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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後量子非對稱密鑰產生方法，藉由一處理單元來實施，包含以下步驟：(A)根據作為
一亂數種子的一算術函數或一古典字串、及一質數 p，產生一相關於該質數 p且具有無

限個成分的質數向量 ，該質數向量 被表示成 ；(B)

根據該質數向量 ，產生一相關於該質數 p以及三個均為正整數之參數 m，s，t的質數

陣列 ，其中該質數 p及該等參數 s，t構成一第一參數集 I，且該質數陣列 被

定義為

，並且當該第一參數集 I中該質數 p與該等參數 s，t之數值被決定時，該質數陣列

被簡化地表示成 ；(C)根據步驟(B)所產生的該質數陣列 ，產生一相關矩陣

，該相關矩陣 被表示成

，其中 (j)代表該質數陣列 的 m個成分其中的第(j+1)個成分，且 0 j (m-1)；(D)

根據步驟(C)所產生的該相關矩陣 、及一為一正整數的模數 l，產生該質數陣列

對於該模數 l的一反質數陣列 ，該反質數陣列 被表示成

，其中 Ll代表該相關矩陣 的行列式值

對於該模數 l的一模反元素且被表示成 ，及 代表

該相關矩陣 的一伴隨矩陣；(E)任意選擇一第一參考質數 p1，並根據一相關於該

第一參考質數 p1、該質數陣列 的該等 m個成分其中一個最大成分 b、一第一參考

正整數 ，以及一由該參數 m、一第二參考正整數 及一第三參考正整數 r所構成的第二

參數集 S的預定條件決定出一符合於該預定條件的第二參考質數 p2，其中該預定條件包

含 p2>max(p1m ,mbr)；(F)藉由分別將該第一參考質數 p1及該第二參考質數 p2作為該

模數 l代入步驟(D)所產生的該反質數陣列 ，以分別獲得一作為一私鑰 Kprivate的

第一參考反質數陣列 及一第二參考反質數陣列 ，其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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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G)根據步驟(F)所獲得的該第二參考反質數陣列

、該第一參考質數 p1、該第二參考質數 p2、及一具有 m個介於 0到該第一參考

正整數 的數字成分的密鑰隨機陣列 ，產生一相對於該密鑰隨機陣列 且與該

私鑰 Kprivate成對的公鑰 Kpublic，該公鑰 Kpublic為一具有 m個數字成分的陣列

且被表示成 及

，其中 Rand( ,p1, )被定義為該第

二參考反質數陣列 相關於該密鑰隨機陣列 的密鑰隨機化函數，並被表示

成 ，其中 代表一卷積運算子。

2.　一種加密方法，藉由一處理器來實施，包含以下步驟：利用請求項 1所述的後量子非對
稱密鑰產生方法中的該公鑰 Kpublic與該第二參考質數 p2以及一具有 m個介於 0到請求
項 1所述的非對稱密鑰產生方法中的該第二參考正整數 的數字成分的加密隨機陣列

，對於一對應於一要被傳送的明文訊息且具有 m個數字成分的資料陣列 進

行一加密程序，以獲得一相對於該加密隨機陣列 且具有 m個加密數字成分的密文

陣列 。

3.　如請求項 2所述的加密方法，該明文訊息具有 m個字符，其中，該資料陣列 的該

等 m個數字成分其中每一者係介於 0到請求項 1所述的非對稱密鑰產生方法中的該第一
參考正整數 ，並代表該等 m個字符其中一對應的字符。

4.　如請求項 2所述的加密方法，其中，該加密程序包含：根據該公鑰 Kpublic及該加密隨機

陣列 ，產生該公鑰 Kpublic相關於該加密隨機陣列 的一加密隨機化函數 ，

該加密隨機化函數 被表示成 ；及將該資料陣列

與該加密隨機化函數 相加之和模除該第二參考質數 p2而獲得該密文陣列

，該密文陣列 被表示成

。

5.　一種解密方法，藉由一處理器來實施，包含以下步驟：利用請求項 1所述的後量子非對

稱密鑰產生方法中的該質數陣列 、該私鑰 Kprivate、該第一參考質數 p1及該第二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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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質數 p2，對於經由請求項 2所述的加密方法所產生的該密文陣列 進行一解

密程序，以獲得一具有 m個解密數字成分的明文陣列 。

6.　如請求項 5所述的解密方法，其中，該解密程序包含：將該密文陣列 與該質

數陣列 的一第一卷積運算結果模除該第二參考質數 p2而獲得一第一模除結果，並

將該第一模除結果模除該第一參考質數 p1而獲得一第二模除結果 ，該第二模除結

果 被表示成 ；及將該第

二模除結果 與作為該私鑰 Kprivate的該第一參考反質數陣列 的一第二卷積

運算結果模除該第一參考質數 p1而獲得該明文陣列 ，該明文陣列 被表示成

。

7.　一種後量子非對稱密鑰產生系統，包含：一質數向量產生模組，根據作為一亂數種子的
一算術函數或一古典字串、及一質數 p，產生一相關於該質數 p且具有無限個成分的質

數向量 ，該質數向量 被表示成 ；一質數陣

列產生模組，連接該質數向量產生模組，並根據來自該質數向量產生模組的該質數向量

，產生一相關於該質數 p以及三個均為正整數之參數 m，s，t的質數陣列 ，其

中該質數 p及該等參數 s，t構成一第一參數集 I，且該質數陣列 被定義為

，並且當該第一參數集 I中該質數 p與該等參數 s，t之數值被決定時，該質數陣列

被簡化地表示成 ；一相關矩陣產生模組，連接該質數陣列產生模組，並根據來自於

該質數陣列產生模組的該質數陣列 ，產生一相關矩陣 ，該相關矩陣

被表示成

，其中 (j)代表該質數陣列 的 m個成分其中的第(j+1)個成分，且 0 j (m-1)；一

反質數陣列產生模組，連接該相關矩陣產生模組，並根據來自於該相關矩陣產生模組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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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相關矩陣 、及一為一正整數的模數 l，產生該質數陣列 對於該模數 l的一

反質數陣列 ，該反質數陣列 被表示成

，其中 Ll代表該相關矩陣 的行列式值

對於該模數l的一模反元素且被表示成 ，及 代表

該相關矩陣 的一伴隨矩陣；一參考質數決定模組，用來先任意選擇一第一參考質

數 p1，然後並根據一相關於該第一參考質數 p1、該質數陣列 的該等m個成分其中

一個最大成分 b，以及一由該參數 m、一第一參考正整數 、一第二參考正整數 及一第

三參考正整數 r所構成的第二參數集 S的預定條件決定出一符合於該預定條件的第二參
考質數 p2，其中該預定條件包含 p2>max(p1m ,mbr)；一私鑰產生模組，連接該反質數
陣列產生模組及該參考質數決定模組，並將來自於該參考質數決定模組的該第一參考質

數 p1作為該模數 l代入來自於該反質數陣列產生模組的該反質數陣列 以獲得一作

為一私鑰 Kprivate的第一參考反質數陣列 ，其中 ；及一

公鑰產生模組，連接該反質數陣列產生模組及該參考質數決定模組，且將來自於該參考

質數決定模組的該第二參考質數 p2作為該模數 l代入來自於該反質數陣列產生模組的該

反質數陣列 以獲得一第二參考反質數陣列 ，並根據所獲得的該第二參考

反質數陣列 、來自於該參考質數決定模組的該第一參考質數 p1與該第二參考質

數 p2、及一具有 m個介於 0到該第一參考正整數 的數字成分的密鑰隨機陣列 ，

產生一相對於該密鑰隨機陣列 且與該私鑰 Kprivate成對的公鑰 Kpublic，該公鑰

Kpublic為一具有 m個數字成分的陣列 且被表示成

且 ，

其中 Rand( ,p1, )被定義為該第二參考反質數陣列 相關於該密鑰隨機陣列

的密鑰隨機化函數，並被表示成 ，

其中 代表一卷積運算子。

8.　如請求項 7所述的後量子非對稱密鑰產生系統，還包含一儲存模組，該儲存模組連接該
質數陣列產生模組、該參考質數決定模組、該私鑰產生模組及該公鑰產生模組，並儲存

來自於該質數陣列產生模組的該質數陣列 、來自該參考質數決定模組的該第一參

(5)

- 7916 -



考質數 p1與該第二參考質數 p2、來自該私鑰產生模組的該第一參考反質數陣列

、及來自該公鑰產生模組的該第二參考反質數陣列 。

9.　如請求項 8所述的後量子非對稱密鑰產生系統，其中，該公鑰產生模組根據該儲存模組

所儲存的該第二參考反質數陣列 、該第一參考質數 p1、該第二參考質數 p2、及

另一具有 m個介於 0到該第一參考正整數 的數字成分且不同於該密鑰隨機陣列

的隨機陣列 ，產生一相對於該隨機陣列 且與該私鑰 Kprivate成對的更新公鑰

K*public，該更新公鑰 K*public被表示成 且

。

10.   一種加密通訊系統，包含：一密鑰伺服器，包括一質數向量產生模組，根據作為一亂數
種子的一算術函數或一古典字串，產生一相關於一質數 p且具有無限個成分的質數向量

，該質數向量 被表示成 ，一質數陣列產生

模組，連接該質數向量產生模組，並根據來自該質數向量產生模組的該質數向量 ，

產生一相關於該質數 p以及三個均為正整數之參數 m，s，t的質數陣列 ，其中該質

數 p及該等參數 s，t構成一第一參數集 I，且該質數陣列 被定義為

，並且當該第一參數集 I中該質數 p與該等參數 s，t之數值被決定時，該質數陣列

被簡化地表示成 ，一相關矩陣產生模組，連接該質數陣列產生模組，並根據來自於

該質數陣列產生模組的該質數陣列 ，產生一相關矩陣 ，該相關矩陣

被表示成

，其中 (j)代表該質數陣列 的 m個成分其中的第(j+1)個成分，且 0 j (m-1)，一

反質數陣列產生模組，連接該相關矩陣產生模組，並根據來自於該相關矩陣產生模組的

該相關矩陣 、及一為一正整數的模數 l，產生該質數陣列 對於該模數 l的一

反質數陣列 ，該反質數陣列 被表示成

(6)

- 7917 -



，其中 Ll代表該相關矩陣 的行列式值

對於該模數 l的一模反元素且被表示成 ，及 代

表該相關矩陣 的一伴隨矩陣，一參考質數決定模組，用來先任意選擇一第一參考

質數 p1，然後並根據一相關於該第一參考質數 p1、該質數陣列 的該等m個成分其

中一個最大成分 b、一第一參考正整數 ，以及一由該參數 m、一第二參考正整數 及一

第三參考正整數 r所構成的第二參數集 S的預定條件決定出一符合於該預定條件的第二
參考質數 p2，其中該預定條件包含 p2>max(p1m ,mbr)，一私鑰產生模組，連接該反質
數陣列產生模組及該參考質數決定模組，並將來自於該參考質數決定模組的該第一參考

質數 p1作為該模數 l代入來自於該反質數陣列產生模組的該反質數陣列 以獲得一

作為一私鑰 Kprivate的第一參考反質數陣列 ，其中 ，及

一公鑰產生模組，連接該反質數陣列產生模組及該參考質數決定模組，且用來將來自於

該參考質數決定模組的該第二參考質數 p2作為該模數 l代入來自於該反質數陣列產生模

組的該反質數陣列 以獲得一第二參考反質數陣列 ，並根據所獲得的該第

二參考反質數陣列 、來自於該參考質數決定模組的該第一參考質數 p1與該第二

參考質數 p2、及一具有 m個介於 0到該第一參考正整數 的數字成分的密鑰隨機陣列

，產生一相對於該密鑰隨機陣列 且與該私鑰 Kprivate成對的公鑰 Kpublic，

該公鑰 Kpublic為一具有 m個數字成分的陣列 且被表示成

且 ，

其中 Rand( ,p1, )被定義為該第二參考反質數陣列 相關於該密鑰隨機陣列

的密鑰隨機化函數，並被表示成 ，其

中 代表一卷積運算子；一發送端，包含一儲存有該公鑰 Kpublic、該第二參考質數 p2及

該第二參考正整數 的儲存單元，及一電連接該儲存單元的處理器；及一接收端，包含一

儲存有儲存有該私鑰 Kprivate、該質數陣列 、該第一參考質數 p1及該第二參考質數

p2的儲存單元，及一電連接該接收端的該儲存單元的處理器；其中，對於一對應於一要

被發送至該接收端的明文訊息且具有 m個數字成分的資料陣列 ，該發送端的該處理

器利用該儲存單元所儲存的該公鑰 Kpublic與該第二參考質數 p2、及一具有 m個介於 0

到該第二參考正整數 的數字成分的加密隨機陣列 ，對於該資料陣列 進行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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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程序，以獲得一相對於該加密隨機陣列 且具有 m個加密數字成分的密文陣列

，該發送端經由一第一通訊通道，將該密文陣列 發送至該接收端；

及其中，在該接收端，該處理器在接收到來自該發送端的該密文陣列 時，利用

該儲存單元所儲存的該質數陣列 、該私鑰 Kprivate、該第一參考質數 p1及該第二參

考質數 p2，對於該密文陣列 進行一解密程序，以獲得一具有 m個解密數字成

分的明文陣列 ，該明文陣列 係完全相同於該資料陣列 。

11.   如請求項 10所述的加密通訊系統，該明文訊息具有 m個字符，其中，該發送端的該處
理器係配置有一訊息轉換模組，該訊息轉換模組利用一預定字符轉數字技術，將該明文

訊息轉換成該資料陣列 ，且該資料陣列 的該等 m個數字成分其中每一者係介

於 0到該第一參考正整數 ，並代表該等 m個字符其中一個對應的字符。

12.   如請求項 11所述的加密通訊系統，其中：該發送端的該處理器還配置有一加密隨機化函
數產生模組、及一連接該訊息轉換模組與該加密隨機化函數產生模組的密文陣列產生模

組；及在該加密程序中，該加密隨機化函數產生模組根該公鑰 Kpublic、及該加密隨機陣

列 ，產生該公鑰 Kpublic相關於該加密隨機陣列 的一加密隨機化函數 ，該

加密隨機化函數 被表示成 ，並且將該資料陣列

與該加密隨機化函數 相加之和模除該第二參考質數 p2而獲得該密文陣列 ，

該密文陣列 被表示成 。

13.   如請求項 10所述的加密通訊系統，其中：該接收端的該處理器配置有一第一卷積運算模
組、及一連接該第一卷積運算模組的第二卷積運算模組；及在該解密程序中，該第一卷

積運算模組計算出該密文陣列 與該質數陣列 的一第一卷積運算結果，並

將該第一卷積運算結果模除該第二參考質數 p2而獲得一第一模除結果，且將該第一模除

結果模除該第一參考質數 p1而獲得一第二模除結果 ，該第二模除結果 被表

示成 ，及該第二卷積運算模

組計算出來自於該第一卷積運算模組的該第二模除結果 與該儲存單元所儲存並作為

該私鑰 Kprivate的該第一參考反質數陣列 的一第二卷積運算結果，並將該第二卷

積運算結果模除該第一參考質數 p1而獲得該明文陣列 ，該明文陣列 被表示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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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請求項 10所述的加密通訊系統，其中：在該公鑰 Kpublic、第二參考質數 p2及該第二

參考正整數 被儲存於該發送端的該儲存單元之前，該密鑰伺服器將該公鑰 Kpublic、該

第二參考質數 p2及該第二參考正整數 經由一第二通訊通道傳送至該發送端，以致該發

送端的該處理器將接收自該密鑰伺服器的該公鑰 Kpublic、該第二參考質數 p2及該第二參

考正整數 儲存於該發送端的該儲存單元；及在該私鑰 Kprivate、該質數陣列 、該第

一參考質數 p1及該第二參考質數 p2被儲存於該接收端的該儲存單元之前，該密鑰伺服

器將該私鑰 Kprivate、該質數陣列 、該第一參考質數 p1及該第二參考質數 p2經由

一第三通訊通道傳送至該接收端，以致該接收端的該處理器將接收自該密鑰伺服器的該

私鑰 Kprivate、該質數陣列 、該第一參考質數 p1及該第二參考質數 p2儲存於該接

收端的該儲存單元。

15.   如請求項 14所述的加密通訊系統，其中，該密鑰伺服器還包括一儲存模組，該儲存模組
連接該質數陣列產生模組、該參考質數決定模組、該私鑰產生模組及該公鑰產生模組，

並儲存分別來自於該質數陣列產生模組、該參考質數決定模組、該私鑰產生模組及該公

鑰產生模組的該質數陣列 、該第一參考質數 p1與該第二參考質數 p2、該第一參考

反質數陣列 及該第二參考反質數陣列 。

16.   如請求項 15所述的加密通訊系統，其中：該密鑰伺服器的該公鑰產生模組根據該儲存模

組所儲存的該第二參考反質數陣列 、該第一參考質數 p1、該第二參考質數 p2、

及另一具有m個介於 0到該第一參考正整數 的數字成分且不同於該密鑰隨機陣列

的隨機陣列 ，產生一相對於該隨機陣列 且與該私鑰 Kprivate成對的更新公鑰

K*public，該更新公鑰 K*public被表示為 ，其中

，該密鑰伺服器

經由該第二通訊通道將該更新公鑰 K*public傳送至該發送端；該發送端的該處理器在接

收到來自該密鑰伺服器的該更新公鑰 K*public時，以該更新公鑰 K*public更新該發送端的

該儲存單元所儲存的該公鑰 Kpublic；該發送端的該處理器在利用該公鑰 K*public、該第二

參考質數 p2、及該加密隨機陣列 ，對該資料陣列 進行該加密程序後，獲得另

一相對於該公鑰 K*public與該加密隨機陣列 且具有 m個加密數字成分的密文陣列

，並經由該第一通訊通道將該密文陣列 發送至該接收端；及該接收

端的該處理器在接收到來自該發送端的該密文陣列 時，利用該質數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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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私鑰 Kprivate、該第一參考質數 p1及該第二參考質數 p2，對於該密文陣列

進行該解密程序而獲得該明文陣列 。

圖式簡單說明

本發明的其他的特徵及功效，將於參照圖式的實施方式中清楚地呈現，其中：圖 1是一
方塊圖，示例地說明本發明加密通訊系統的一實施例；圖 2是一方塊圖，示例地繪示出一配
置於該實施例的一密鑰伺服器的後量子非對稱密鑰產生系統的組成；圖 3及圖 4是流程圖，
示例地說明該實施例的該後量子非對稱密鑰產生系統如何執行一非對稱密鑰產生程序；圖 5
是一方塊圖，示例地繪示出該實施例的一發送端；圖 6是一方塊圖，示例地繪示出該實施例
的一接收端；圖 7是一流程圖，示例地說明該實施例中一發送端如何對於一要被傳送的明文
訊息執行一加密程序；及圖 8是一流程圖，示例地說明該實施例中的一接收端如何對於一接
收自該發送端的密文執行一解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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