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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圆曲线加解密 ECC

非对称加解密 ECC（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椭圆曲线加解密）。由于量子计算有可能破解

RSA 加密算法，RSA 算法已经不再绝对安全，因此 ECC 算法是未来取代 RSA 算法的新的标准。

ECC 最初由 Koblitz 和 Miller 两人于 1985 年提出，基于一个数学难题：即椭圆曲线上的有理

点构成 Abel 加法群上椭圆离散对数的计算困难。要彻底理解 ECC 的加解密原理，包括相关

的数学概念，比如 Abel 加法群，离散对数等，我们得先从抽象代数基础开始学习。

抽象代数简介

抽象代数（Abstract algebra）又称近世代数（Modern algebra），它产生于十九世纪。法国数

学家伽罗瓦〔Galois，1811-1832〕在 1832 年运用“群”的概念彻底解决了用根式求解高次

代数方程的可能性问题，他指出大于等于 5 次的一元高次方程，是没有根式解的。他是第一

个提出“群”的概念的数学家，一般称他为近世代数创始人。

https://ke.qq.com/course/3099982?tuin=a7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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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代数包含群论、环论、伽罗瓦理论、格论、线性代数等许多分支，并与数学其它分支相

结合产生了代数几何、代数数论、代数拓扑、拓扑群等新的数学学科。抽象代数也是现代计

算机理论基础之一。

群(group)、环(ring)、域(field)是抽象代数中基本的代数结构。其中群是抽象代数里重点研究

的对象，在抽象代数中具有重要地位。许多代数结构，包括环、域和模等可以看作是在群的

基础上添加新的运算和公理而形成的。

群论是伽罗瓦发明的，他用该理论，具体来说是伽罗瓦群，解决了五次方程问题。伽罗瓦是

一个极具传奇性的人物，年仅 21 岁就英年早逝于一场近乎自杀的决斗中。

群

若集合 G≠Φ，在 G 上的二元运算“ .” 满足：

一，封闭性：即 G 的任意两个元素在“ .”下的运算结果都是该集合的一个元素，即：∀a,
b∈G ，a.b∈G 。

二，结合律：∀a, b, c∈G ，(a.b).c=a.(b.c) ；

三，单位元（也称为幺元）： G 中存在元素 e ，使 G 中任意元素 a与之相乘（包括左乘和

右乘）的结果都于 a本身，即∃e ∈G，使∀a∈G ，有 e.a=a.e=a ；

四，逆元：∀a∈G ，∃b ∈G ，使得 a.b=b.a=e，b 称为 a 的逆元，记为 a-1 。则 称(G, .)
为一个群，或乘法群。

同时，我们把满足一和二条件的集合和二元运算称作半群。群一定是半群，但是半群不一定

是群。容易证明，群中的单位元和逆元都是唯一的。

群上的二元运算通常称为加法(+)或者乘法(.)，对应的群称为加法群或者乘法群。加法的幺元

通常为 0，逆元为-a；乘法的幺元通常为 1，逆元为 a-1。当集合 G 为有限集时，则群是有限

的，称为有限群，G 中的元素个数称为 G 的阶。

群的简单例子：G={1，-1}在普通乘法运算下是群。因为满足：

封闭性：1×1=1；1×-1=-1；-1×1=-1；-1×-1=1；运算结果都在集合 G 中。

结合律：成立，比如：(1×1)×-1=1×(1×-1)=-1。
单位元：1，比如 1×1=1，-1×1=-1。
逆元：1×1=1，-1×-1=1。所以 1 的逆元是 1，-1 的逆元是-1。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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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l群

若一个群(G, .) 满足交换律（群本来就满足结合律）：即对 G 的任意两个元素 a, b ，总有

a.b=b.a 。则称群 (G, .) 为阿贝尔群，也称为加法群或者交换群。

设 P 为一个素数，那么 Fp={0,1,2,3，…，p-1}表示模 p 的整数集，那么(Fp, +)是一个加法群，

即 Abel 群。其中单位元为 0，“+”操作定义为模 p 的整数加，即： (a+b) mod p。
群 (Z, +), (R, +), 和(R\{0}, x)，都是阿贝尔群。

挪威数学家，在很多数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最著名的一个结果是首次完整给出了

高于四次的一般代数方程没有一般形式的代数解的证明。这个问题是他那时最著名的未解决

问题之一，悬疑达 250 多年。他也是椭圆函数领域的开拓者，阿贝尔函数的发现者。尽管阿

贝尔成就极高，却在生前没有得到认可，他的生活非常贫困，去世时只有 27 岁。

循环子群、循环群、生成元

若 G 是一个阶为 n 的有限乘法群，且 g 是 G 中的一个元素，即 g∈G，那么使 gt=1 的最小正

整数 t 叫作 g 的阶（注意，这里是元素 g 的阶，而不是集合 G 的阶）。一般 t 都是存在的并

且是 n 的一个因子（即 n 是 t 的倍数）。对 g 进行重复的乘法运算，生成的集合{gi, 0≤i≤t-1}
是同 G 具有相同操作的群，称为由 g 生成的 G 的循环子群。

若 G 是一个阶为 n 的有限加法群，g是 G 中的一个元素，即 g∈G，那么使 tg=0 的最小正整

数 t 称为 g 的阶（tg 表示 t 个 g 相加），且 t 为 n的一个因子。对 g 进行重复的加法运算，生

成的集合{ig, 0≤i≤t-1}是同 G 具有相同操作的群，称为由 g生成的 G 的循环子群。

如果 G 有一个阶为 n 的元素 g，那么 G 叫做循环群，g 叫做 G 的生成元。

环

设集合 R 上定义了两个二元运算“ + ”，“ * ”且满足

1.（R，+）是 Abel 群（封闭性和结合律，交换律）。

2.（R，*）是半群（封闭性和结合律）。

3.两种运算满足分配率，a*（b+c）=a*b+a*c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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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集合 R 和两个二元运算构成的代数结构叫做环。环(G, +, *)的乘法*满足交换律：a*b=b*a。
则(G, +, *)是交换环，交换环是两个代数运算+和*都满足交换律的环。如果环(G, +, *)的乘法*
运算存在单位元 e，且非 0 元对*运算有逆元(a*b=b*a=e)的环称作除环，除环即支持除法运

算的环。

域

设(S, +, *)是代数系统，如果满足：

(1)(S，+)是交换群（封闭性，结合律，交换律，单位元，逆元）；

(2)(S-{0}，*)是交换群；

(3) 运算*对运算+是可分配的。

则称(S, +, *)为域。交换除环是域，因此域是一种特殊的环。

实际上，域是一个可以在其上进行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运算而结果不会超出域的集合。

如有理数集合、实数集合、复数集合都是域，但整数集合不是，因为使用除法得到的分数或

小数已超出整数集合。

有限域

如果域 F 只包含有限个元素，则称其为有限域。有限域中元素的个数称为有限域的阶。

每个有限域的阶必为素数的幂，即有限域的阶可表示为 pⁿ （p 是素数、n 是正整数），该有

限域通常称为 Galois 域(Galois Fields)，记为 GF(pⁿ )。
当 n=1 时，存在有限域 GF（p），也称为素数域。在密码学中，最常用的域是阶为 p 的素数

域 GF（p）或 Fp。
一切有限域都有加法和乘法两种运算，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封闭性：若任意两元素 a，b∈GF(p)，则有：a+b∈GF(p) ，a*b∈GF(p)
结合律：若任意 a、b、c∈GF(p)，则有：(a+b)+c=a+(b+c)，(a*b)c=a(b*c)
交换律：若任意 a、b∈GF(p)，则有：a+b=b+a，a*b=b*a
有乘法恒等元 e 和加法恒等元 0，使任意元素 a∈GF(p)都有：a+0=a， a*e=a
任意元素 a∈GF(q)都有乘法逆元素和加法负元素(-a)，使：a+(-a)=0， a*a-1=e 但 0-1 无定义。

乘对加分配律:任意 a、b、c∈GF(p)有：a(b+c)=a*b+a*c
有限域在密码编码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椭圆曲线

椭圆曲线方程：

E:y2=x3+ax2+bx+c
其中，Δ(E)=−4a3c+a2b2−4b3−27c2+18abc≠0
限定判别式Δ(E)不为零有特殊的意义。如果判别式Δ(E)等于零，由三次方程判别式定理可

知，方程: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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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ax2+bx+c=0
存在二重根或者三重根，曲线表现为"自相交"或者有“尖点”。比如图中所示方程，就不是

椭圆曲线方程。

在密码学中用到的椭圆曲线方程一般限定二次项系数为 0（也就是不包含二次项），即：

E:y2=x3+ax+b，其中 4a3+27b2≠0
椭圆曲线上可以定义一些特殊运算规则。一般来说会定义两种运算：加法和数乘运算。加法

运算是点与点之间的运算；数乘运算基于加法运算，重复的加法运算就是数乘。

加法运算规则

P+Q：已知椭圆曲线上两个不同的点 P 和 Q，则这两个点之和 R=P+Q 可以通过如下操作得到：

过 P、Q 两点做直线 L，与椭圆曲线相交于第三点，该点关于 X 轴的对称点即是所求的 R 点。

椭圆曲线的这种加法运算有比较明确的几何含义。

O+O=O：对任意的 P，有 P+O=P；O 看做零点，对加法运算没有实际贡献（类似于四则运算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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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运算中的 0）。
P=(x, y)的负元：是关于 X 轴对称的点−P=(x,−y)（不是关于原点对称），P+(−P)=O。根据加法

的定义，过 P 和−P 的直线与 X 轴垂直，该直线看起来不会与椭圆曲线再相交，但实际上可

以看做它与椭圆曲线相交于无穷远点，因此也将 O 视作无穷远（∞）点。

2P：计算 P 点（P≠O）的两倍时，是做该点的切线，再取切线与该椭圆曲线的交点 S 关于 X
轴的对称点−S，也即是 2P=P+P=−S
容易验证，对于椭圆曲线上的点和 O 点组成的集合，以及集合上定义的二元加法运算，构

成一个 Abel 群。单位元是 O 点，P(x, y)的逆元是 P(x, −y)，封闭性，结合性以及交换性也是

显然满足的。

代数解释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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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运算

对于方程：y2 = x3–x 的曲线。那么：

(1)设 P 点为基点；

(2)通过 P 点做切线，交于点 2P’点，在 2P’点做竖线，交于 2P 点，2P 点即为 P 点的 2 倍

点；

(3)进一步，P 点和 2P 点之间做直线，交于 3P’点，在 3P’点做竖线，交于 3P 点，3P 点即

为 P 点的 3 倍点；

(4)同理，可以计算出 P 点的 4、5、6、… 倍点；

(5)如果给定图上 Q 点是 P 的一个倍点，请问 Q是 P 的几倍点呢？

Q=dP
(6)直观上理解，正向计算一个倍点是容易的，反向计算一个点是 P 的几倍点则困难的多。

在椭圆曲线算法中，将倍数 d 做为私钥，将 Q 做为公钥。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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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素数 P有限域

密码学中普遍采用的是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也即是变元和系数均在有限域中取值的椭圆曲

线。使用模素数 p 的有限域 Fp={0,1,2, ..., p-1}，将模运算引入到椭圆曲线算术中，变量和系

数从集合 0, 1, 2, ..., p−1 中取值而非是在实数上取值。此时讨论椭圆曲线形式如下：

y2 mod p=(x3+ax+b) mod p
其中(4a3+27b2)modp≠0，modp，变量和系数均在 Fp 中取值。

将满足上式的所有非负整数对和 O 点记为集合 Ep(a, b)，这是一个有限的离散点集。由此可

知集合中的点分布在(0, 0)到(p−1, p−1)的象限中，集合中的点有可能刚好也在椭圆曲线上，

更多的可能是在椭圆曲线外。例如点(13, 7)是满足 y2 mod 23=(x3+x+1) mod 23 的点，但是(13,
7)并不在椭圆曲线上。

有限域 Fp 上椭圆曲线模 p 加法代数描述

设椭圆曲线中 a=1，b=1（y2=x3+x+1），p=23，有两点 P(3，10)，Q(13，16)，求 R=P+Q 和 2P。

子群、生成元和阶

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的点和加法运算构成一个有限 Abel 群 S。以一个点 G 作为生成元，进

行重复的加法运算，能够生成一个子群 S′。群 S′有可能与 S 相同，更有可能是 S 的一个

真子群。

比如设椭圆曲线为：

y2=x3+x+1，p=23
以 G=(3, 10)生成的子群刚好等于 S，因为 28G=O，说明此时 S 还是一个有限循环群，群中每

个元素都能由(3, 10)通过重复的加法运算得到，群中元素的个数为 28，其阶为 28(最小的使

得 nG=O 成立的 n)，生成元为(3, 10)。但是以 G=(6, 19)生成的子群是 S 的真子群，因为

14G=O14G=O，它也是一个有限循环群，因为群中每个元素都能由(6, 19)通过重复的加法运

算得到，该子群的元素个数为 14，阶为 14（最小的使得 nG=O 的成立 n），生成元为(6, 19)。
拉格朗日定理告诉我们，生成的子群 S′的阶与原来的群 S 的阶存在约数关系，也就是说子

群 S′的阶只能是 1, 2, 4, 7, 14, 28。群 S的阶与子群 S′的阶的比值一般称为协因子(cofactor)：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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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S′∣。一般会取 h=1，以保证生成子群的阶比较大。

以 G=(6, 19)生成子群过程，为方便计算，取 O=(−1, −1)：
1P=(6,19) 15P=(6,19)
2P=(13,16) 16P=(13,16)
3P=(7,11) 17P=(7,11)
4P=(5,19) 18P=(5,19)
5P=(12,4) 19P=(12,4)
6P=(17,20) 20P=(17,20)
7P=(4,0) 21P=(4,0)
8P=(17,3) 22P=(17,3)
9P=(12,19) 23P=(12,19)
10P=(5,4) 24P=(5,4)
11P=(7,12) 25P=(7,12)
12P=(13,7) 26P=(13,7)
13P=(6,4) 27P=(6,4)
14P=(-1,-1) 28P=(-1,-1)

在后面的 ECC 加密算法过程中会有一个给定的基点 G（也就是生成元）生成一个子群，然后

秘钥空间在此子群取得，一般会要求保证子群的阶会尽量大，基点及其子群的阶 n 都是公开

的信息。

椭圆曲线的离散对数问题

构造一个数学难题来保证加密信息的安全性是现代密码学中加密算法的主要思想。类似 RSA
算法中大数的质因子分解难题一样，椭圆曲线也有类似的数学难题。非对称加密方法根据其

所依据的数学难题一般分为三类：大素数分解问题类、离散对数问题类、椭圆曲线类。有时

也把椭圆曲线类归为离散对数类。

考虑 Q=dP，其中 Q，P∈Ep(a, b)，d<p。
对于给定的 d和 P，计算 Q 是很容易的；反过来给定 Q和 P，计算 d 是相当困难的，这就是

椭圆曲线的离散对数问题。

正因为如此，可以将 Q 作为公钥，公开出去；d 作为私钥，秘密保管，通过公钥来破解私钥

十分困难。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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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钥协商

密钥协商主要是用来得到通信双方的临时会话密钥。比如依靠非对称加密算法 RSA、ECC 等，

拿到对方公钥的一方随机产生会话密钥，利用公钥加密，并将加密后的信息传送给另一方。

另一方再用手中的私钥对接受到的密文进行解密，这样通信双方都拿到会话密钥。现在我们

来介绍一下使用 ECC 算法进行密钥协商过程。

1.原理和流程

利用模 p 有限域上椭圆曲线算术规则可以用来实现秘钥协商，假设有两个人 A 和 B 需要进

行秘钥协商，那么其流程如下：

（1）A 和 B 会共享一些椭圆曲线的参数信息：(p, a, b, G, n, h)，其中 a, b 确定了椭圆曲线方

程，p 确定了模 p 的有限域，G 是中的生成元，用于生成子群，这里要求 G 的阶 n 应该尽量

大，G 的阶是使得 nG=O 成立的最小的整数，也即是(n−1)G 所代表的点与 G 点的横坐标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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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协因子 h 一般等于 1。
（2）A 选择小于 n 整数 nA，然后计算 PA=nA×G，将 PA 发送给 B。
（3）同理，B 也选择小于 n 整数 nB，然后计算 PB=nB×G，将 PB 发送给 A。
（4）A 通过如下计算得出协商的秘钥：KA=nA×PB；B 通过如下计算得出协商的秘钥：KB=nB
×PA，容易证明，KA=KB。
因为：

KA=nA×PB=nA×(nB×G)=nB×(nA×G)=nB×PA=KB
由此 A 和 B 计算得到相同的秘钥，达到秘钥协商的目的。

2.实例

例如，参数 a=0, b=−4，椭圆曲线方程为 y2=x3−4，p=211, G=(2, 2)，因为 240G=(2, 209)所以

n=241。
A 选择 nA=151，PA=151G=(62, 59)；
B 选择 nB=171，PB=171G=(209, 153)；
他 们 协 商 的 秘 钥 K=151PB=171PA=151(209, 153)=171(62, 59)=(95, 194)=(151 ∗

171%241)G=34G。

椭圆曲线实现加解密

1.原理和流程

假设 A 与 B 进行加密通信，其中 B 手中的公钥私钥分别为： PB 为公钥，dB 为私钥且有

PB=dBG。那么其加密的流程如下：

（1）A 首先将明文消息转换（编码）为 Ep(a, b)中的 Pm(x, y)，然后随机选定一个正整数 k，
并且利用 B 的公钥 PB 通过如下计算出密文：

Cm={kG, Pm+kPB}
因此，密文实际上是有两个点组成。

（2）B 收到密文 Cm，利用自己的私钥 dB 进行如下计算，可以解密得到明文 Pm：

(Pm+kPB)−dB(kG)=Pm+k(dBG)−dB(kG)=Pm ，其中 PB=dBG
也就是用第二个点 Pm+kPB 减去第一个点 kG与自己的私钥 dB 之积。

2.实例

考虑参数 a=0, b=−4, p=199, G=(2, 2)，椭圆曲线方程为 y2=x3−4。
B 选定的私钥为 dB=119，其公钥 PB=119G=(183, 173)。
A 希望将消息 Pm=(76, 66)加密后发送给 B，于是 A 随机选定正整数 k=133，并通过 B 的公钥

加密得到密文：

Cm={133(2, 2), (76, 66)+133(183, 173)}={(40,147), (180,163)}
B 收到密文消息利用自己的私钥 dB=119 进行解密：

（Pm+kPB）−dB(kG)=(180,163)−119(40,147)=(180,163)−(98,52)=(76, 66)=Pm
由此，B 顺利解密得到明文消息，A 与 B 之间完成了加密通信。

软件注册保护的应用

用 Fp(a, b)椭圆曲线进行软件注册的方法。软件作者按如下步骤和方法制作注册机（也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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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签名过程）：

(1)选择一条椭圆曲线 Ep(a, b)，和基点 G；
(2)选择私有密钥 d(d<n, n 为 G 的阶)，公开密钥 P=dG；
(3)产生一个随机整数 k(k<n)，计算点 R=kG，R 的坐标为(xr, yr)；
(4)计算 r=xr mod n，如果 r=0，转到步骤 3 重复操作；

(5)计算待签名的消息 m0 的 hash 值 e=H(m0)，计算方法为 SHA（Secure Hash Algorithm 安全

散列算法，类似于 MD5）；
(6)计算 s=k-1(e+dr) mod n，如果 s 为 0，则转到步骤 3 重复操作；

(7)将(r, s)作为消息 m0 的签名。

软件验证就是要判断消息是否已经被篡改。其验证过程如下（软件中存有椭圆曲线 Ep(a, b)，
和基点 G，公开密钥 P）：
(1)签名(r, s)，和待验证的消息 m1；假设消息没有被篡改即 m1=m0，那么 hash 值应该是不

变的，即 e=H(m1)=H(m0)。
(2)计算:
Q=s-1(e G+rP)
设 Q 的横坐标为 xq， q=xq mod n，那么如果 q=r，则签名有效，否则签名无效。

这是因为，根据签名过程有：

s≡k-1(e+dr) (mod n)
根据同余性质有：

s-1≡k(e+dr)-1 (mod n)
同时因为：

P=dG
把 s-1 和 P 代入 Q=s-1(e G+rP)，有：

Q=s-1(e G+rP)= k(e+dr)-1(eG+rdG) =k(e+dr)-1 (e+dr)G = kG=R， xq=xr， r=xrmodn, q=xqmod n
r=q
其中 R 是签名过程中生成的点，因此，q 必然等于 r，否则签名无效。破解者要想制作注册

机，只能通过软件中的 Ep(a, b)，点 G，公开密钥 P ，并利用 P=dG 这个关系获得 d 后才可

以，而求 d 是很困难的，这样就保证了算法和数据的可靠性。

SM2椭圆曲线公钥密码算法

中国国家密码管理局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发布了 SM2 椭圆曲线公钥密码算法，并要求对现

有基于 RSA 算法的电子认证系统、密钥管理系统、应用系统进行升级改造。RSA 算法的危机

在于其存在基于量子计算的亚指数算法（比如 Shor 算法），对 ECC 算法而言一般没有亚指数

攻击算法。基于椭圆曲线离散对数问题，计算复杂度是指数级，求解难度较大，同等安全程

度要求下，椭圆曲线密码较其他公钥算法所需密钥长度小很多。

ECC 算法的优势依然超过被广泛接受的传统 RSA 算法。随着量子计算技术的突破，许多专家

担忧 RSA 和 Diffie-Hellman 背后的算法可能在五年以内被攻破。随着时间推移，ECC 可能是

以后唯一选择。

OpenSSL 中的 ECC 加密算法

ECC 本身并没有真正定义任何加密和解密操作。OpenSSL 实现的 ECC 算法，包括三部分：ECC

http://www.zhougejiaoit.com


周哥教 IT 视频课配套课件 结合视频课程学习效果更佳

www.zhougejiaoit.com

周哥教 IT www.zhougejiaoit.com
13

算法(crypto/ec)、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 ECDSA (crypto/ecdsa)以及椭圆曲线密钥交换算法

ECDH(crypto/dh)。
在 OpenSSL 开源库中，密钥数据结构定义在 openssl-1.1.0c\crypto\ec\ec_lcl.h 文件中。

struct ec_key_st {
const EC_KEY_METHOD *meth;
ENGINE *engine;
int version;
EC_GROUP *group; //密钥参数

EC_POINT *pub_key;
BIGNUM *priv_key;
unsigned int enc_flag;
point_conversion_form_t conv_form;
int references;
int flags;
CRYPTO_EX_DATA ex_data;
CRYPTO_RWLOCK *lock;

};
Openssl 中，椭圆曲线密钥生成时，首先用户需要选取一种椭圆曲线 (openssl 的

crypto/ec/ec_curve.c 中内置实现了 67 种，调用 EC_get_builtin_curves 获取该列表)，然后

根据选择的椭圆曲线计算密钥生成参数 group，最后根据密钥参数 group 来生公私钥。

http://www.zhougejiao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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