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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可验证匿名身份方案构建探索
梅 颖
中国传媒大学 计算机学院, 北京, 100024

摘

要：针对车联网中存在的有条件隐私保护问题, 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匿名通信方案 . 该方案基于

零知识证明协议构建 . 在车联网中, 车辆向交通管理部门注册后, 通过零知识证明协议向身份验证机
构证明自己的成员身份, 但不泄露任何与身份相关的信息, 通过验证后, 车辆即可生成用于消息认证
的公私钥对, 并将公钥发送给验证机构保存 . 该方案可使车联网中的车辆进行匿名通信, 并可以验证
其身份的真实性, 还可在发生交通争执时根据需要通过权威机构揭示相关车辆的真实身份并撤销其
权限 . 该方案还保证了同一用户不同消息间具有不可链接性, 揭示同一用户多个秘钥中的一个不会
影响其他密钥的安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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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verifiable anonymous identities scheme in VANETs
Mei Ying
School of Compute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conditional privacy preserving issue in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s (VANETs) was ad-

dressed. An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scheme was proposed based on a zero knowledge proof protocol;
when a vehicle is registered with its traffic authority information in VANETs, its membership is certified
by means of a zero- knowledge certification protocol without any identity- related information being
disclosed. After passing the authentication, the vehicle can generate public and private key pairs for
message authentication and send the public key to the verification authority to save. The proposed
scheme provides anonymous but verifiable identities for vehicles in VANETs and it also provides unlinkability of messages belonging to a vehicle, i.e. allowing an authority to disclose their identity when a
dispute arises, but without affecting the anonymity and unlinkability of their remaining messages.
Key words: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 privacy preserving; zero knowledge proof; anonymity; unlinkability

发展和部署车联网(vehicular ad hoc networks,

露车辆用户的隐私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 恶意攻

VANETs)能够有效减少交通事故、提高人们的驾

击者可以通过跟踪车辆位置推断出用户的身份信

乘体验 . 在一个开放的网络环境中进行通信对于

息, 甚至可能会做出损害车辆用户利益的行为 [2].

用户的安全和隐私保护是极大的挑战, 安全和隐

研究人员在车联网隐私保护领域进行了大量研

私保护是影响车联网商业部署的决定性因素 . 泄

究, 认为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匿名认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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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有条件的隐私保护[3], 期望消息被可信的车辆

相应的群发行私钥(由发行方保密)为

认证, 且在认证过程中不会泄露车辆的身份和位

(p'N, q'N).

置信息 . 当发生交通争执事件时, 交通管理机构可

为了和用户安全通信, 假定发行方持有长期公
私钥 (k I , k I-1) , kI 在系统中公开. 群中每个用户都持

以揭示相关车辆的真实身份, 并追究相应责任 .
在车联网中匿名和认证是两个相互冲突的安

有群公钥的副本, 并可检查验证群公钥的正确性:
1) 验证 g, h ∈ g' , 而且 R, S, Z ∈ h ;

全目标, 即要保证车辆用户身份的真实、合法, 又

2) 检查p和 q 是否是素数, q|( p - 1), q ∤ ( p - 1)/q

要保护用户的隐私是车联网需要解决的主要难
题 [4]. 针对该问题已有多种解决方案被提出, 目前
主流的方法是采用群签名和环签名密码技术 . 基
于群签名的方案通过允许群成员应用其私钥对消
息进行签名, 其有效性可以通过群公钥进行验证,

q

而且 u ≡ 1(mod p);

3) 检查所有的群公钥参数是否满足长度要求.
1.2

名者, 从而获得匿名性 . Lin 等 提出了一个车联网
[5]

(K; U):
1) 用户选择一个秘密 f, 并以 U 的形式发送给

条件隐私保护协议, 集成了群签名和基于身份的
签名技术, 但群签名的验证过程非常耗时, 且验证

加入协议
在 加 入 协 议 中, 用 户 向 发 行 方 发 送 参 数 对

除了群管理者外, 其他人无法确定消息的实际签

发行者一个承诺:
U=RfSv'.

时间会随着撤销列表中的节点数线性增长 . 针对
这个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改进方案

(2)

, 但都

[6-7]

其中, v' 由用户随机选择, 用于致盲秘密 f.
2) 用户计算

严重依赖于防篡改硬件设备, 一旦硬件设备被攻

K = B I ( mod p ).
f

破, 整个系统就会崩溃 . 解决车联网中匿名认证
的另一个主要方法是环签名技术, Xiong 等 提出
[8]

了一个有效的车联网有条件隐私认证协议, 采用
了可撤销环签名方案[9]. 该方案要求交通管理机构

等 [10-13] 提出了基于有条件匿名环签名技术(condi-

1.3

步骤 1

步骤 2 发行方计算 A 使得

AeUSv''≡Z(mod p).

步骤 3 发行方将如下参数发送给用户

机构的依赖问题 .

ymous attestation, DAA) [14], 提出了一个车联网匿
名通信方案, 可有效解决车联网中的有条件隐私

发行方选择一个随机整数 v''和一个

随机素数 e.

网匿名认证方案, 该方案有效解决了对交通管理

(enhanced privacy ID, EPID) [14-15] 和 (direct anon-

发行者生成用户成员私钥
作为响应, 发行者执行如下步骤:

tionally anonymous ring signatures, CARS)的车联

针对上述问题, 本研究基于零知识证明方案

(A; e; v'').

发生交通争执时, 相关车辆的身份必须由身份发

(5)

注意 CL(Camenisch-Lysyanskaya)-签名 作用在值
[16]

f 上的结果为(A; e; v:=v'+v''), 然后用户设置他的成
员私钥为
(A; e; f; v).

问题, 车辆间可匿名通信, 并可验证其身份的有效
性, 同一车辆发出的消息不可能被关联在一起, 当

(4)

其中, BI 取自发行者的基名(可表示为 bsnI).

绝对诚实, 因为它可以陷害任何车辆, 而且被陷害
车辆无法证明其是无辜的 . 针对这个问题, Zeng

(3)

1.4

(6)

撤销管理
当某用户遭到攻击, 私钥被泄漏时, 将向验证

布机构和验证机构共同完成 .

方证明其是一个合法的群成员, 并请求撤销其权

1

限 . 用户将和验证方实体交互, 主要通过应用 CL

1.1

增强隐私身份方案

签名在秘密 f 上实现, 对知识(f, A, e, v)应用 EPID

发行方初始设置

来完成:

AeRfSv≡Z(mod N).

为了创建一个群成员验证实例, 发行方必须
选择一个群公钥并计算出对应的群发行私钥 . 发

用户需执行如下过程

行方选择一个 RSA 模 N=pN qN, pN=2p'N+1, qN=2q'N+

过程 1

(N; g'; g; h; R; S; Z; p; q; u),

用户计算 K=Bf(mod p), 其中 B 是前

面所提的基名;

1, pN、qN、p'N、q'N 都是素数, 则群公钥为
(1)

(7)

过程 2 用户向验证方揭示 B 和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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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根据(4)式向验证方证明 logBK

和他的私钥是一致的;

全被 TTP 控制, 但十分脆弱, 容易遭受攻击, 所以

在向验证方证明成员关系时, 用户需要向验
证方发送

只能给予最小的信任 . 为了加强安全, RSU 可以直
接和 TTP 通信, 如果 TTP 认为某个 RSU 被攻击者

σ = (σ1 ; σ 2 ; σ 3).

(8)

其中, σ1 是用户关于其私钥的承诺的知识签名; σ2
是用户私钥没有被验证方撤销的知识证明; σ3 是
用户私钥没有被发行方撤销的知识证明 . 通过验
证后, 验证方将其加入到撤销列表中 .

2 系统模型和安全需求
2.1

RSU: 路边单元是固定在路边的基础设施, 完

系统模型
本方案中, 车联网主要包括 3 类实体(图 1),

可 信 第 3 方 (trusted third party, TTP), 车 载 单 元
(onboard units, OBUs), 路 边 单 元 (roadside units,
RSUs)[10].

挫败, 将撤销其访问权限 .
2.2

安全需求
本方案专注于车联网通信中认证过程的隐私

保护, 为实现车联网的匿名安全通信, 以下安全特
性必须得到满足 .
1) 认证: 车联网中的所有消息都应该被认证,
来自合法实体的消息才可以被接受, 以抵挡伪装
攻击;
2) 匿名性: 车辆用户不希望在消息认证的过
程中泄露其身份信息或者被跟踪, 而管理者则希
望车联网不会因为匿名性而被滥用, 所以本方案
中的匿名性不是完全匿名, 而是有条件的匿名;
3) 可追踪性: 车辆可能会利用匿名性做一些
违法、违规的事情, 例如发布虚假信息以获得道路
特权、出现交通违章或事故不被追责等 . 在发生
交通争执时, 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需要可以揭示相
关车辆的真实身份, 并撤销其车联网入网许可;
4) 不可链接性: 每个车辆可以依据需要生成
多个认证密钥, 应该保证攻击者无法将不同的秘
钥关联起来, 而且当用户的某个密钥被泄露时不
影响其所属其他密钥的安全性 .

图 1 车联网系统模型
Fig. 1 System model of VANETs

3 可验证匿名身份方案

TTP: 可信第 3 方是指可信任的管理机构(例

每个车辆向身份提供方 TTP Ⅱ 提供有效的身

如交通管理中心等), 具有充足的计算和存储资

份信息, 通过验证后获取用户特定的群成员密钥

源,负责车辆管理, 所有车辆都必须在那里注册,

参数 . 车辆用户向 TTPⅣ发送请求进行匿名成员验

获得车联网的使用权限, 并保持车辆的身份信

证, 生成它的消息认证密钥对, TTP Ⅳ 添加用户的

息, 以便在发生交通争执时揭示相关车辆的身份

认证公钥到其数据库中 . 当车辆用户发送消息时,

以追究相关责任 . 本方案中这些权限是分离的,

就会以其私钥生成签名 . 当发生争执时, 权威管理

不再集中在单一实体 . TTP Ⅱ 是身份提供者实体,

机构 TTPRM 可根据消息的签名从 TTP Ⅱ 和 TTP Ⅳ 中

作为群主负责群的建立并初始化群, 帮助每个用
户建立自己的私钥; TTP Ⅳ 负责群成员的验证和
撤销管理 .
OBU: 车载单元是装载在车辆上的防篡改设

提取相关材料以揭示其真实身份 .
该方案包含: 系统初始化、用户注册、匿名
成员验证、消息认证和权限撤销 5 个阶段 .
1) 系统初始化

备, 以无线的方式和其他车辆以及路边单元进行

作为身份提供方, TTP Ⅱ 首先创建一个群, 生

通信 . OBU 可以存储密码材料, 处理密码运算, 在

成该群特有的参数组(如(1)式), 将被用于创建密

车辆行驶过程中周期性地广播安全信息, 包括位

钥 KPG 和 KMIPK., KPG 是成员关系验证公钥, 会通过安

置、当前时间、方向、速度、加速度、交通条件和

全信道发送给 TTPⅣ. KMIPK 是成员关系发行私钥(如

交通事件等 .

(2)式), 该密钥由 TTPⅡ保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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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注册

步骤 2

车辆用户加入车联网之前, 首先要向 TTPⅡ认

npv 给用户;

证自己的身份, 此时用户对于 TTP Ⅱ 来说并非匿

步骤 3

名, 通过身份验证后 TTPⅡ会通过安全通道传给用
户一个 KPG 的副本 . 用户获得 KPG 后必须根据(1)式
验证 KPG 各部分的正确性 . 用户随机选取秘密 f 并
应用 KPG 中的参数, 根据(3)、(4)式致盲其秘密 f 以
形成相应的承诺并发送给 TTP Ⅱ, 此时 TTP Ⅱ 无法
区分不同用户发送的致盲承诺参数 . 验证致盲承
诺参数后 TTP Ⅱ 根据(5)式生成和成员私钥相关的
参数并发送给用户, 其过程包括(图 2):
步骤 1

用户认证向 TTP Ⅱ 认证并请求成员

TTPⅣ响应一个挑战 m 和一个随机数
用户根据从 TTPⅣ接收到挑战按照(8)

式计算承诺参数的知识签名(表示为 σ);
步骤 4

用户发送签名给 TTPⅣ作为用户合法

群成员身份的证明;
步骤 5

TTP Ⅳ 验证 σ 并返回确认消息和一些

参数, 用于和用户建立一个共享秘钥(pre-shared
key, PSK);
步骤 6

用户用 PSK 加密的消息认证公钥 KAu

并发送给 TTP Ⅳ. TTP Ⅳ 将 KAu 添加至动态累加器
中[17-18].

关系;
步骤 2

用户认证成功后会从 TTPⅡ获得一个

成员关系验证公钥的副本 KPG;
步骤 3

用户根据(1)式验证 KPG 的正确性, 通

过验证后, 从 KPG 中选取若干参数生成致盲其密钥
材料的承诺参数, 并发送给 TTPⅡ;
步骤 4

TTPⅡ验证用户的承诺参数的正确性

后, 按照(5)式生成成员私钥参数, 并发送给用户,
用户可根据这些参数生成自己的成员私钥;
步骤 5 用户根据收到的特定成员的私钥参数
按照(6)式生成自己的成员私钥和消息认证密钥对;
步骤 6

用户向 TTP Ⅳ 证明其成员关系(具体

过程见步骤 3);
步骤 7

用户获得匿名身份, 实现车辆间的匿

图 3 用户匿名的向 TTPⅣ证明成员关系
Fig. 3 Anonymous membership authentication process

4) 消息认证
在车联网中, 车辆周期性地广播交通相关信息
以帮助其他车辆感知道路条件. 广播前, 必须用消
-1
息认证私钥 k Au
进行签名, 消息包括消息认证公钥

KAu、消息负载、时间戳和消息签名. 当车辆收到周

名通信 .

围车辆发出的消息后, 首先验证消息的真实性.
步骤 1 从消息中提取消息认证公钥;
步骤 2

在累加器中查找该公钥, 如果成功则

转到步骤 3, 否则丢弃;
步骤 3

验证时间戳的有效性, 若有效则转到

步骤 4, 否则丢弃;
步骤 4

用该公钥验证消息签名, 若为真则接

受, 否则丢弃 .
5) 权限撤销
图 2 用户注册过程
Fig. 2 User registration process

3) 匿名成员的身份验证
根据挑战-响应模型, 用户向 TTP Ⅳ 发送请求,

如发生争执, 恶意车辆的权限必须要撤销时,
TTPRM 负责联合 TTP Ⅱ 和 TTP Ⅳ 揭示恶意车辆的实
际身份, 并撤销其相应权限:
步骤 1

揭示身份: 用户公钥 KAu 对于 TTPⅡ和

随即 TTPⅣ对请求进行响应 . 匿名成员关系验证过

TTPⅣ来说都是匿名的, 均无法独立的根据消息签

程为(图 3).

名揭示用户的身份, 需要 TTPRM 协调 TTPⅡ和 TTPⅣ

步骤 1
请求;

用户给 TTPⅣ发送匿名成员关系验证

才能揭示恶意用户的真实身份 . 当发现恶意消息
后, TTPRM 将消息发送给 TTP Ⅳ, 然后 TTP Ⅳ 返回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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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σ=σ1, σ2, σ3 和证据给 TTPRM. TTPRM 验证证据和 σ1

-1
消 息 签 名 私 钥 K Au
进行签名. 因为签名密钥对

的正确性后, 从 σ1 提取(B, K)并发送给 TTP Ⅱ. 因为

-1
(K Au , K Au
) 由用户自己生成,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生

TTP Ⅱ 在数据库中记录了(K, U, Σ), 所以可通过(4)

成任意多的密钥对, 而且生成过程中是通过 EPID

式识别出签名者的真实身份并返回给 TTPRM.

协议和 TTPⅣ进行交互, 所以无法将这些密钥和单

步骤 2

撤销恶意用户的公钥: 如果要撤销用

户的车联网使用权限, TTPⅣ 将会从其累加器中删
除相应的公钥并在网络中广播, 当车辆收到撤销消
息后也会从其自身的累加器中删去相应的公钥 .

4
4.1

安全分析和性能评估

个的用户关联起来, 从而有效地抵抗关联攻击 .
4.2

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环签名方案 CARS[10] 进
行定性的分析比较, 主要从存储需求和计算开销
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
1) 存储需求

安全分析
主要从消息认证、匿名性、可追踪性和不可

链接性 4 个方面进行方案的安全性分析 .
1) 消息认证
在本方案中, 所有消息发出之前都需车辆对
其进行签名, 然而对于攻击者来说仅仅知道公钥
就可以伪造合法签名是不可行的, 除非打破其采
用的 CL 签名方案 . 当签名和时戳验证有效, 且公
钥也在累加器中, 验证方就可以确认消息来自合
法用户的真实认证 .

根据文献[10]的分析, CARS 方案中每个车辆
的存储需求是 m+1(如果有 m 个车辆被撤销, 且每
个公钥占据一个存储单元, 加上每个车辆需要存
储一个在 TTP 注册的公私钥对). 本方案中每个车
辆的存储开销是 n+1(包括所有合法成员的公钥和
一个在 TTP 注册的公私钥对). 通常 n 会比 m 大很
多, 但该方案通过使用累加器技术可以将存储开
销降低到 log n 单元, 可以极大地提高公钥检索的
效率 .
2) 计算开销

2) 匿名性
方 案 的 匿 名 性 源 自 EPID 协 议, 用 户 对 于
TTP Ⅳ 是 匿 名 的, 每 个 用 户 都 可 以 通 过 TTP Ⅳ 从
TTPⅡ获取的参数向 TTPⅣ验证其成员关系, 过程中
不会泄漏用户的任何身份信息 . TTPⅣ无法通过用
户传来的参数对不同用户进行有效区分, 且用户
的消息签名对 TTP Ⅱ 也是匿名的, 当用户向 TTP Ⅱ
请求群成员关系时注入了致盲参数以生成自己的
用户成员私钥, 并向 TTP Ⅳ 证明成员关系, 获得消
息签名公钥对的参数, 所以 TTPⅡ也无法知道某个
公钥对具体属于哪个用户 . 用户签名消息使用的

性能评估

CARS 方案中车辆认证阶段需要执行 1 次线
性对计算、4 次指数运算、n 次点乘运算和 n+2 次
哈希运算, 其中 n 是环中车辆总数 . 在车辆验证
阶段需要执行 2 次线性对运算、3 次指数运算、n
次点乘运算和 n+2 次哈希运算 . 本方案中, 采用
EPID 方案作为基础, 通信阶段总的开销为 6 次指
数运算 .
通过和 CARS 方案的综合比较(表 1), 本方案
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 但计算效率会有更大地提
高, 同时提供更高的安全性 .
表 1 安全性和性能比较
Table 1 Security and performance comparison

公私钥对也是由用户自己生成, 因而消息签名对
于任何 TTP 来说都是匿名的 .

方案 匿名性 认证

3) 可追踪性

可追 不可链 存储
踪性 接性 开销

本方案的权限撤销阶段表明了系统具有有效
的对匿名身份的追踪能力, 当发生交通争执时,

CARS

√

√

√

本方案

√

√

√

可信权威部门(如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相互
间的协作, 根据匿名消息, 揭示发送方的真实身
份并追究其相关责任, 需要时可以撤销其车联网
使用权限 .
4) 不可链接性

5

√

计算开销

1 次线性对+
4 次指数+
m+1
n 次点乘+
（n+2）次哈希
log n 6 次指数运算

结论
基于 EPID 密码技术提出了一个新型的车联

本方案保证了车联网中同一车辆的不同消

网匿名认证方案, 可为车联网中的车辆提供强匿名

息之间具有不可链接性 . 车辆在道路行驶过程中

性, 满足有效认证和有条件隐私保护. 方案的认证

周期性地广播消息, 所有发出的消息都用自己的

过程不需要 RSU 的参与, 也不需要 TTP 完全可信,

426
因为任何 TTP(TTP Ⅱ 、TTP Ⅳ 和 TTPRM)都无法独自
揭示车辆的身份 . 应用动态加速器有效实现了匿
名集合的成员快速验证, 提高了验证的效率 .

兰州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7, 53(3)
2007, 22(6): 785-794.
[10] Zeng S, Huang Y, Liu X. Privacy-preserving communication for vanets with conditionally anonymous ring signat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twork Security,

参考文献
[1] Goudarzi S, Abdullah A H, Mandala S,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ecurity in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C]//the

2015, 17(2): 135-141.
[11] Zeng Sheng-ke, Jiang Shao-quan, Qin Zhi-guang. A new
conditionally anonymous ring signature[C]//Interna-

2nd Symposium on Wireless Sensors and Cellular Net-

tional Computing and Combinatorics Conference, Ber-

works, Tabuk: Tabuk University Press, 2013: 1-10.

lin: Springer-Verlag, 2011: 479-491.

[2] Sampigethaya K, Li Ming-yan, Huang Le-ping, et al.

[12] Zeng Sheng- ke, Jiang Shao- quan, Qin Zhi- guang. An

AMOEBA: robust location privacy scheme for VANET[J].

efficient conditionally anonymous ring signature in the

IEEE Journal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 2007,

random oracle model[J].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

25(8): 1569-1589.

2012, 461: 106-114.

[3] Qu Feng-zhong, Wu Zhi-hui, Wang Fei-yue, et al. A secu-

[13] Brickell E, Li J. Enhanced privacy ID: a direct anony-

rity and privacy review of VANETs[J]. IEEE Transac-

mous attestation scheme with enhanced revocation capa-

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2015, 16(6):

bilities[J]. IEEE Transactions on Dependable and Se-

2985-2996.

cure Computing, 2012, 9(3): 345-360.

[4] Xi Yong, Sha Ke-wei, Shi Wei-song, et al. Enforcing pri-

[14] Brickell E, Camenisch J, Chen L. Direct anonymous at-

vacy using symmetric random key- set in vehicular net-

testation[C]//Proceedings of the 11th ACM Conference

works[C]//Eigh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utono-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New York:

mous Decentralized Systems, New York: IEEE, 2007:
344-351.

ACM, 2004: 132-145.
[15] Trusted Computing Group. "TPM main- specification

[5] Lin Xiao-dong, Sun Xiao-ting, Ho Pin-han, et al. GSIS:

version 1.2," trusted computing group, TCG published

a secure and privacy- preserving protocol for vehicular

specification, October 2003[EB/OL]. [2011-3-1]. http: //

communications[J].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2007, 56(6): 3442-3456.
[6] Huang J L, Yeh L Y, Chien H Y. ABAKA: an anonymous
batch authenticated and key agreement scheme for value-added services in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s[J].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2011, 60(1): 248262.
[7] Raya M, Papadimitratos P, Aad I, et al. Eviction of misbehaving and faulty nodes in vehicular networks[J]. IEEE
Journal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 2007,
25(8): 1557-1568.

www. trustedcomputinggroup.org / resources / tpm main
specification.
[16] Camenisch J, Lysyanskaya A. A signature scheme with
efficient protocols[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curity i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02: 268-289.
[17] Benaloh J, de Mare M. One-way accumulators: a decentralized alternative to digital signatures[C]//Workshop
on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Cryptographic Techniques,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93: 274-285.

[8] Xiong H, Beznosov K, Qin Z, et al. Efficient and sponta-

[18] Camenisch J, Lysyanskaya A. Dynamic accumulators

neous privacy- preserving protocol for secure vehicular

and application to efficient revocation of anonymous

communication[C] //Communications (ICC), 2010 IEEE

credentials[C]//Annual International Cryptology Conf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ashington: IEEE, 2010: 1-6.

ence.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02: 61-76.

[9] Liu D Y W, Liu J K, Mu Y, et al. Revocable ring signature[J].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责任编辑: 张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