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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RSA 基本原理的文章和书籍非常多， 但没有一篇能满足我但好奇心。我不是特别在意
RSA是如何工作的， 我更关心 RSA 是如何被发现的。当然了， 因为我已经预先知道了 RSA，
无论我如何尝试都不能踏上真正的发现之旅， 不过这一路会有趣味， 不是吗？

现在， 我把这份乐趣带给你们。

1. 前言

1.1. 主要内容

正文内容在逻辑上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1. 明确不可破译的密码的具体目标
2. 为达成目标进行尝试
3. 求证与总结

1.2. 阅读指南

本文对读者能力做了如下假设：
1. 掌握初等数学的基本运算和公式
2. 能使用计算机语言编写基础函数

同时对读者的好奇心做出了如下假设：
1. 有设计一套不可破译密码的野心
2. 好奇自己的好奇心究竟有多强

之所以是 “The Hard Way” 原因如下：
1. 创建一套不可破译的密码是个艰巨的任务
2. 以上过程势必包含灵光乍现的时刻， 这一方面需要不断提出好问题， 一方面也让人费解
3. 提出好问题需要不断的猜测和验证
4. 满足以上三点需要保持好奇心， 而我们通常忘了自己好奇心有多强
5. 满足以上四点需要足够的休息与停顿， 而我们通常被教育 “时间就是金钱” “金钱就是一切”

本文的阅读方法有两种：
1. 按章节顺序阅读， 请准备好纸笔与放松的心情

2. 根据附录 9.1 中的指引阅读， 如果你想要的仅仅是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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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 表示内容超出了预设的读者能力范围， 需要我们进一步学习与探索
2. ** 表示内容没有超出能力预设， 但不得不直接引用的定理。一方面， 这是因为对这些定理进
行证明会干扰整体思路； 另一方面， 在 “一无所知” 的情况下得出惊人的结果是反常识的。

3. *** 表示出现了 “灵光乍现” 或是 “直觉”。我们不得不接受 “任何创造性工作都不可避免的依赖
灵感” 这一事实

2. 当我们说一套密码难以破译时我们在说什么

在我们的想象中， 密码似乎是离我们很遥远。它像从天而降的陨石一般砸进天才的大脑离， 然
后天才奋笔疾书设计/破译一套密码。实际上， 密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常见， 如果来到一个陌生
的国家， 当地人说这我们听不懂的外语， 对于我们， 他们的交流就是加密的。或许有人觉得我不够
严肃， 简直是在玷污密码学高深莫测的形象。

现实中， 我们也的确这么干过。二战时， 美军曾利用纳瓦霍人的语言作为密码， 在中国温州也
有关于温州话作为战争密码的民间传说。

温州话（我今晚吃了一头牛）=吾内窝飞企鹅一兜ng鹅奥
温州话（吾内窝飞企鹅一兜ng鹅奥）=我今晚吃了一头牛

不难发现， 破译温州话也很简单， 抓一个温州人便是了。这听上去很粗暴， 但打战的时候我们
就是这么干的， 天才数学家只是备选方案。

由于开发一套新算法的代价很高， 通常跟不上被窃听的速度， 因此我们选择在原有算法的基础
之上混一点东西进去， 这点东西被称之为密钥。听上去很保密， 实际上却很脆弱——我们如何保证传
递密钥的通信是安全的呢？ 答案是没有办法。

所以设计不可破译密码的关键是： 允许被窃听***。

这听上去匪夷所思。

3. 两把钥匙

加密端到解密端的线路运训被窃听， 意味着必须满足如下方程***：

加密算法（我今晚吃了一头牛，公开钥匙）=x

解密算法（x，私有钥匙）=我今晚吃了一头牛

原本我们只有一把密钥， 如果被截获游戏便结束了。倘若钥匙变成两把， 一把只能加密， 另外
一把则可以解密， 由于解密钥匙无需发送给对端， 它非常安全。与此同时， 上面的式子蕴含了两个
关于密钥对的关键信息：

1. 公开钥匙（公钥）对应唯一一个私有钥匙（私钥）， 反之亦然
2. 从公钥极难推导出来私钥

要满足条件1 是因为如果公钥与私钥是一对多， 或者多对一， 或者多对多的关系， 则意味着我
们无法确认加密/解密者的身份是否合法。条件2 则是我们允许窃听的信心来源。

为了讨论方便， 我们用字母表示上式中的元素：

c=E(m;u)
m=D(c;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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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 为加密算法； m 为明文， 即要加密的内容； u 为公钥； c 为密文， 即加密后的内容；
v 为私钥。

让我们继续对上面提出的两个关键信息进行追问。因为单凭这两条信息太过简略， 缺乏具体的行
动指引， 并且如果仅仅是满足这两个条件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只需要一个 “温州话” 的升级版本：

1. 提前准备好一对随机数 u， v

2. 加密方利用 u 加密， 解密方利用 v 解密

于是：

c=E(m;u)
x=D(c; v)

至于 x 会是什么？ 天知道！ 我们需要追加一条要求：
1. 公钥对应唯一一个私钥， 反之亦然
2. 从公钥极难推导出私钥

3. 通过私钥可以解密公钥加密的数据

这同时意味着， 私钥可以很容易的求出公钥。因为条件1 与条件3 要求公钥与私钥存在唯一的数
学关系， 我们希望这个算式最好是容易求解的：

1. 公钥对应唯一一个私钥， 反之亦然
2. 从公钥极难推导出私钥
3. 通过私钥可以解密公钥加密的数据
4. 通过私钥解出公钥很容易

但是这样就够了吗？ 倘若我们设计出的密码有且只有一对密钥可以工作， 或在一定范围内只有
非常有限的密钥对， 那么它将是非常脆弱的， 只能算是个数学游戏。于是：

1. 公钥对应唯一一个私钥， 反之亦然
2. 从公钥极难推导出私钥

3. 通过私钥可以解密公钥加密的数据
4. 通过私钥解出公钥很容易

5. 在一定范围内， 存在大量密钥对

我们还需要对 “极难” 做出定义。首先， 公钥肯定可以推导出私钥， 如果不满足这一点则意味着
公钥与私钥毫无关联， 也就不可能满足条件3。同时很显然的是， 不能以任何直接的数学公式通过公
钥求得私钥， 因为这样过于简单， 那么从公钥到私钥的求解办法只能是穷举， 即将列出的所有可能
性逐个尝试， 只要我们让可能性足够多， 穷举就真的是无穷无尽了。那么， 进一步的：

1. 公钥对应唯一一个私钥， 反之亦然
2. 从公钥只能通过穷举推导出私钥
3. 通过私钥可以解密公钥加密的数据
4. 通过私钥解出公钥很容易
5. 在一定范围内， 存在大量密钥对

重新整理一下我们目前的收获：
1. 已知私钥， 可以很容易求解唯一公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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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知公钥， 只能通过穷举求解唯一私钥

3. 在一定范围内， 存在大量密钥对

4. m=D(E(m;u); v)

好么， 事情看上去更复杂了。

休息一下。

4. 密钥候选者

先抛开加/解密的要求以及实践要求， 观察密钥的两大基础要求：

1. 已知私钥 v， 可以很容易求解唯一公钥 u

2. 已知公钥 u， 只能通过穷举求得唯一私钥 v

首先， 我们不妨假设 u， v 均为整数， 因为整数可以精确的在计算机中被表达， 那么 u 可以
表示为**：

u= a0+ a1x+� � �+an�1xn�1+ anx
n

对于这个多项式运， 我们暂时能想到的复杂度最高的运算为指数运算， 其逆运算为对数运算，
听上去不错。其中最简单的形式之一是令 ai=0; 06 i6n− 1，an=1， 则：

u=xn

如果已知 u 与 x 求 n， 看上去是个挺难算的问题。但细想一下， u 但因子实际上只有 x 一个，
且函数随 n 递增， 比如我们只需要每次用折半的方法（已知整数解肯定存在， 我们很容易计算 n 的
上限max 与下限min， 每次取 (min+max )/2 ， 若大于目标则继续与 min 折半， 若小于则与 max
折半）很快就能找到 n。这让人很是失望， 对数真的是个不错的想法。

既然对数不满足需求（或是暂时不满足）， 我们看看其他可能性， 然而怎么看单调性都是不可
避免的。但也不能这么快放弃， 我们现在的需求是打破单调性， 准确的说为了满足需求， 最好让 u
的值随着 x 的增加而 “随机漫步”。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让 u 在一个特定的集合内***。

做到这一点最直观， 也是最简单的运算是模运算***。我们可以假设：

u�xn (modm)

这似乎非常令人满意， 然而怎么确定 x， n 与 m 呢？ 它们和私钥 v 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毕竟
u 当中肯定蕴含着得到 v 的潜能。一时实在是很难想到， 暂时保留猜测吧。

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 我们不妨看看为什么直觉告诉我们对数是个好主意， 这或许对我们会有
启发。我们之所以会觉得对数是个好主意， 是因为：

1. 保证了唯一性

2. 正向计算十分容易

3. 逆运算（原以为）需要穷举

对于原因3来说，主要是其中蕴含的大量乘法吸引了我们，而大量乘法之所以沦为简单是由于暴
露了唯一的因子 x。可是， 谁又规定了 x 一定是 “一个数” 而不是一个表达式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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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年级的数学课程里， 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乘法分解了。把一个数分解成若干质数的乘积是我
们从小就开始的训练， 那么， 同样的， 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拘泥于 x 就是 “x”， 而不是若干质数的
乘积呢？ 有意思的是， 若我们假设 v 是一个合数：

1. n=1， 这是因为我们通过乘法已经隐藏了 x， n 看上去无关紧要了（暂时保留意见）

2. 在 1 的基础上， 我们希望 u 是若干不同质数的乘积， 正向计算很容易

3. 质数并不容易找， 尤其是当数字很大时*， 因而反向计算非常难

我们不妨假设 u 是两个不同质数的乘积。这是最简单的设想， 行不行还不知道， 但这是一个不
错的开始。这里对条件3进行一点必要的补充： 判断一个数是不是质数是相对简单的， 最直接的方法
是根据质数的定义判断， 但是在一个很大的数字范围内精确的找到唯一的那一对质数似乎就非常痛苦
了， 我们要验证的数字太多， 比如我们可以让 u 比可观测宇宙的原子数量（不过1082而已）还大个
宇宙原子数量倍或者再大一点。但是这样做固然是安全， 可我们还有没有能力去做加密呢？ 这个问
题我们先放一放， 毕竟我们连具体算法都不知道， 又如何知道怎么优化呢？

另外， 别忘了我们为了打破单调性做出的尝试， 那么模运算是唯一的办法吗？ 或许有其他有意
思的思路*。可能是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还不够多， 先把这个问题留在心里吧。

虽然现在还有很多疑问， 但我们手上的线索并不多， 先试一试能不能以质因数分解为基础构造
加/解密函数吧。

5. 初尝构造

我们的构造必须满足：
m=D(E(m;u); v)

好家伙！ 一看到这个公式， 刚才的喜悦就化作鸟兽散尽了。理性的直觉告诉我， 这太难了。

那干脆勇敢一点？ 要知道 RSA的作者们也是做了一年多的尝试， 最终在一个夜晚蹦出了 RSA。
不过我也不是说放手瞎搞， 先再看一遍目前的假设吧：

1. v= f(p; q)， p q 为两个不同的质数

2. u= p � q

3. E(m;u)= c

4. D(c; p; q; v)=m

E目前有两个参数 m， u， 我们很难仅根据两个参数构造一个复杂的逆运算。另外， 其中 m为
明文与 D 无关， u 尽管由 p， q 得到， 但目前看上去也与 D 的计算过程无关。这里似乎了少了重
要的东西——即 E 与 D 的关联（暂时无法确定是不是真少了）， 若没有这个关联， 解密将是无稽之
谈。或许， 我们需要新加一个参数， 试试看吧：

E(m;u; n)= c

u= f1(p; q)
n= f2(p; q)

由于本文一直以 u 作为公钥， 目前公钥还有一部分未确定， 所以将 p � q 赋值给 n， 暂时保留
u。并且 u 必须与 v 有函数关系***， 所以：

n= p � q
v= f3(p; q;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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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整理假设：

1. 公钥：u= f1(p; q; v); n= p � q

2. 私钥：p; q; v= f2(p; q; u)

3. E(m;u; n)= c

4. D(c; p; q; v)=m

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休息， 明天见。

6. 关于加密的进一步假设

目前， 我们有：

1. 公钥：u= f(p; q; v) n= q � q

2. E(m;u; n)= c

其中对 E 对期望是已知 E， c， u， n 只能通过穷举得到 m。针对已有的有限参数， 我们能构
造出的运算很有限， 但是别忘了类似的问题在 “4. 密钥候选者” 中我们讨论过一次， 我们已经提出了
一种可能性的构造似乎很适合现在的需求， 它有如下形式：

c�mu (modn) (1)

更加友好的是， 通过前面的假设我们只需确认 u 即可完成构造（至少只有一个未知量了， 好消
息， 不是吗？ ）。我们现在看看如何找到正确的 u 来满足：

D(c; p; q; v)=m (2)

我们将（1）展开：
mu−n ��= c (3)

可以肯定是， c 中蕴含向后得到 m 的潜能， 这意味着通过解密运算 E， 与 m 无关的都会被约
去， 对上式来说要约去 n。什么运算可以在约去 n 的情况下， 保持（3）继续成立呢？ ——模 n***。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式子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mu−n�)x� �m(modn) (4)

由于是模 n， 所以包含 n 的项可以约去， 于是由（4）得：

�(mu)x� �m(modn)

以上是关于解密E的一般化构造， 不难发现的是对于 �m 的指数  来说它若不为 1则意味着解
密过程需要开  次方来求得 m， 这显得没有意义， 加密算法的安全性不由这里保证， 我们可以抹去
凭空增加的复杂度， 同理我们可以假设 �，� 也均为 1， 则：

mux�m(modn) （5）

由（5）可知， x 显然为我们苦苦寻觅的私钥（只有这么一个没有名字的可怜虫了）， 于是：

muv�m(mod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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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u � v=1 则上式显然成立， 但也失去了加密的意义。这是个好的开始， 至少我们找到了一种
满足等式的解。

由（6）我们容易想到欧拉定理**：
m'(n)� 1(modn)

当 m 与 n 互质， 我们有 u � v− 1=� � '(n)， 即：

v= �' (n)
u

+ 1
u

当 ' (n) 与 u 互质，�， u， v 有唯一解。否则， 我们有可能找到多组 �， u 满足同一个 v。

我们找到公钥与私钥了！

且慢， 因为欧拉定理要求 m 与 n 互质， 这似乎对明文提出了不合理对要求。但别忘了， 我们
还有其他约束条件：

uv−1=�'(n)

这能帮助我们对任意正整数 m 满足(6) 吗？ 我们必须得试一试， 因为一旦满足， 我们就大功告
成了！

休息时间到了。休息， 休息。

7. 功亏一篑？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已知
uv−1=� � '(n) (1)

求证
muv�m(modn) (2)

m 与 n 互质， 即(n:m)= 1时， （2）为欧拉定理， 得证。

当 (n:m)=n 时， 即 m=�n, 上式显然成立。

由 n= pq 可知， 还需证 (n:m)= p 或 (n:m)= q 的情况， 这两种情况求证一种等价于另一种情
况， 所以我们不妨设 (n;m)= p。此时 (q;m)=1， 由欧拉定理可知：

m'(q)� 1(mod q) (3)

由欧拉引理可知：
'(n)= '(pq)= '(p)'(q) (4)

由 (1) 与 (4) 得：
m uv=m�'(n)+1=m�'(p)'(q)+1

带入（3）得：
m uv=m�'(p)'(q)+1�m(mod q)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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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5）得 q j (muv−m)， 因 p jm， 所以 p j (muv−m)， 又因为 (q; p)=1， 所以 n j (muv−
m)。证毕。

功亏一篑？ 大功告成！

8. 回顾

首先， 我们分析了原有加密方案的最大缺陷——不允许在非加密线路上进行加密通信， 可谁又来
给非加密线路加密呢？ 由于这个问题无解， 我们干脆尝试在非加密线路上安全通信。这又要求我们
将原本的密钥分为公钥和私钥。

为了实现上面的要求， 我们希望私钥可以求出公钥， 但公钥极难得到私钥。通过对公钥的多项
式展开， 我们发现了公钥可能的构造， 并以这个可能性为基础尝试打造难以逆运算的加密算法（在
不知道私钥的情况下）。

在上一步的基础上， 我们选择了模幂运算。但不确定是否能满足我们的性质要求， 通过若干证
明， 终于求得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加密算法。

运气是不是太好了点？

可我们别忘了我们尽管幸运的得到了最终算法， 可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有些有意思的启发没有得到
进一步的探索， 或许 RSA 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另外， 我们对 RSA 安全性的一些直觉判断真如我们所设想的吗？

9. 附录

9.1. Learn RSA the Easy Way

这里介绍一种如何更全面的掌握 RSA 相关知识的路径：

1. 阅读 RSA 作者的论文《 A Method for Obtaining Digital Signatures and Public-Key
Crypotosystems》， 这篇论文结构清晰简单， 从需求开始到 RSA 算法到必要的数学证明
与算法实现， 可以帮助我们较快的掌握 RSA 的核心内容

2. 《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s》的 The RSA public-key cryptosystem， 在这本书中较为完
整的展示了 RSA 算法的运算步骤， 帮助我们获得更具体的关于 RSA 实践的认识

3. 接下来属于进阶知识（具体实现与攻防数学原理）：

i. 根据对 RSA 具体算法步骤的了解， 对参数选择的攻击与防御， 包括但不限于：

a) 共模攻击

b) 循环攻击

ii. 对 RSA 依赖的因式分解的攻击与防御， 包括但不限于：

a) 证明计算解密指数 v 的任何算法都近似等价于分解 n

b) 分析质因数分解的难度

c) 证明高斯素数定理

d) 素数的筛选与选择

iii. 对加速 RSA 运算的分析与实现

8 Learn RSA the Har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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