所能实现的安全目标有

任何影响。

３．２　密钥协商协议的实例设计

协议设计要求为：设计对称环境下的密钥协

商协议，由犃、犅、犛三方参与，其中犛为中心，中

心负责分发密钥，用户双方确认是否收到会话密

钥。需要满足的安全属性有确认会话密钥的来源

和密钥的新鲜性、机密性，以及用户彼此之间的身

份认证。根据上述要求，选择组件［犃，犅，犖犃，

犓犃犅］犓犃犛、［犅，犃，犖犅，犓犃犅］犓犅犛、［犃，犖犃－１］犓犃犅、

［犅，犖犅－１］犓犃犅，它们所对应的单步协议分别为：

犘１：　犕１：　犃→犛：犃，犅，犖犃；

犕２：　犛→犃：犛，［犃，犅，犖犃，犓犃犅］犓犃犛

犘２：　犖１：　犅→犛：犅，犃，犖犅；

犖２：　犛→犅：犛，［犅，犃，犖犅，犓犃犅］犓犅犛

犘３：　犕３：　犃→犅：犃，犖犃；

犕４：　犅→犃：犅，［犃，犖犃－１］犓犃犅

犘４：　犖３：　犅→犃：犅，犖犅；

犖４：　犃→犅：犃，［犅，犖犅－１］犓犃犅

定义组合顺序犗（犘）＝犲（犕１）＜犲（犖１）＜

犲（犖２）＜犲（犕２）＜犲（犖３）＜犲（犖４）＜犲（犕３）＜

犲（犕４），根据协议组合原则，可得到如下协议：

１）犃→犅：犃，犖犃；

２）犅→犛：犅，犃，犖犅，犃，犖犃；

３）犛→犅：犛，［犅，犃，犖犅，犓犃犅］犓犅犛，犛，［犃，犅，

犖犃，犓犃犅］犓犃犛；

４）犅→犃：犅，［犃，犅，犖犃，犓犃犅］犓犃犛；

５）犅→犃：犅，犖犅；

６）犃→犅：犃，［犅，犖犅－１］犓犃犅；

７）犃→犅：犃，犖犃；

８）犅→犃：犅，［犃，犖犃－１］犓犃犅。

运用组件合并原则去除冗余后，可得满足需

求的协议犘：

１）犃→犅：犃，犖犃；

２）犅→犛：犅，犃，犖犃，犖犅；

３）犛→犅：犛，［犅，犃，犖犅，犓犃犅］犓犅犛，［犃，犅，

犖犃，犓犃犅］犓犃犛；

４）犅→犃：犅，犖犅，［犃，犅，犖犃，犓犃犅］犓犃犛；

５）犃→犅：犃，［犅，犖犅－１］犓犃犅；

６）犅→犃：犅，［犃，犖犃－１］犓犃犅。

３．３　协议安全性说明

采用该方法所设计的协议的安全性是建立在

底层组件的安全属性基础之上的，通过运用逻辑化

方法对组件的安全属性进行分析，保证了基于组件

的单步协议能实现对应的安全目标，组合规则在保

证单步协议实现安全目标的同时除去了协议中的

冗余消息，因此，经单步协议组合后，最终得到的安

全协议在达到所需安全目标的同时，效率也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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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上述安全协议根据所需达到的安全目标选

择了合适的单步协议进行组合，用户确认了密钥来

自中心，其新鲜性、机密性均得到了保证，用户彼此

之间确认了身份和会话密钥，该安全协议实现了所

有预期的安全目标，因此协议是安全的（同时也间

接证明了组合规则的正确性与安全性）。

４　结　语

随着网络环境越来越复杂，安全协议设计也变

得越来越困难。本文提出了基于逻辑化分析与组

合思想的安全协议规范化设计方法，该方法具有协

议设计易于实现、协议安全性易于分析的优点，适

用于不同初始假设的多种环境。下一步的工作重

点有两个方面：① 继续分析其他环境下组件的安

全属性，为更多安全协议的设计奠定基础；② 完善

组合规则，以适应更复杂安全协议的设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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