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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云计算的发展，医院或医疗组织为了节省存储资源将加密的电子医疗记录的存储和管理外包给云服 

务器尽管加密有助于保护用户数据的机密性，但是对加密的数据执行安全而有效的搜索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首先 

构造了被称为 MCKS I的简单的多域连接关键词搜索(MCKs)方案，该方案仅支持连接相等查询．为了实现更加灵 

活而复杂的多域关键词连接查询，例如子集查询和范围查询，又提出了被称为 MCKS
—

II的提高方案．该方案利用了 

分层属性的矢量表示方法．这两个方案被证明能够抵抗已知明文攻击．大量的分析和实验数据表明，该方案有效 

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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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dvances in cloud computing，hospitals and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Can outsouree the storage and management of their 

encrypted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EMRs)to the cloud services for great flexibility and economic savings．Although encryption helps 

protecting user data confldentiality,designing secure and practically effi cient search functions over encrypted data remains challenging 

problem．This paper first constructs a multi-field conjunctive keyword search(MCKS)scheme，called MCKS—I，which supports equality 

query．For more flexible and complex MCKS，such as subset an d range query,it then proposes an improved scheme，MCKS
—

II，based on a 

novel vector representation of hierarchical attributes．The new schemes are proven to be able to resist known plaintext attack．Extensive 

analysis and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schemes are extremely practica1． 

Key words： cloud computing；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EMR)；conjunctive keyword search；predicate encryption；asymmetric 

scalar-product preserving encryption(ASPE)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云计算作为一种推动信息技术实现按需供给、促进信息技术和数据资源得到充 

分利用的计算模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云计算等外包服务器是由第三方互联网商业公司(如亚马逊、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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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维护与管理的．尽管云计算可以提供强大的存储和计算能力，但是由于用户与第三方商业公司通常不属于同 
一 个信任域，很多公司和组织对云计算持谨慎态度，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担心失去对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的 

控制． 

近几年来，随着信息医疗化的不断发展，电子医疗记录(EMR)数量越来越大，怎样对日益增大的EMR执行有 

效的存储和管理是很多医院和医疗组织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强大存储和计算能力的云计算I1】等外包 

服务提供了潜在的解决方案．通过将病人的EMR和详细的病例外包给云服务器，医院和医疗组织极大地减少了 

管理和存储负担．例如，医院将表 1以及表中每条记录对应的具体的个人病例外包给云服务器．表中的每一行指 
一 个病人的属性记录，例如年龄、性别、疾病和地区．这些属性都是多值的数值属性或非数值属性．例如，年龄是 

属性值为 1～100的数值属性，性别是属性值为男和女的非数值属性．每一个属性称为关键词域，而属性值称为关 

键词．EMR 的属性涉及病人的隐私，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安全，EMR 以及相应的详细的病人病例通常都是以密 

文形式存储在云服务器上．这给用户搜索包含某些关键词的 EMR 操作带来 了极大的不便．例如，一个授权的用 

户为了实现信息统计的目的提交查询“(40<年龄<50)AND(性别=女)AND(疾病=糖尿病)”．因此，在确保数据安 

全和病人隐私的情况下，开发一个针对加密的EMR的快速而且精确的连接关键词搜索方案，是一个尤其需要解 

决的问题．可搜索加密(searchable encryption，简称 sE)[2】是近年来发展的一种支持用户在密文上进行关键词查 

询的密码学原语． 

Table 1 An example ofEMR 

表 1 一个 EMR的例子 

然而，在现有的 SE方案中，服务器或者返回不精确的查询结果，或者花费巨大的计算开销．一般来说，基于用 

户查询中包含的关键词，SE可以分为单关键词查询，多关键词连接查询和多关键词排序查询． 

因为单关键词 SE方案[3-10】只支持单个关键词的查询，所以他们通过一次查询不能完成多关键词的连接查 

询．针对单关键词 SE 查询方案的不足，简单的多关键词搜索方案已经提 出[11-161．然而这些方案只支持简单的连 

接关键词相等查询，例如“(年龄=60)AND(疾病=糖尿病)”．为了完善搜索功能，支持范围和子集查询的多域上的 

连接关键词搜索方案在文献[17—221中提出，在这些方案中，一般的方法是在复杂的代数结构，例如复合阶群或者 

双对矢量空间(dual pair vector space，简称 DPVS)上构造矢量．由于在复杂代数结构上双线性对的计算开销比在 

单阶群上的计算开销要大的多，因此这类方案的计算开销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基于内积相似分数或者欧几里 

德距离的多关键词排序搜索是另外一类连接关键词搜索[23_ ．为了增加安全性，这些方案给相似分数或距离引 

入一些随机变量，从而引起 了结果的不精确性．而且，这一类查询仍然是多关键词连接相等查询，只是在返回的 

结果中增加了排序功能． 

构造支持多域上的连接关键词搜索的加密方案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针对该问题，本文有以下几点贡献． 

(1)我们定义了基于对称密码的谓词加密，提出了基本的和分层的两种属性和查询矢量的表示方法． 

(2)利用谓词加密模式，我们构造了两个 MCKS方案，方案 MCKS I基于基本的属性和查询矢量的表示方 

法，仅支持多关键词连接相等查询．由于采用分层属性的矢量表示方法，方案 MCKS I1支持具有复杂查询结构的 

连接关键词查询，能实现范围查询和子集查询，而且这个方案实现比方案 MCKS I更低的计算开销．经证明这两 

个方案都能抵抗已知明文攻击． 

(3)我们对这两个方案做了详细的性能模拟，结果显示我们的方案比其他方案具有更高的实用性． 

本文第 1节讨论单关键词和多关键词搜索的相关工作．第 2节介绍系统体系结构、设计 目标及攻击模型． 

第3节详细介绍两个MCKS方案并进行安全分析．第4节对提出的两个方案进行性能模拟．第 5节总结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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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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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机制按照构造算法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即基于对称密码算法(symmetric key cryptography,简称 SKC) 

的sE机制和基于公钥密码算法(public key cryptography,简称 PKC)的SE机制．按照查询中包含的关键词数目， 

可以分为支持单关键词搜索的SE机制和支持多关键词搜索的SE机制． 

1．1 单关键词搜索 

Song等人【3】首次研究了基于 SKC 的单关键词搜索方案．继文献[3】之后，文献[4—6】也研究了单关键词的搜 

索．后来一些研究 9]按照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实现了具有排序功能的单关键词搜索．Boneh等人【 】首次提出了基 

于PKC的单关键词的搜索方案．该论文中，他们研究了利用公钥加密系统解决对加密数据的搜索问题，为利用公 

钥密码实现更多样化的SE机制提供了指导意义．支持单关键词的SE机制不能满足多关键词搜索的要求． 

1．2 多关键词连接搜索 

针对单关键词搜索机制的不足，Golle等人【“]首次提出了基于SKC的支持连接关键词相等搜索的sE机制， 

该文中的第 1个方案产生了大量的计算开销；第 2个方案减小了通信开销，然而他们是基于双线性对操作，因而 

实用性较差．Ballard等人【l 2J分别基于 SKC和 PKC构建了两个方案．其中基于 SKC的方案实现了很高的效率， 

然而这个方案的陷门与文件的数量成线性关系．Park等人【H]以及Hwang等人【 】基于PKC实现了连接关键词相 

等搜索．这些方案可 以用于像邮件路由系统这样 的应用场所，其中邮件内容和关键词用公钥加密．由于是基于双 

线性对操作的，这些系统产生了很大的计算开销．上述方案均基于数据源集中化假设，即由单一数据源集中创建 

可搜索索引．2015年，Liu等人[2 8]为多数据源的场景设计了基于 SKC的连接关键词相等搜索算法，允许各数据源 

以分散的方式生成索引．该算法成功地保护了数据文件和检索结果的隐私，却泄露了数据源数目、数据文件数 

目以及访 问模式和搜索模式等信息． 

为了丰富查询功能，Boneh等人[18]基于 PKC提出了支持范围查询和子集查询的复杂查询．Shi等人[29]也基 

于 PKC提出了针对加密数据的多维的范围查询，用于解决有关网络审计日志的分享的隐私问题以及其他的一 

些应用．在他们的方案中，每个域上都支持范围查询．然而他们是基于双线性对的，在加解密时产生较大的计算 

开销． 

另外，近年来逐渐发展的谓词加密(predicate encryption)是一种涵盖面比较广的密码学原语．Katz等人I J基 

于 PKC 提出 了支持或，多项式方程 以及 内积 的谓词加 密．主要思想是在 复合阶群 上构造支持合取范式 

(conjunctive normal formulation，简称 CNF)，析取范式(disjunctive normal formulation，简称 DNF)以及多项式方程 

的矢量．在复合阶群上构造的双线性对的计算开销是在素数阶群上的 50倍．Atgapadung等人【2oJ通过牺牲属性 

隐私的方法提高了文献[19】的效率．Li等人【z7]基于PKC利用分层的谓词加密(hierarchical predicate encryption， 

简称 HPE[ 。 )解决了在加密的个人健康记录上具有隐私保护的关键词搜索问题．这个方案实现了范围查询和子 

集查询．文献[17】中的方案可以实现文献【30]中的方案的安全．文献【3o]构建的HPE是基于DPVS的．在DPVS上 

的双线性对 的计算与 n阶素数阶群的计算量相当．基于 PKC的谓词加密方案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不能保护 

查询隐私．也就是说，云服务器可 以了解用户正在查询的内容．这是因为云服务器可以利用公钥加密各种属性值 

对应的信息，之后对用户提交的查询陷门发起词典攻击． 

Shen等人发现基于PKC的谓词加密固有的缺点后，提出了基于 SKC的支持多关键词连接相等查询的谓词 

加密方案【M]．尽管该内积谓词加密可以扩展为范围谓词加密，但是需要花费相当大的代价_Lu等人【 】扩展了文 

献【l6]中方案的功能并支持范围查询，并且提高了搜索效率． 

1．3 多关键词排序搜索 

Cao等人【 3J第一次提出了多关键词排序搜索方案．云服务器根据查询中的多个关键词计算与每一个文档 

的相似分数，返回相似分数最高的k个文档．然而搜索复杂度与数据库中的文档数成线性关系．Yang等人[2 】大大 

提高了搜索效率．以后，Sun等人[25,261提出了基于 MDB树的搜索方案，这类方案的搜索速度比线性搜索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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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些查询方案中，在服务器返回的查询结果中引入了不精确性．Strizhov等人【 ]克服了引入不确定性的 

缺点，提 出多关键词相似性加密可搜索方案 MKSim，该方案的检索时间与文档总数之间存在亚线性关系．然而 

这类查询仍然是多关键词连接相等查询，只是对返回的结果进行了排序． 

1．4 其他类型的搜索加密 

模糊关键词查询f 】已经被提出．这些方案采用了拼写检查机制，例如代替错误拼写的“wireiess”而搜索 

“wireless",或者数据格式可能不一样，例如“datamining”和“data．mining"．Li等人[37]提出了一种查询方案，不仅能 

返回精确的匹配文档，还能返回包含语义上与关键词相关的词语的文档．这与我们研究的场景有点远． 

从现有的相关工作可以看出，基于 SKC的多关键词查询方案一般只能实现查询结构比较简单的连接关键 

词查询．相比基于 SKC的 SE方案，基于 PKC的 SE方案可以实现具有更加复杂查询结构的连接关键词查询，例 

如实现范围查询，子集查询以及“或”的查询．然而相比基于SKC的SE机制来说，他们的效率更低．因为基于PKC 

的 SE机制中一般需要产生许多耗时的对操作．我们希望基于 SKC构造一种既能实现高效查询，又能实现范围 

查询，子集查询的多关键词连接查询机制． 

2 问题描述 

2．1 系统体系结构 

本文中，系统体系结构包括 3个实体：数据拥有者、云服务器和数据用户，如图 l所示．数据拥有者是一类特 

殊的用户，例如医院或者医疗机构．用户通常指那些可以对加密的数据执行搜索的人或组织．云服务器存储加密 

的数据库并根据用户的查询需求执行特定的查询．一般地，操作步骤如下： 

(1)数据拥有者加密每一个病人的电子医疗记录及对应的详细的病人病例并把它们外包给云服务器． 

(2)数据用户向数据拥有者请求搜索授权，数据拥有者根据授权规则决定是否授权，假如用户获得授权，数 

据拥有者执行第 3步． 

(3)数据拥有者向数据用户分发一个搜索陷门和解密秘钥．这两项分别可用于加密的 EMRs的搜索和匹配 

记录的解密． 

(4)用户提交搜索陷门给云服务器，云服务器执行匹配的查询．搜索陷门不揭露查询的任何信息． 

(5)云服务器返回满足特定搜索规则的记录，解密秘钥应该能实现匹配记录的解密． 

Fig．1 System architecture 

图 1 系统体系结构 

我们假定云服务器是半诚实的，也就是说，云服务器会按照协议规定的方式执行协议，但同时也会分析存储 

在它上面的信息和协议中接收到信息流，以了解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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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攻击模型 

根据云服务器拥有的信息，下面定义 3种攻击模型． 

唯密文攻击(ciphertext only attack，简称 COA)．在这种攻击模型中，云服务器拥有加密的病人病例文档以及 

这些病例所对应的EMRs(这两项都是来自数据拥有者)以及加密的查询矢量，也即陷门(来自用户)． 

已知明文样本的攻击(known sample attack，简称 KSA)．在这种攻击模型中，除了拥有COA模型中的信息外， 

云服务器还拥有 EMRs中一些记录的明文信息，然而不知道他们对应的密文信息． 

已知明文攻击(known plaintext attack，简称 IO'A)．在这种攻击模型中，除了拥有 COA模型中的信息外，云服 

务器还知道 EMRs中一些记录的明文信息及其所对应的密文信息． 

这 3种攻击级别是依次升高的，一个更高级别的攻击比更低级别的攻击更强大，假如一个加密方案可以抵 

御更高级别的攻击，那么它也能抵御更低级别的攻击．在这3种攻击模型中，在实际中，第2级别，即KSA较常见． 

注意KPA模型在实际中比较少，因为对没有加密秘钥的人来说，很难将一些记录的明文与相应的密文联系起来． 

2．3 设计 目标 

我们的 MCKS方案应该能实现下列主要的安全及性能目标． 

(1)多域上的连接关键词查询．设计的系统应该能支持针对加密的EMRs的多域上的连接关键词搜索．在实 

际应用中有很多这种类型的查询，如病人匹配，关联规则的挖掘等． 

(2)属性和查询隐私安全．最基本的安全目标是，除了从搜索结果中获得信息外，云服务器不能得到有关 

EMR属性以及用户查询的关键词信息． 

(3)查询无连接 ~(query unlinkability)．除了授权的用户，其他人(包括云服务器)不能从以前的搜索陷门产 

生新的搜索陷门．而且两个同样的查询每次应该生成不同的搜索陷门．并且，云服务器不能推断出陷门之间的 

关系． 

(4)搜索模式隐藏．根据文献[6]的定义，一个用户的搜索模式是指云服务器获得了两个搜索是否是由同样 

的关键词生成从而获得的信息．具体地说，一个用户的搜索模式是指，云服务器在知道“两个搜索是由相同的关 

键词产生”或者“两个搜索不是 由相同的关键词产生”的前提下而获得的任何知识．显然，实现搜索模式隐藏的基 

本方法是在陷门产生过程 中引入不确定性． 

(5)效率．上面提到的功能以及安全目标均应该以较低的计算和通信开销完成． 

2．4 定义和注释 

我们非正式的定义基于 SKC 的谓词加密，采用文献[1 7】中定义的一般框架．假定 表示二进制矢 

量的有限集合，庶 示谓词集合．卿  可能依赖安全参数．一个基于 SKC的谓词加密方案 由4种 PPT算法 Setup。 

GenKey,Enc和 Dec组成． 

Setup：以安全参数 1 作为输入，输出私钥 SK． 

Enc：以私钥 SK,属性 Ie所 口消息空间中的消息 作为输入，输出密文 C，记做 C EnC ， )．sk(I 

GenKey：以私钥 和一个谓词厂∈ 作为输入，输出一个秘钥，也就是陷门，简记为 TDf． 

Dec：以秘钥 m，和密文 C作为输入，输出消息 或者是不可辨识的符号上．对于解密的正确性，对所有的n， 

由Setup(1 )产生的SKf~ , ， Genkeys,(f)及所有的IeS',Dec都需要满足： 

假如 =1，那么 DPc 
，(Encsr(M，，))： ； 

假如 =0，那么 Des 
，
(EnCsK(M， =上． 

本文中，我们考虑上述定义的变体，称为仅谓词(predicate only)方案．仅谓词方案加密时只将属性 作为输 

入，而消息 不作为输入．解密时只输出一个标识，标识被查询的文档与查询是否匹配．正确性需要满足： 

DeCrD
，
(Encsr(I))= (，)．我们考虑一类谓词是函数 { l ∈日 ，当且仅当 =O时 )=1( )表示两个 位 

二进制矢量 和Y的内积∑ 。Xi．Y ；醍 一个根据特定的矢量表示方法产生的二进制矢量集合(见第3．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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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表达，我们在 MCKS I方案中引入了一些主要的注释． 

：各个病人病例的集合．假定有 m个病人，记为R={Rl，R2，．．．，Rm}．这里是指 EMR中每条记录对应的病人的 

病例． 

从各个病人的病例中抽取的关键词的集合，假定有 k个关键词，记为 W={ ， ，．．．， )． 

：根据EMRs的第 i行(第 i个记录)生成的二进制属性矢量(相应于病例Rf)，也称索引矢量． 

：是 ， 的密文矢量( 1，．．．， )． 

：一个包含查询关键词的查询表达式． 

：根据 q生成的n位二进制查询矢量． 

：一个 n位全部设置为 1的二进制矢量，称为查询矢量 g的参考二进制矢量． 

：一个 位的二进制矢量，也称为 和 的差分矢量， = 一 ． 

3 具有隐私保护的高效MCKS方案 

本节将描述属性和查询矢量的表示方法，之后详细描述 MCKS方案的构造． 

3．1 MCKS_I方案 

3．1．1 基本的属性矢量和查询矢量表示 

本文考虑的场景中，EMR 中每条记录都有固定的属性，每个属性都有固定的属性值．这些属性需要用矢量 

表示出来，下面介绍属性的矢量表示． 

假定某一个属性有 m个属性值．属性矢量按下述方法表示：每一个属性值被按顺序分配[1， 】范围内一个整 

数值，那么这 个整数中的每一个都被表示成m位的二进制矢量．对于整数f，二进制矢量是第i位为1，其余m一1 

位都为0．假如整个 EMR中总共有 "个属性值(也称关键词)，那么 EMR的每一条记录都可以表示成 F／位的二进 

制矢量，1表示相应的关键词存在． 

根据查询请求中包含的关键词，可以按下述方法产生查询矢量，对用户不关注的属性，相应位全部设置为 1， 

其余位按照属性矢量表示方法表示．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详细说明基本的矢量的表示方法．假定 EMR总共有4个属性f年龄，性别，疾病，地区}，年 

龄有 100个属性值{1,2⋯．，100}，性别有两个属性值{男，女}，疾病有 3个属性值{心脏病，糖尿病，皮肤病}，地区有 

两个属性值{北京，上海}，那么 EMRs中共有 107个属性值，因此每个索引和查询矢量都可以表示为 107位的二 

进制矢量，每一位依次对应于关键词f1，2⋯．，100，男，女，心脏病，糖尿病，皮肤病，北京，上海)，对于 EMR中的一条具 

有属性值{60，男，糖尿病，上海}的记录，属性矢量被表示为 0⋯1⋯01001001，其中对应年龄的前 100位中只有第 

60位是 1，其余位都是O．如图2(a)表示． 

年龄 。) 性别 ) 疾病 3) 地区 ) 年龄 ·) 性别 ：) 疾病 ) 地区 ) 

索引[丑二 查询[二[二工 叵  
十进制表示厂— _—厂——『_—]—— —]—— —]二进制矢量I !：： ： I I ! ! l ! I 

L ——— —一L—— — —— 上— —— —_J— —— 
广— ——— —_r—— —— ——r —— —— — —广— —— —]  

参考二进制矢量J 一J．． I 11 J 111 J 11 l 

二进制矢量l ： !I ! l ! !I ! J差分矢量[ 三二二[二二三二二[二二三二二I：：：： ] 
(a)索引的矢量表示 (b)查询的矢量表示 

Fig．2 Representations of index and query vector．Note：‘‘ ’’stands for“don’t care’’ 

图2 索引和查询矢量的表示．注释“ ’表示不关心 

假定一个授权的医疗研究者提交查询请求“(疾病=糖尿病)AND (地区=上海)”，在这个查询请求中，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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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关心年龄和性别，因此将该查询矢量的相应于年龄和性别的102位全部设置为1，那么查询矢量 将被表示为 

1⋯1⋯101001．设定一个 107位全部为 1的孑的参考矢量 g ，即q 1⋯1⋯1，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获得 牙和g ，的差 

分矢量 Q=g 一g=0⋯0⋯010110．该查询的矢量如图 2(b)表示． 

3．1．2 支持 MCKS的谓词加密方案 

根据 图 2(a)，任何包含属性值{糖尿病，上海}的记录都可以表示为后面 5位是 01001的矢量，那么可以获得 
一 个重要的结论：任何包含属性值{糖尿病，上海}的记录的属性矢量和图 2(b)的差分矢量 的内积为 O．在实际 

中，EMRs中有更多的属性和属性值．由于采用相同的矢量表示方法，上述结论成立． 

根据这个发现，构造支持 MCKS的加密方案的思想是当属性矢量和差分矢量内积为 0时利用内积保持的 

加密．文献[38]中提出的 ASPE方案可以满足 内积保持要求．现在我们对 ASPE做个简要的描述：ETO和 EoO分别 

是属性矢量和查询矢量的加密算法．假定 和 g 分别是II和；的加密矢量．即 ： (‘，k)=M ，f，q = (g，尼)= 

；，其中， 是 ×n的可逆矩阵．ASPE保持了 和；的内积．即 ．q = MM ；= q= ．；．其中，“．”表示内积． 

假如差分矢量 采用查询矢量；的加密方式，那么ASPE将保持属性矢量 和差分矢量 的内积． 

然而 上述 ASPE 不能抵御 已知 明文攻击 ．假 定一个攻击者知道 明文 I={11。，I2，．．．，j }和相应 的密文 

(f∈[1， 】)．这里 是属性矢量．攻击者可 以通过建立下列方程组求出Mr．假如A，B是 nxrl的矩阵满足 A=( ， ，．．．， 

)和 B=( ， ，．．．， )．攻击者可以得到下列式子 ’A=B．这里 是可逆矩阵，因为各个 是线性独立的．因此攻 

击者可以计算出 Mr-BA-1,从而能恢复出 EMRs中任何记录的属性矢量． 

ASPE的脆弱之处在于，给定 EMRs中d个属性矢量( ≥”)，已知明文攻击者可以建立 个方程从而求出 

中的各个未知数．针对这个不足，我们利用P划分(splitting)和q划分[ ．属性矢量 划分为7=和 ，同时差分矢 

量 被划分为 和 ，利用两个可逆矩阵MI和 ，我们加密 和 得到 和％，即圪= 7=， = 

，同时加密 和 得到 和 ，即，Q =MI ， = ．下列等式成立： 

．Q =( ， ( ， )= ．Q (1) 

很显然，服务器可以利用上述方法在加密的数据库中执行 MCKS，满足等式(1)的属性矢量即是满足查询请 

求的属性矢量．然而等式(1)无论 EMR 的属性矢量和查询差分矢量的内积是否为 0时都满足内积保持的性质． 

所以利用等式(1)云服务器可 以得到很多信息． 

因为 ． 等于关键词不匹配的数目，所以云服务器很容易地从 ．Q，的结果中推断关键词不匹配的数目，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加密， 之前，乘以用一个不等于0的随机值 ．为了实现搜索模式的隐藏，在产生陷门时，即对 

差分矢量加密时，采用不确定性加密．也就是，在加密之前，我们用一个随机变量屏乘以差分矢量 ．通过引入 

更多的不确定性到加密的属性矢量和查询矢量的内积使云服务器不能获取额外的信息．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利 

用 Predicate only加密构建一个 MCKS方案．下面我们详细描述这个方案． 

Setup：在初始化阶段，数据拥有者随机产生了 位二进制矢量 和两个 nxn的可逆矩阵{ ， }，私钥 SK 

是一个三元组{ ， }． 

Ene(sk，li)：数据拥有者首先根据属性矢量产生方法为 EMR 中的每条记录产生一个属性矢量 ，这里 

[，]∈{0，1}表示相应位的关键词是否存在．加密过程如下： 

(1)用一个随机值岛乘以矢量 ，得到 ，即 = ． ，这里铲 O． 

(2)对 执行p划分．对于户 1到 ，假如 [，】=1，把 [ 】随机划分成 [门和 [门满足 [ 】+ [．，】= [力；假 

如 [，]=0，设置 [ ]和 [ 都等于 L[J]． 

(3)产生加密的属性矢量 ， ={ ， }． 

Genkeysr(Q)：其中，Q=g，一q，其中，g 和g按照第 3．1．1节描述的规则生成．算法输出 ． 

(1)用一个随机数 以差分矢量Q得到Q，即Q=P．Q，这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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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 执行q划分．对于产1到n,ffd~ [，】=0，将 [ 随机分成 [ 和磊[ ，满足 [月+ [ = [ 假 
如 [，】：1，设置 [-，]和 [ 】都等于 Q[J】． 

(3)产生陷门 ． ={ ， }． 

Dec(I~， )：假定 ={ j==， T A }， ={ ， j )，当且仅当{ ， }．{ ， 磊}=0 

时，Dec(I~，TD0)输出1． 

此方案利用了基本的属性和查询矢量的表示方法，并且支持多关键词连接查询，我们称其为 MCKS IT案． 

3．2 正确性和安全性分析 

3．2．1 正确性 

{ ，M I )‘{Mx ， } 

= ( )·( )+( )·( ) 

： 1i ·Oo+Ilb·Qb 

=Ii·Q 

=si-p·Ii·a， 

其中，即 O， 0． 

假如 ． =0，那么 {Mr ， )．{ ， )= ． ． ． =0． 

在其他情况下，{ ￡， }．{ ， }= ． ． ． ≠0． 
3．2．2 安全性分析 

很明显，MCKS I方案在唯密文模式下是安全的．在外包 EMR之前，数据拥有者对 EMR记录的进行加密，用 

户进行查询服务时，通常采用将查询关键词加密成陷门的方式保护查询关键词，因此，只要私钥没有泄露，加密 

的属性矢量和查询矢量所隐含的明文信息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这在文献[38]中给出了证明．非零随机数e'／和 

引入更多的混淆到加密的属性矢量和查询矢量的内积，因此云服务器很难获得额外的信息，例如不匹配的关键 

词数和是否两个查询是相同的查询，那么也完成了搜索模式的隐藏．在陷门产生过程中由于采用了矢量的 q拆 

分，以及引入了随机数屈从而使每次生成的陷门都不 同，即使是两个对相同的查询也会产生两个不同的陷门，这 

保证了查询的无连接性． 

MCKS I方案可以抵抗己知明文攻击． 

证明：假定一个攻击者知道数据库 EMR一组明文记录 ，以及它们相应的密文．不失一般性，我们假定没有 

随机数引入(注意随机数的引入将加强方案的安全性)对任何矢量 1，根据方案，一个明文攻击者知道加密的 

值(圪，％)．假如攻击者不知道用于矢量拆分的矢量 ，他将把 和 模型化为两个随机的 位矢量．解转化矩 

阵的方程是 = 和％ ： ．其中， 和 是两个 ×”的未知矩阵．方程的个数是2niP[，然而在 和 

有 2nlP1个未知数，在 和 M2中有 2 个未知数彳艮显然，攻击者没有足够的信息解出置换矩阵．因此该方案可以 

抵御 已知明文攻击． 口 

本文方案基于文献[38]．Yao等人【。 提出对文献[38】中方案的安全性的攻击．攻击是基于等式 

P·q=P 。q-+P 。q (2) 

的，其中 和q指明文的属性矢量和查询矢量， 和P 是P执行P划分后的加密矢量． 和q：是q执行q划分 

后加密矢量．然而等式(2)在我们的方案中只是P．q=0时才成立．所以这种攻击不适用于我们的方案． 

3．3 MCKS II方案 

方案 MCKS I中属性矢量和查询矢量的维数都很大，这从第 3．1．1节中属性和查询的矢量表示方法可以看 

出，而且，该方案只能支持的多关键词连接相等查询．例如，通过一次查询，方案 MCKS I不能实现类似“(61≤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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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AND(疾病=糖尿病)AND(年龄=61 OR年龄=66)AND(疾病=糖尿病)”的查询．这类查询在一个或者多 

个域上是范围或者是子集．为了实现上述类型的查询，我们提出分层属性的矢量表示方法．若采用这种矢量表示 

方法后，方案 MCKS I的功能和效率都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称提高后的方案为MCKS II方案． 

3．3．1 数字属性的分层 

假定 是一个属性值集 为[1，J7v】的数字属性，在‘ 上定义一个最深层为 k的平衡树 rr(A)，它的每一个节 

点都有一个预先分配的唯一的 ID．我们定义 rr(A)是树中所有节点 ID的集合．每一个中间节点表示一个范围而 

叶子节点代表WA中的一个元素．假如 int(ID)表示一个间隔，那么身份标识符为 ID 的中间节点表示范围(间 

隔)int(1D)=int(1D1)u⋯uint(1Dj)，其中，ID,，．．．， 表示ID各个子节点的身份标识符．当ID是第 f个叶子节点 

时，int(ID)=i．数字属性“年龄”的分层结构如图 3所示． 

年龄似 ) 

O0 

Fig．3 Hierarchy of numerical attribute“age” 

图3 数字属性“年龄”的分层结构 

3-3．2 非数字属性的分层 

非数字属性 A的分层用数字属性分层相似的方法定义，不同的是每一个中间节点 ID语义上包含所有的子 

节点．节点ID的语义范围包含了所有能从ID到达的叶子节点．假如 z和 {Z，z ，．．．， }语义上是等价的，我们说 

z=f语义上包含于 z．表示为 ZicZ(i=1，．．．，“)．与数字属性“年龄”相似，“地区”和“疾病”也都可 以用分层的方式定义． 

为了避免重复，省略该部分 内容． 

不论是哪种类型的属性分层 )，我们称第 d层的节点集是d层属性，用 )标记，其中每一个节点称为 

d层关键词．最顶层的节点称为根节点．从叶子节点 X到根节点的路径记为 )，对路径P(X)-Iz~每一个节点 ID， 

都有 x~int(ID)或者xclD． 

3_3．3 分层属性的矢量表示 

对于最大层为k的任何分层属性A ，我们都可以将其扩展为 k个子属性(也称子域)：4 ⋯，4 其中，k被称 

为扩展因子．子属性 值的集合记为 Trd(Ai)，对于叶子节点 ，它的 埘的属性值是沿路径 )从根节点开始的 

第d个元素．在最大层为k的平衡树 )中，叶子节点X的矢量表示过程如下： 

(1)找到路径ZTr(x)=(N1，．．．，Nk)，其中，Nd(d=-I，．．．， 是路径 )上从根节点开始的第 d个节点． 

(2)让4．，=Nj( =1，2，．．．，|j})． 

(3)Af．】用二进制 1表示，因为第 1层属性只有一个属性值． 

(4)假如 rr~(Af)(1≤ 的每一个节点都有 n个子节点，那么 f
． 1被表示成 n位的二进制矢量．若 f．抖1是 

A 的第 个子节点，那么只有第 位为 1，其他 一1位都为 0． 

(5)假如rrd(Af)(1≤ 中的节点Ⅳ比同层其他节点有更多的子节点，那么Ai
．抖 1被表示成 聊位的二进制矢 

量，其中m是节点Ⅳ的子节点的个数． 

以图 3中“年龄=30”为例，我们详细描述分层年龄 )的矢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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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找到路径 30)={‘‘1～100”，“1～30”，“21—30”，“30”}． 

(2)让 l，l l，2 】。3 1．4)=(“1-100","1-30","21～30”，“30”)． 

(3)A1,1(“1~100”)用二进制 1表示． 

(4)A m，1(“1-100”)有 3个子节点并且 1
，
2(“1-30”)是它的第 1个子节点，因此A1

．2被表示成 100． 

(5)A1，2(“1～30”)有 3个子节点，但 同是第 2层的“61-100”有 4个子节点(最多)，因此， 1
．3被表示成 4位的二 

进制矢量．由于 l
。

3(“21-30”)是 A1,2(“1～30”)的第 3个子节点，因此 】
．3被表示成 0010． 

(6)因为第 3层的每一个节点有 10个子节点，而且 1
．
4(“30”)是A1,3(“21～30”)的第 10个子节点，因此 1

．4被 

表示成 0000000001．综上，“年龄=30”被表示成 110000100000000001，如图Fig．4(a)所示．类似地，“年龄=91”被表示 

成 10010001 1000000000，如图4(b)所示． 

[二二=30 、 。 91 -．~、 

孟 苴盎  盛 盏芒鲎 
1 100 0010 000000000 l 1 001 000 1 】000000000 

(a)“3O”的矢量表示 (b)“9l”的矢量表示 

Fig．4 Vector representation of hierarchical age 

图 4 分层“年龄”的矢量表示 

采用属性分层表示能实现多关键词连接相等查询(很显然)，而且也能实现复杂的多关键词连接查询，如范 

围查询和子集查询．结合图 3中的年龄分层，我们举例详细阐述在范围查询和子集查询中的矢量表示．不失一般 

性，我们只考虑分层年龄的查询矢量的表示方法． 

(1)子集查询．由于采用属性分层，我们可以实现子集查询．例如“年龄=61 or年龄=62”属于 age )的子集， 

查询矢量被表示为 10011000l100000000，如图5(a)所示．对于另一个例子，“年龄=21 or年龄=23 or年龄=25”的 

矢量表示为 110000101010100000，如图 5(b)所示．注意，子集中的关键词应该是同一个中间节点的子节点． 

查询矢量 

参考二进制矢量 

差分矢量 

F二 A A～～～A ～～ ， ～～～ I l，l 1，2 l，3‘～ l ～～～ F ～、 ， 、 膏、、、 ! 。 膏、、、 

(a)“年龄=61或年龄=62”的矢量表示 (b)“年龄=21或年龄=23或年龄=25”的矢量表示 

Fig．5 Vector representation of subset 

图 5 子集的查询矢量表示 

(2)范围查询．采用属性分层，可以实现范围查询．例如“61≤年龄≤100”是 age属性上第2层的简单范围，它 

的矢量表示为 100111111l1l11111，如图6(a)所示．另外，“31≤年龄≤100”是年龄属性上第 2层的连续范围，它的 

矢量表示为 10111111111111111，如图 6(b)所示．假定一个用户希望在第 i个属性上查找一个范围，他应该在该属 

性同一层上选择一个简单范围或者语义简单范围．这里，简单范围意思是只能用同一层的节点表示．他可以选择 
一 个或多个简单范围组成一个连续范围或者是不连续的范围．本文我们不实现任意范围的查询，这一点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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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是一致的． 

像“年龄”一样，其他分层属性，例如“疾病”和“地区”也采用分层属性的矢量表示．其他不可以分层的属性，如 

“性别”仍用基本的矢量表示方法表示． 

A， 

查询矢量 

参考二进制失量 

差分矢量 

4 性能分析 

l 0ol I 1111 111l11l11l 

， 1 111 l 1111 1111111111 l 

0 110 {0000 000O0O0000 

巡1-6 0)~(6
、

1-

～

100) 

! I1l l，2 ， 、～～ ～ 

(a)“61≤年龄≤100”的矢量表示 (b)“31≤年龄≤100”的矢量表示 

Fig．6 Vector representation of range 

图6 范围的查询矢量表示 

首先，总结主要的 sE方案，见表 2．根据基于的算法，SE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基于 PKC的和基于 SKC的． 

我们只关注支持连接关键词查询的方案．在基于 SKC的 SE机制中，文献[11，13，16，28】中的方案与文献[12】中的 

第 1个方案只支持简单的连接关键词搜索，也就是相等查询．多关键词排序方案 ’ 考虑文档和关键词之间的 

相似程度，而且他们引入了不精确性到服务器返回的结果． 

Table 2 Comparison of main SE schemes 

表 2主要的 SE方案的比较 

基于的算法 支持的查询 方案 

单关键词查询 文献[3-6] 

连接关键词相等查询 文献【11，1211(文献[12]的第 1个方案)，文献[13，16，28] 基于对称密码算法的 

排序查询 单关键词排序 一 ，多关键词排序 

单关键词查询 文献[1O] 

基于公钥密码算法的 连接关键词相等查询 文献[1212(文献[12】的第2个方案)，文献[14，15】 

具有复杂结构的查询 文献[17—20，29，30】 

从表中可以看出，以前的基于 SKC的多关键词查询方案一般只都支持查询结构简单的多关键词连接查询． 

相比基于 SKC的 SE方案，基于 PKC的 SE方案可以实现具有复杂查询结构的多关键词查询，例如实现范围查 

询，子集查询以及多域关键词“或”的查询．然而相比基于SKC的SE机制来说，他们的效率更低．因为基于PKC的 

sE机制中一般需要产生许多耗时的对操作．在基于 PKC的 SE方案中，文献[17]与本文考虑同样的场景，完成相 

同的查询功能．下面我们估计我们方案的计算开销并与文献[17】相比较．因为还没有用于研究的目的EMRs数据 

库可以公开利用．用于实验的数据库是我们用程序随机产生的类似表 1的数据库，数据库有：年龄，性别，疾病和 

地区4个属性．我们在 CPU1．77Ghz，32位Ubuntu Linux的服务器上运行程序的，采用的语言是 C语言． 

4．1 初始化 

在 MCKS(MCKS I，MCKS II)方案中，除了产生两个 nxn可逆矩阵 和 M2以及 位的二进制矢 

量 外，初始化阶段的开销还包括预计算 ， ，Mi ， 的时间，初始化阶段的主要开销是矩阵求逆，时间复 

杂度是 O(n )．为了模拟文献[17】中的方案，我们利用了文献[17]中的实验时采用的参数．在文献[17】的方案中，初 

始化过程中的主要开销是产生基 和 ，其计算复杂度为是 O(n02)=D(” )( o ，z+3)，no是HPE中ECC矢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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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维度， 是查询和属性矢量的长度．图 7(a)和图 7(b)分别表示在 MCKS方案和文献[17】方案中初始化时间与 

之间的关系．当n=46时，文献[17】方案中的初始化时间是45s，而我们方案的初始化时间是4．2ms．当n=400时， 

文献[17]JY案中的初始化时间是2170s，而我们方案的初始化时间是 1 770ms．从图7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我们方 

案的初始化时间比文献【17】的少得多． 

吕 

厘 

留 

彀 
屦 

0 lO0 200 300 400 

索引矢量的长度(月) 

(a) 

厘 

营 

暴 

0 l00 200 300 

索引矢量的长度( ) 

(b) 

Fig．7 Relation of setup time and the length of index vectors 

图 7 初始化时间与索引矢量长度的关系 

4．2 属性矢量的加密 

为了加密属性矢量(索引)，第 1步是从每一个病人的各个属性值(关键词)映射为一个二进制矢量，接着加密 

每个二进制矢量．这个阶段主要消耗的时间主要依赖于数据库中记录条 目(即行数)以及索引矢量的长度，索引 

矢量的长度主要由数据库关键词的个数以及属性结构决定的．我们实验中忽略第 1步的时问．假定“年龄”，“疾 

病”和“地区”各有 100个属性值．加上两个“性别”属性值 {男，女}，相应于整个 EMRs数据集总共有 302个属性值 

(关键词)．MCKS 1中索引矢量和查询矢量都是采用基本的表示方法，所以在 MCKS 1方案中，索引矢量和查询 

矢量的长度是 302bit．即 n=302；在 MCKS II方案中，假定“年龄”采用图 3的结构分层，“疾病”和 “地区”采用与年 

龄同样的方式进行分层，那么“年龄”，“疾病”和“地区”都将表示成 18bit的二进制矢量，加上不分层年龄属性的 

两个属性值，在 MCKS II方案中索引矢量和查询矢量长度是 56bit．即 n=56．图 8(a)显示了索引矢量的加密时间 

几乎与 EMR中记录的数成线性关系．MCKS II方案加密索引的构建时间大约是 MCKS IJY案的 1／29．为了获得 

属性矢量的加密时间与属性矢量长度( )之间的关系，我们从数据集中选择前100行(即m=l00)作为输入数据计 

算加密时间．图8(b)显示属性矢量加密时间复杂度为O(n )．当n=50时，文献[17]中的属性矢量的加密时问大约是 

17s，我们方案的加密时间是40ms．当n=400时，文献[17]中的属性矢量的加密时间大约是 1 066s，我们方案的加密 

时间是 2 680ms．相比文献[17]的方案，我们方案的效率提高大约 425倍． 

查询 时间(query time)．测 量查询 时间所用 的数据集是测试属性矢量 加密时间所用 的数据集．当测试 

MCKS I方案时，属性矢量的长度是 302bit，而当测试 MCKS II方案时，属性矢量的长度是 56bit．从图 10(a)说明 

了，查询时间主要是 EMRs中索引的数量(即数据库的行)决定，对于行数相同的数据集，MCKS I方案的查询时间 

大约是 MCKS II方案的 2．5倍．图 10(b)和图 10(c)说明了我们方案的查询时间LL[17]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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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Comparison of the time of encrypting index vectors 

图 8 加密索引矢量所需时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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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 Trapdoor generation time 

图 9 陷门产生时间的比较 

加密的索引的数目(m) 

(a)索引数目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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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0 Query time 

图 l0 查询时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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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Journal of Software软件学报 Vo1．27，No．6，June 2016 

本文我们主要研究对于加密的 EMR的安全查询．我们定义了基于 SKC的谓词加密，并且提出了新颖的索 

引和查询矢量的表示方法．我们基于 ASPE 构造 了两个 MCKS方案．这两个方案被证明能抵抗 已知明文攻 

击．MCKS I方案只能支持多域上的连接关键词相等查询，利用分层属性的矢量表示方法，MCKS II方案不仅能 

支持灵活的连接关键词查询，如范围查询和子集查询．而且该方案实现了比 MCKS 方案更高的效率．大量的分
_

I 

析和实验数据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案更加有效．然而本文提 出方案的最大不足是搜索时间与数据库文档数成线 

性关系，这将影响在大型数据库中的使用性．我们将构造一个既能实现具有复杂查询结构的，又能实现比线性搜 

索更快的多关键词连接搜索方案作为我们下一阶段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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