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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ypher KMS 是一个分布式密钥管理系统 (KMS)，它解决了使用共识网络安全存储，操作私有
加密数据的痛点 [1]。它利用代理重加密技术，使用分布式网络，提供基于加密和密码学的权限控制
[2]。不像中心化的 KMS 提供的服务，它不需要信任服务提供商。NuCypher KMS 使共享敏感数据给
去中心化和中性化的应用程序成为可能，为从医疗到 ID 管理到分布式内容市场的众多应用程序提供
安全架构。NuCypher KMS 会成为分布式应用程序必要的一部分，就像 SSL/TLS 是每个安全的网络
应用程序必要的一部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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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心化密钥管理系统（KMS）和代理重加密（PRE）密钥管理系统的区别

I.

摘要

NuCypher KMS 是一个分布式密钥管理系统 (KMS)，提供加密和权限控制服务。它能够在公共网络上在任意数
量的参与者之间共享私有数据，使用代理重加密技术来代理解密权限，这是传统对称加密和公钥加密方案不能实现
的。内生代币用来激励网络参与者执行密钥管理和权限代理/回收的操作。

A.

背景

权限管理系统 (KMS) 是在设备和应用程序中生成，分发和管理密钥的集成方案（图1）。KMS 包含在设备上生
成，分发和流转密钥的后台功能以及注入，存储和管理密钥的客户端功能 [3]。
作为信任的根源，适当配置，管理和保护 KMS 很关键。传统上，这意味着把 KMS 预置到硬件安全模块 (HSM)[4]
或者使用诸如 HashiCorp’s Vault[5] 这样的工具。然而这需要很高等级的技术复杂性和前期资本投资，为了降低技
术负担和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像亚马逊云 HSM[6]，谷歌云 KMS[7]，微软 Azure Key Vault[8] 和 TrueVault[9] 开
始提供 KMS 服务。然而，KMS 作为服务产品需要在服务提供商中设置不适当的信任级别，这对于安全至关重要的
应用程序来说可能不合适。
公众共识网络比如比特币和以太坊，在解决这种中心化的难题方面很有前途。但是，在公众共识网络上执行涉及
私密数据操作的局限性是确定的 [1]。共识网络采用一个志愿者节点网络，在可用性和强制访问管理规则方面，这种
网络经常发生中断，而不像中央基础设施那样可靠。
NuCypher KMS 使用分布式网络移除对中心化服务提供商的信任，使用代理重加密提供密码访问控制，使用代
币激励机制保证可靠性，可用性和正确性。由于使用代理重新加密，未加密的对称密钥（能够解密私有数据）绝不会
暴露在服务器端（图1），并且没有单点安全失败。即使被攻破，黑客也只能得到重新加密的密钥，并且对文件的访问
仍然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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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架构

A. 加密原语

1. 对称加密

对称或私钥加密要求用户知道一个共公秘密密钥。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这个公共密钥称为 DEK（数据加密密
钥）
。
对称加密定义了两个操作：
c = encryptsym (dek, d);

(1)

d = decryptsym (dek, c);

(2)

d 是明文，c 是密文（加密数据）
。
对于我们来说，最有用的对称密钥加密算法是 AES（因为它通常是硬件加速的）[10] 和 Salsa20 [11]。
对称分组密码可以在不同的模式下运行。我们使用概率加密的操作模式（如用于 AES 的 GCM）来保证强大的语
义安全性。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省略了关于特定操作模式的细节，将与操作模式有关的随机数值视为密文的一部分 c。

2. 公钥加密

公钥加密（PKE）是双方（发送方和接收方）交换信息而不需要任何公钥的一种加密方式。每个参与者都有一个
密钥对（一个公钥 pk 和一个密钥/私钥 sk）。如果发送者有一个密钥对 sks /pks ，并且接收者有一个密钥对 skr /pkr ，
发送者可以使用接收者的公钥对消息进行加密，接收者可以用他的密钥进行解密。
可以创建混合密码系统，将对称加密的效率与 PKE 的便利性相结合。混合密码体制加密流程定义了以下功能：
dek = random();
c = encryptsym (dek, d);
edek = encryptpke (dek, pkr ).

(3)
(4)
(5)

该对 (edek, c) 用于转换加密的数据。接收器的相关解密定义了以下功能：
dek = decryptpke (edek, skr );

(6)

d = decryptsym (dek, c).

(7)

3. 代理重加密

代理重新加密（PRE）[2, 12] 是一种公钥加密（PKE），它允许代理实体将密文从一个公钥转换到另一个公钥，
而不需要知道任何关于底层消息的信息（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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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代理重加密环境中的主要参与者和交互

在典型的代理重新加密的情况下，有几个角色。数据拥有者 Alice 拥有公钥 pkA 。知道这个密钥的任何实体都可
以使用她的密钥 skA 产生只有她可以解密的加密数据。假设数据生产者用 Alice 的公钥 pkA 加密消息 m，得到密文
cA . Alice 决定把对 m 消息的访问权委托给拥有密钥对 (pkB , skB ) 的 Bob。为此，Alice 创建一个重密密钥：
rkA→B = rekey(skA , pkB ).

(8)

重要的是，在单次使用的单向代理重新加密方案中，这种重新加密功能是一种方式，并且 rkA→B 不能被分解成其组
成部分（至少在不知道 skA 或 skB 的情况下）。它所能做的就是对 cA 进行重新加密，以便将其转换为 cB ：
cB = reencrypt(rkA→B , cA ).

(9)

Bob 然后可以用他的秘密密钥 skB 解密 cB 。
现有的 PKE 协议是 1 对 1 通信的理想选择，与现有的 PKE 协议相比，代理重加密在任意数量的数据生产者和
消费者的 N 对 N 通信时，更具可扩展性。它不需要事先知道消息的接收者，因为重新加密令牌可以在任何时候被创
建和应用。这使得它非常适合分布式系统，如区块链，物联网和大数据 [13]。
有许多具有不同属性的代理重加密算法。对于 NuCypher KMS 的第一个版本，我们选择了 ECIES，我们为其创
建了代理重加密算法 [14]。它与最简单的（和高性能的）算法 BBS98 [15] 非常相似，但提供了更好的安全保证。然
而，有时我们想要将重加密委托给多个节点，以便拆分它们之间的信任并应用基于时间的或有条件的重新加密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用 AFGH 方案 [16]。抗量子的 NTRU 也可以在需要时使用 [17, 18]。
就像 BBS98 一样，我们对 ECIES 的代理重加密算法是创建一个重加密密钥，而不是一个秘密 + 公共密钥。但
是，我们不希望发送者知道接收者的密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随机生成一个临时密钥对 ske /pke 。然后，访问
委派看起来像这样：
ske = random();
rkA→e = rekey(skA , ske );
ske′

= encryptpke (pkB , ske );

rkA→B = (rkA→e , ske′ );

(10)
(11)
(12)
(13)

重新加密节点使用 rkA→e 重新加密任何密文 cA （其基础消息为 m），以便可以通过 ske 解密。由于接收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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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ke′ 对重新加密的密文进行解密，因此将其附加到重新加密的结果上。因此，重新加密的过程如下：
ce = reencrypt(rkA→e , cA );

(14)

(ce , ske′ );

(15)

cB =

(16)
接收方的解密将如下所示：
ske = decryptpke (skB , ske′ );

(17)

m = decryptpke (ske , ce );

(18)
(19)

Ateniese 等人 [16] 事先提到了这种方法。这也超出了代理重新加密的范围。该方案不被认为是“关键优化”的，
但在我们的用例中，却有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性能。

B. 重新加密方案的简要回顾

重加密方案有不同的属性。在本小节中，我们考虑其中的几个与我们的用例有关的。一个关于所有已知的代理重
新加密算法及其属性的全面调查最近发布 [12].
要考虑的重要属性之一是算法是否是交互式的。“交互式”意味着重加密密钥是由两个密钥计算出来的：
reab = rekey(ska , skb ).

(20)

“非交互”意味着需要知道所有者的私钥和被授权者的公钥：
reab = rekey(ska , pkb ).

(21)

交互算法的例子有：BBS98 [15]，我们的 ECIES 重加密算法（基于 BBS98）和基于 LWE 的重加密算法 [19]。一
个“非交互式”算法的例子是 AFGH [16]。尽管最初似乎我们只对非交互式算法感兴趣，但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短暂密
钥（方程 10-12）在协议级别调整交互式算法，以便与公钥而不是私钥共享。
另一个有趣的特性是算法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双向性意味着可以从 reab 计算 reba 。这在单向算法中是不可能
的。但是当使用临时密钥时，双向算法是有效的单向算法（方程 10-12）。尽管如此，我们在 Sec.VC 中展示单向性可
以非常方便地以可扩展的方式共享复杂的分层数据。一个双向算法的例子是 BBS98 [15]。
代理重加密算法也可以是单跳或多跳的。“多跳”是指如果我们有了 reab 和 rebc ，那么这两个重新加密的密钥
可以串联使用，将密文 ca 转换成密文 cc ，而不需要 b：

cc = reencrypt(rebc , reencrypt(reab , ca )).

(22)

有时甚至可以计算 reac ，对于 BBS98 是这样的：:
reac = reab · rebc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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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跳”是指如果通过重加密获得 cb ，则不可能进一步对其进行重新加密。多跳方案对于密钥轮换（Sec. V G）和
我们的分层数据共享方案（Sec. V C）是有用的。关键技巧（方程 10-12）是临时单跳（只有当数据与其他方共享时
才会创建临时密钥，因此密钥轮换是可能的）
。多跳算法的例子包括 BBS98 [15] 和基于 LWE 的算法 [19]。AFGH 算
法 [16] 是单跳的。
另一个看似重要的属性是抗合谋。非正式地说，抗合谋意味着只获得 rea b 和 skb 是不可能派生出 ska 的。相反，
缺乏抗合谋使得可以从 reab 和 skb 获得 ska 。乍一看，这似乎是非常安全的。然而，即使使用抗合谋算法，如果攻击
者同时拥有 reab 和 skb，他也能够重新加密和读取任何原本只能由 ska 解密的数据。因此，只有当相同的密钥对用
于其他目的（例如签名，密钥推导等）时，抗合谋性才变得很重要。尽管如此，为两个功能使用单独的密钥对是一种
好的做法。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抗合谋似乎并不是一个优先事项，因为除了加密之外，我们没有另外使用委托人的密
钥对的地方。抗合谋算法包括 AFGH [16] 和基于 LWE 的重加密算法 [19]。非抗合谋算法是 BBS98 [15] 和 ECIES。
我们可能需要使得重加密密钥中的数据的生产者和/或消费者无法被识别（第 III A节）。通常，知道系统中所有
公钥的代理能够推断出这些信息。从重加密的角度来看，许多 PRE 方案并不是匿名的 [15, 16]。然而，基于 LWE 的
重加密方案 [19] 享有匿名性。
最后，对于任何密码系统，CPA 安全性 [20]（选择明文攻击安全性）和 CCA 安全性 [21]（针对选择密文攻击
的安全性）的概念适用于代理重新加密。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到的所有算法都只有 CPA 安全，除了 ECIES 重加密和
LWE，它们也都是 CCA 安全的 [19]。

C. 签署加密的消息

在公钥加密算法中，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puba 进行加密。虽然这很有用，但是它也允许网络的恶意用户加密数据，
就好像它们是 A. 因此，数据必须被签名以便向接收者证明发送者的身份。
但是，我们希望使协议匿名化（第 IIIA 节）成为可能，因为验证数据所有者的公共数字签名也提高了重新加密
节点尝试向所有者索取钱财的可能性。因此，这是有道理的：

• 包含一个数字签名作为明文的一部分，这样在密文解密之前不可能验证签名，,
• 使用不同的密钥对进行签名和加密（特别是考虑到某些重加密密码系统缺乏合谋阻力）

D.

重加密节点

当数据存储在云或分布式存储系统中时，使用数据所有者（发送者）的密钥 pks (图3) 对其进行加密。数据本身
用随机对称密钥加密，每个文件一个密钥。用 pks 加密的 dek 被附加到加密的数据上。这个组合 (edek�c) 可以存储
在任何地方 - IPFS，Swarm，S3 或者任何类型的分布式或集中存储系统中。
当存储数据时，我们委派访问的用户不一定是事先知道的。首先，接收者应该向发送者显示他的公钥 (图4)。公
钥对应于以太坊网络中的地址通常是有意义的（例如，证明已经从用于数字内容订阅的该地址进行了支付）。发送方
生成一个重加密密钥（在需要的时候包括一个加密的随机短周期密钥），并将其发送到一个随机重新加密节点，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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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架构：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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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架构：访问委派

PoS 在分布式网络中选择活动结点。稍后将讨论为了冗余或安全而选择多个节点的情况。与用户接收器共享用户发送
者数据的节点将该信息登记在网络中。
当接收者想要解密与他共享的数据时，他首先从存储器或加密流中下载该数据 (图5)。他将 edek 从消息中分离
出来并将 edek 发送到重加密节点的网络，并找到可以与接收者（具有重加密密钥的那些）共享发送者的数据的活动
重新加密节点。接收者请求具有重新加密密钥的节点将 edek 转换为 edek ′ 并使用他自己的密钥 skr 对其进行解密并
获得 DEK。现在，他可以使用 DEK 来解密大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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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架构：解密

III. 网络安全

在网络中，有多个应用访问管理策略的重新加密节点。
代理重新加密允许 NuCypher KMS 在访问管理和解密权限之间拆分信任，而无需引入始终在线的始终可信的实
体（如传统的密钥管理系统）。矿工始终不能看到明文数据，或者任何能够解密数据的东西。他们只是负责存储重新
加密密钥并应用重新加密功能。
这种模式的第一个风险是矿工和数据读者之间的共谋。如果矿工给数据读取器提供数据的重新加密密钥，数据可
以在任何时候由数据读取器解密，避开任何有条件或基于时间的约束。我们以多种方式抵制这种威胁：重加密密钥的
伪匿名，分割密钥代理重加密和挑战协议。另外，我们运用经济激励措施，在第 VII章中有详细描述。
第二个风险是节点发生故障（返回假数据而不是执行重新加密）。我们使用挑战协议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风险是节点相互勾结，进行 50％的攻击。这种风险对于多方计算通常是致命的 [22]（如 Enigma [23]）
。但
是，在我们的情况下，攻击者只能获得错误应用重新加密策略的能力，而不是解密数据，也不允许访问尚未被授权访
问数据的用户。理想情况下，系统应尽可能分散，然而 50％的攻击不会危及数据的机密性，就像应用工作量证明机制
的加密货币中 50％的攻击不会给攻击者移动资金的能力。

A. 伪匿名

重加密节点不知道他们正在重新加密的是什么对于系统的安全性是非常有益的。这样可以防止他们知道重加密密
钥以应对共谋攻击（并且在分布式网络中试图与所有网络参与者共谋是不可行的）。而且，重加密密钥的伪匿名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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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运行挑战协议（章节. III C)
我们把设计一个匿名重加密协议作为未来的改进。但是，我们指出它应该（不应该）拥有的下列属性。首先，重
加密方案应该是密钥私有的 [19, 24]。否则，可以通过遍历所有已知的公钥对来确定密钥的所有权。其次，重加密节
点和数据的接收者对于相同的重加密密钥不应该具有相同的标识符。这就排除了将重加密密钥存储在密钥-值对存储
中的简单方法，而接收者可以拿出密钥。

B. 分割密钥重新加密

有一种情况，重新加密的节点决定立即重新加密数据，而不是根据设置好的的策略。分割密钥代理重新加密方案
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相对于一个重加密密钥，m-m 重加密密钥可以用来产生“重加密共享”。这些共享可以在客
户端结合。AFGH [16] 加密使用 m-m 方案，这里的共谋攻击将需要 m 个矿工和数据的读取者。
我们与马拉加大学的 NICS 实验室共同开发的基于阈值的 m-n 方案（Umbral）似乎更适合于这项任务。该方案
还可以允许第三方验证重新加密的正确性，这对于保持节点诚实是重要的。

C.

挑战协议

矿工有返回随机数的风险，而不是正确地重加密数据。由于数据是私密的，所以系统的用户不能公布这些数据和
他们的密钥来证明矿工已经作弊。
矿工不可能区分“真正的重加密”和随机数据的重加密。所以，我们可以生产一些专门为挑战矿工而设计的“假”
重加密密钥。如果矿工作弊，这个挑战的数据和密钥不与任何私人数据相关联。
矿工在把重加密数据发到网络之前和之后应该显示数据的哈希值。如果这种重加密数据是挑战协议数据，而且矿
工已经作弊，那么挑战者可以提出一个证据，证明与这个挑战相关的非敏感密钥实际上应该产生不同的重加密结果，
并且没收矿工的抵押存款授予挑战者。
正如 Truebit [25] 所指出的那样，系统还应该有意地产生一些“错误的重加密数据”，以激励挑战者进行挑战。
设计一个挑战协议是一个与“公平交换”协议有关的复杂问题 [26–28]。这需要仔细的设计和测试，而以太坊的
权益证明（Casper）协议现在也面临着这样的复杂性。只检查加密算法的正确性是可能的 [29]。
应该特别考虑保护重加密密钥免于泄漏。建议以下挑战协议。
当接受重加密密钥的责任时，矿工希望随着时间 T 获得费用 f ，因此数据的所有者需要存储 f 个币。矿工还应
该提供抵押品 c，如果泄漏重加密密钥，将被没收。
如果一个挑战者证明矿工已经泄漏了一个重加密密钥，挑战者应该得到奖励。然而，数据所有者可能会挑战矿工，
以欺诈方式获得挑战奖励。我们使这个“自我挑战”是不可行的。如果挑战发生在时间 t 之后，挑战者将获得 αf t/T
硬币，其中 α < 1。在这种情况下，数据拥有者获得 (1 − t/T )f 个币。抵押品和剩余费用被分给网络的其他参与者，
总金额为 c + (1 − α)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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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拥有者也不应该被激励伪造数据挑战矿工，应该使用撤销策略。因此，在一个“正确的”撤销中，数据的
所有者获得 (1 − t/T )f 个币和矿工得到 c + f t/T 个币，其中 c 是被押的抵押品。

D. 不同用例可能威胁的相关性

在移动设备管理使用案例（第 VIII I节）中，最重要的是在数据泄露之前从丢失或被盗的设备中回收权限。想象
一下，有人可能会偷窃设备，并与相关矿工勾结。因此，矿工不能识别用户，反之亦然。另一个可能的攻击是一组矿
工回收权限并要求额外付款重新加密。但是，由于数据所有者可以轻松地重新授予访问该移动设备的权利，所以没有
这样做的动机。另一个可能的威胁是挖矿节点在策略生命周期之后长时间保持重加密密钥，等待某人攻击最终用户设
备并与挖矿节点勾结。为了防止这种威胁，挖矿节点不能确定数据是否有价值是很重要的，一个好的方法是匿名化数
据所有者和数据本身。换句话说，我们阻止挖矿节点发现 edek 对应的数据。
分布式 DRM（Sec. VIII D）假定一旦内容（一个文件或一段视频）被解密，就已经被购买，所以权限回收不是
真正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节点知道内容非常昂贵，他们可能试图接近买方，并就内容提出更便宜的价格，从而切
断原卖方。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匿名数据的接收者。这需要使用 zk-SNARKs [30]，对挖矿结点隐藏确切的
价格信息但又能使挖矿结点验证相关交易。
当 NuCypher KMS 用于保护对文件（章节 VIII A）或消息的访问时，授予和撤销访问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完全
匿名是非常需要的。可能发生的攻击包括收受贿赂矿工的数据的接收者在权限被回收后能够继续访问数据，矿工在回
收权限的关键时刻向数据接收者勒索费用。匿名化在防止这些攻击中重扮演重要角色。

E. 硬件强制的安全性

如果矿工行为不当，他们有失去抵押物的风险。然而，矿工节点可能是第三方攻击的受害者，而不是恶意为止。
为了让矿工们防止他们的节点受到攻击，他们可以在通用的安全硬件 [31] 上使用可信计算，例如支持 SGX 的最新一
代英特尔 CPU（Skylake +），或 NVidia GPU。
英特尔 SGX 技术 [32] 承诺在安全环境中运行任何计算。之前提出建立一个分布式网络来管理依赖于 SGX 技术
的密钥，而不是依靠矿工的公平性或重加密 [33]
另外，持有和应用重加密密钥可以在 GPU 内完成。结果表明，GPU 可以作为功能有限的可信平台模块（尽管
它们可以执行重加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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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性能考虑

V.

功能

A. 本地加密库和守护进程

NuCypher KMS 可以对接传统的集中式应用程序。在 Python 中，在 IPFS 中共享文件看起来像这样：
import nkms
nkms . c o n n e c t ( )

# Using d e f a u l t c o n f i g

path = ’ i p f s : / /QmTkzDw . . . / to_the_moon . a v i ’
nkms . s h a r e ( ’ 0 xab12 . . . ’ , path , time =86400)

如果没有可用的库客户端，则可能有一个本地 API 服务器，类似于如何使用 geth 来与以太网网络进行交互。读
这个文件将是：
import nkms
cl i e n t = ipfsapi . Client ( . . . )
nkms . c o n n e c t ( )

# Using d e f a u l t c o n f i g

path = ’ i p f s : / /QmTkzDw . . . / to_the_moon . a v i ’
e d a t a = c l i e n t . c a t ( path )
data = nkms . d e c r y p t ( edata , path )
print ( data )

“解密”功能把 edata 分成 edek 和实际的加密数据，请求 KMS 网络把 edek 转换成 edek ′ ，用接收者的私钥解密
edek ′ ，并用获得的 dek 解密数据。API 的初步版本将包括以下功能：

• 连接 - 连接到分布式网络，从参数或配置文件获得配置;
• 写入 - 使用与文件所有者相对应的公钥加密数据并保存在后端存储;
• 读取 - 从后端存储下载数据，请分布式网络重新加密，然后解密;
• 删除 - 删除与其关联的文件和重加密密钥;
• 解密 - 解密我们已经读取的数据;
• split-edek - 低级函数，用于从数据中分离出加密的对称加密密钥;
• 共享/更新/撤销 - 根据文件路径或策略创建读取我们拥有的所有数据或其子集的权限。策略可以包括时间限制
和其他条件;
• 读取策略 / 更新策略 / 删除策略 - 读取并更改我们创建的所有访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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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共享分层结构（如文件和文件夹）

B. 分享短密钥

低级功能允许加密和委派对二进制密钥（如数据库凭证）或这些密钥组的访问，而不将它们存储在单个文件中。
用于存储这些简单密钥的可能的后端可能是存储在 IPFS 中的分层配置文件（以 YAML 或 JSON 格式）
，甚至可能只
是在同一个实例中。客户端软件可以解析这个文件，并要求重新加密它需要的密钥。可以有每个字段和每个子字段的
重加密密钥的粒度权限。

C.

共享文件和分层数据

处理文件时，每个文件和每个目录都使用其密钥进行加密。每个文件都有用文件私钥或者目录私钥等加密存储的
DEK，直到用户的根文件夹。当共享目录时，仅为共享目录创建重新加密密钥。
上面的方法需要存储与树结构中的级别一样多的 EDEK。如果我们使用多跳单向算法（LWE [19] 是唯一的算
法）
，我们就可以有底层到顶层的重加密密钥 (图6）
。当对一个目录授予访问权限时，其所有文件和子目录都有一个路
径在目录密钥下重加密，然后为接收方重加密：

edekb = reencrypt(rexb , reencrypt(re1x , edek1 )).

D.

(24)

批量加密数据

当我们拥有每个文件的对称加密密钥时，恶意接收者有可能下载所有加密的对称密钥，并在访问时解密，而无需
下载过多的数据。他可以稍后使用这些对称密钥来解密大量数据。这被称为“密钥抓取攻击”。
在出现这种问题的应用程序中，我们可以使用对数据进行全有或全无转换的方法，只有下载所有文件才能解密数
据。这种方法已经发表 [35]，可以在我们的密钥管理系统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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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共享加密的流

与多个用户共享加密流对像 Netflix 这样的分布式应用程序是理想方法，因为第三方路由流量不允许看到的内容。
原理很简单：数据流中的每个数据块用随机的 DEK 加密，EDEK 使用每个频道的公钥生成。但是，与 NuCypher
KMS 进行往返需要花费时间。因此，将下一个数据块的 EDEK 与前一个块一起包括在内是明智的。
而且，对于流媒体内容的用例来说，密钥抓取攻击尤其成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将电影块视为批量数据并进行相
应的加密 [35]。
像往常一样，流的消费者拥有自己的密钥对，并要求矿工节点使 EDEK 可以被消费者解密。矿工还可以确保消
费者实际支付订阅费用，如果没有，则拒绝重新加密。

F.

基于时间和基于条件的策略

尽管我们不信任处理加密数据或密钥的矿工，但我们仍然相信他们能够控制存储重加密密钥的时间。最简单的策
略是基于时间的：只有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才允许重新加密，如果将来不需要重新加密，则应该删除重加密密钥。
可以创建更复杂的策略。比如重加密基于以下条件 -待完成某个交易。这允许像按内容付费的 DRM 或作为金融
交易托管这样的应用程序。

G. 密钥轮换

许多代理重加密算法可以应用多次，包括 BBS98 [15]。因此，代理重加密可以用于密钥轮换。密钥轮换允许用旧
密钥加密的所有 EDEK 再用新密钥加密。
数据所有者需要在两个版本的密钥之间生成重加密密钥 rev1→v2 ，本质上与未来的自我共享数据。现在，重加密
节点（假设加密存储是公开的，例如 IPFS）将下载 EDEKs 并应用转换。对于这个操作，由于数据的“发送者”和
“接收者”本质上是同一个人，所以不存在串通风险。

VI. 设计智能合约

为了提供重加密服务，节点需要将币发送到智能合约（同时指定锁定时间）。在时间到期之后，节点可以从中收
回代币。目的是如果他们正确地提供重加密服务，就奖励铸造节点。
在最初的版本实现中，我们将确保节点保持在线状态并正确地重新加密数据，而不需要匿名（第 III A节）。我们
希望节点能够变得专业化，并在其安全性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类似于其他网络中发生的情况。因此，我们对提供重
新加密服务的结点有最小持币数要求–smin 。这也自然地限制了节点的数量，类似于在 DASH 加密货币 [36] 中设置主
节点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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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根据 PoS 选择随机节点。每个节点 di 的权重被表示为线段。这些线段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根长度为 D 的较大
线段。随机节点由从 x = 0 到 x = D 分布的随机点中选择

币的数量是公开的，所以网络的客户端可以自己决定是否配置一个节点的重加密密钥。客户端（Alice）负责随机
分发重加密的密钥。我们不强制 Alice 在区块链上选择的随机性。
我们将第 i 个矿工称之为 di 。锁定的币总额为：

D=

k
∑

(25)

di ,

1

其中 k 是矿工总数。第 i 位矿工从一个策略获得重加密密钥的概率是：

pi = n

di
,
D

in the limit

∀i : npi ≪ 1,

(26)

其中 n 是我们分割重加密密钥的分数（第 III B章）
。
选择随机节点来处理重加密密钥的方式如下 (图7)。所有的节点都是随机排列的，并且放置在从坐标 x = 0 开始
长度为 D 的坐标上。因此，第 i 个节点的坐标将是：

xi =

i−1
∑

dj .

(27)

j=1

在部署策略时，Alice 选择 n 个随机数字：

∀j = 1..n : rj ∈ [0, D).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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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失一般性的情况下，假设数 rj 被排序。那么选定的矿工 ij 的索引就是所选坐标对应的矿工的索引：

∀ij : xij ≤ rj , xij +1 > rj .

(29)

有些数字可能会落在对应同一矿工的线段上。在这种情况下，Alice 删除重复的 ij ，并以相同的方式生成更多矿
工索引 ij ，直到选择了所需数量的矿工（n）。
我们将可能的测试套件称之为是一个普遍的“ping”。这包括：

• 实际的 ping（是网络中仍然显示的节点？）;

• 检查旧的但仍有效的重加密策略是否仍然有效;

• 检查创建-重加密-回收序列是否有效;

• 如果从不同地址发出请求，检查上面的重加密策略是否工作，而不是与挖掘节点相关。

当执行这个“ping”时，可以选择只做必要测试来确定可用性。例如，如果一个节点脱机，那么（非常轻量的）实际
的 ping 就足以确定节点的状态。
现在，我们要设计一个节点系统，每隔 h 个块进行自我检查（例如，h = 10）。这个想法是，节点打赌哪个节点
行为不当，挖矿奖励取决于他们的猜测是否正确。“正确的”猜测被认为是多数结点投票显示的那个，这是由智能合
约从所有节点的投票中计算得出
如果每 h 个块我们检查每个节点，协议将不能很好地与系统 N 中的节点总数成比例。因此，只有一部分节点
√
（例如 k = N ）将被检查。例如，如果有 100, 000 个节点在线并且以太坊块时间是 24 秒（当前值）
，则每 21 个小时
将检查每个节点的健康状况。要验证的节点的选择可以由当前的验证节点交换随机的离线字节并计算这些随机字节排
序和加入的散列来完成。不参与验证的节点将无法区分是否受到挑战或接收到真实的客户端请求。
所有节点执行健康检查也是不可行的。因此，一部分节点（例如，按照汉明距离离当前块散列最近的节点的

√

N）

将能够在当前轮中获得健康检查的奖励。如果发现节点不健康，则会受到惩罚，失去自上次健康检查以来获得的平均
奖励而。
可以检查节点的输出是否正确重加密。为了做到这一点，数据的拥有者可以准备一个“挑战包”- 这个数据不对应
任何敏感数据，但专门用来挑战重加密节点。
“挑战包”由输入密文和期望的重加密的输出组成（这种方法仅适用于没
有概率输出的代理重加密算法）
。数据的接收者可以解密挑战包，并演示重新加密节点失败或无法正确地重加密数据。
挑战其他重密节点的节点本质上是投票哪个节点行为不当，并对投票结果打赌。在每个人进行投票之前，挑战者
节点应该无法弄清别人的投票。因此，他们首先通过展示加盐票的哈希来投票，随后证明他们有实际的投票和盐（n
个随机数) 来产生这些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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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代币经济

协议经济由矿工网络组成，矿工网络提供稀缺资源，并在消耗资源时得到回报。在 NuCypher KMS 中，矿工是
重加密节点。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矿工，根据提供的重加密操作的数量来区分他们的奖励。获得稀缺的重加密服务必须
加以控制并分配给最高价值的用途。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是 NuCypher KMS 代币（NKMS）。NKMS 既是对矿
工贡献工作的奖励，也是消费者（数据所有者）为获得重加密服务而付出的代价。最重要的是，代币也激励了系统正
确计算和保证系统安全。

A. 代币分发

矿工可以持有一定数量的重加密密钥，与他们作为抵押存款所持有的代币数量成比例，由智能合约锁定。矿工们
既可以提供重加密服务，又可以重新加密数据。矿工费既可以由数据所有者支付，也可以由数据使用者支付。后者与
DAO 在分布式 DRM 下分发内容的用例更相关。
此外，如果矿工在线并准备好提供服务，矿工可能会获得“可用性奖励”，在智能合约（第 VI节）的帮助下可以
证明这一点。如果矿工离线，他们将在这段时间内丧失“可用性”补偿。
如果矿工作弊并提供错误的重加密服务，他们将损失一部分保证金（第 III C节）。
我们可以阻止矿工泄漏重加密的密钥。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重加密密钥的哈希来挑战矿工，如果证实重加密密钥已
经泄露，矿工作为担保的 NKMS 将被罚没。把重密密钥链接到特定的代理是可能的，以便在加密级别泄露时快速识
别它们 [37]。
在早期当系统中用户不多时，激励重加密操作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引入一个奖励时间表，其中一些奖
励是“挖矿”，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接近零通货膨胀。矿工 i 得到的报酬 ri 可以表示为：

di · s
+ fi ,
ri = ∑k
i=1 di

(30)

其中 s 是当前的回报率，di 是第 i 个矿工的存款，fi 是该矿工的交易总费用。奖励率呈指数级下降，直到随时间
达到平衡，最后奖励只来源于交易费：

s = s0 e−t/T ,

(31)

其中在时间 T 之后，奖励根据影响因素 e 下降，s0 是初始奖励率。这个指数可以方便地在智能合约中获得，而
不需要昂贵的浮点运算得出微分方程的解：

s=

dS
Smax − S
= s0
,
dt
Smax − S(t =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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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 = ∞ 时 Smax 是代币的最大供应量，S(t = 0) 是代币的初始供应量。时间 t 用挖矿期间而不是秒表示。
NuCypher KMS 的一个有趣属性是安全性随着网络参与者数量的增长而提高。随着越来越多的重加密节点进入
网络，合谋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抗审查性，提供强大的网络效应和先发优势。
最后，为了测试网络的安全性，我们可以设置赏金密钥 - 一些代币的钱包私钥。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破解系统，
并获得赏金。赏金被拿走就证明系统已经不安全了。同样的机制可以用来警告网络个人用户潜在的数据泄漏，通过发
信号通知他们可能暴露了他们的数据私钥。

VIII.

用例

作为基本功能，NuCypher KMS 为需要共享敏感数据的各种应用程序提供基础架构。具有对共识网络上的公共
行为进行解密操作的能力，例如发布某些消息，在特定方之间进行支付以及其他事件，可以实现一系列应用，包括：

A.

共享加密文件（
“分布式 Dropbox”）

文件可以在客户端加密，并存储在像 Swarm [38]，IPFS [39]，Sia [40] 或 Storj [41] 这样的分布式文件系统中，
或者像 S3 一样集中的文件系统中。通过提供基于第三方公钥的重加密令牌，可以轻松地与授权的第三方共享文件。
通过从网络中删除重加密的令牌，可以很容易地撤销第三方的访问权限。

B. 端到端加密群聊（“加密 Slack”
）

代理重加密是端到端加密群组消息的理想原语，群聊需要多个参与者在频道中读取和写入消息。通过发出或撤消
重加密令牌，可以轻松地里将在群聊中添加或删除会员。这避免了多次加密和发送消息的开销，每人只需一次。

C. 患者控制的电子健康记录（EHR）

可以创建患者控制的 EHR，患者拥有自己的数据和密钥，这和 Epic 这样的集中式系统不一样。而且，数据可以
集中存储或分布式存储。当病人想要与医院或保险公司分享他们的加密数据时，他们会发出一个重加密令牌，授予第
三方临时访问权限。

D.

分布式数字版权管理（DDRM）

加密访问控制可以用于分布式 DRM。访问控制可以嵌入到加密本身中，以便随时随地访问数据。有条件的重加
密令牌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来控制，以便在付款后才能被释放。现在可以使用 NuCypher KMS 来构建分布式 Netflix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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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或销售软件，应用程序，照片和其他数字内容的加密市场。

E. 盲身份管理

使用 NuCypher KMS 可以构建一个盲身份管理服务。ID 可以在客户端进行加密，并与身份管理提供商一起存
储。用户可以为批准的应用程序创建重加密密钥。该服务为所述第三方应用程序重加密身份证书，而身份提供者不具
有访问权限。

F. 脚本和后端应用程序的秘密凭证管理

NuCypher KMS 是存储任何秘密的理想选择，例如敏感环境变量，数据库凭证和 API 密钥。对于脚本而言，可
以在脚本的生存时间内生成重加密令牌，然后撤销。例如，开发人员可以在 GitHub 上安全地存储加密的数据库凭证，
并在部署实例后临时访问这些凭证。即使 GitHub 存储库是公开的，证书也不能被未经授权的人使用。

G. 共享凭证和企业密码管理

NuCypher KMS 可以管理员工用来访问 Web 服务的共享凭证。可以建立审计日志来监视谁访问了什么秘密。员
工离职时，很容易撤销访问甚至滚动密钥。

H. 强制访问日志

在某些公司和企业设置中，客户端必须发布敏感文件的访问日志。这要求记录每个文件的访问权限，并且可以使
用条件重加密来强制执行这些记录规则。

I. 移动设备管理（MDM）和撤销

在企业 MDM 设置中，可为有效设备创建重加密令牌。当设备丢失或退休或员工离职时，可以删除重加密令牌以
撤销对设备的访问权限。这避免了重新组织分级密钥树的问题。

J.

NuCypher KMS 的私有使用

为了使传统企业（金融，医疗，政府或物联网公司）受益，NuCypher KMS 可以被私有部署。它可以部署成私
有，联盟（矿工由企业联盟控制的预先选定的节点替代）
，甚至中心化（一个组织控制所有重加密的密钥）区块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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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使用仍然可以享受代理重加密的安全优势，但是抗审查能力不同。

IX. 概要

NuCypher KMS 是分布式密钥管理服务和密码访问控制层，用于区块链和分布式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和企业
都可以利用它来创建高度安全的应用程序比如医疗保健，金融服务等等。通过将私人数据共享和计算带入公有链，
NuCypher KMS 可以实现从加密内容市场到秘密凭证管理到病人控制的电子健康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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