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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致辞
自1995年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提出以来，历经演变和拓
展，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对行业和领域的格局、秩序和体系具
备重构能力技术的统称。颠覆性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
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竞争前沿。持
续深入开展好战略研究，尽早识别和发展颠覆性技术，在我
国当前由大变强、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世界科技强
国”战略目标的历史阶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颠覆性技术，对颠覆性
技术的战略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为贯彻和落实指
示要求，2016年8月25日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
“创新战略院”），目的是联合国内单位组织开展持续、系
统的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
为及时、准确地报道国外政府、智库、高校及公司等在
颠覆性技术方面的规划及最新进展，展现国内外对颠覆性技
术的相关观察与思考，在工程院和中物院的领导和指导下，
创新战略院和“工程科技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
目项目组决定编辑出版《颠覆性技术快报》，期望能为决策
层提供有益参考，为同行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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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动态

不同寻常的材料能够增强电子器件的可靠性
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发明了一种新型的热绝缘体，该材料的热导率具有极大
的各向异性，能够用于微观尺度热管理。在该方法中，研究者把超薄的层状材料
按层堆垛起来，层之间旋转一定微小的角度。这样材料在面内的方向上保证了
晶体性，在垂直于面的方向上的周期性却被完全的破坏了。利用这种方法，他们
在面内保证了极高的热导率，但是在面外的热导率却极低，在自然材料中并没有
这种特殊的性能。他们的研究发表在新一期的Nature杂志上，全文详情：Shi En
Kim et al, Extremely anisotropic van der Waals thermal conductors, Nature (2021).
DOI: 10.1038/s41586-021-03867-8.（Phys.org 网站 2021年9月30日）

美国白宫举办量子计算峰会
拜登政府在10月5号邀请美国量子产业代表召开了一次关于量子计算的峰会。
此次会议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办。会上邀请了包括谷歌，微软，亚马
逊，IBM，D-Wave，IonQ，Rigetti Computing，波音，霍尼韦尔，英特尔在内的
美国量子计算的龙头企业。OSTP 希望听取业界的意见，了解量子计算会有哪些
真正有益的应用，以及量子应该在美国联邦投资中处于什么位置。会上，联邦官
员强调希望在量子领域与中国等外国竞争对手保持同步，但美国公司正在感受到
由于缺乏国内半导体代工厂而导致的全球芯片短缺的影响。美国国防部将优先考
虑半导体方面的支出，总统拜登将成立一个NIST美国太空领导力小组委员会，负
责制定国家半导体研究战略。硬件并不是美国面临的唯一问题，量子应用必须与
技术并行发展，并且需要培养一批专业人员来编程计算机。谷歌的研究科学家和
量子电子学工程师Marissa Guistina表示这将是一项持续不断的考验：在构建硬件
所需的时间内，如何为其提供好的应用并且培养出一代有能力找到这些算法的科
学家。（光子盒研究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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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辩论
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曾经评估是否将“不首先使用”作为美国核武器政策的五年
后，反对者称拜登政府也在考虑这一点，并警告说这有疏远盟友的风险。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成员、爱达荷州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施 (Jim Risch)
表示，他认为美国的盟友对乔·拜登总统可能会扭转美国数十年的核政策作为其政府全
面核政策的一部分的想法“非常非常不安”。 拜登政府的核态势评估预计将在2022年
完成。美国历来对是否会以核武器进行首次打击保持含糊不清，但“不首先使用”政
策明确将其排除在外。
国会中的一些共和党人，如里施和克鲁兹，反对这一核武器政策的想法，但左翼
议员们存在分歧。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史密斯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重新提出
了一项措施，将“不首先使用”政策编入法律，但参议员安格斯·金——缅因州无党派
议员，但与民主党人共同行动——公开反对对核政策的任何改变。（Defense News 网
站 2021年10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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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开发用于节能应用的新型合成材料
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的化学和生物化学副教授罗宾.马卡索（Robin Macaluso）
正在开发一种可以增强无机金属氧化物性能的新型合成材料，以用于一系列节能应
用。该研究项目的名称是“用于光催化和光伏应用的新型硫氧化物钙钛矿”。马卡索
作为该项目的首席研究员，最近获得了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材料研究部为
期两年、价值 250,000 美元的资金用以开展这项研究。 该研究的目标是创造能够对太
阳能技术产生积极影响的新型材料，以用于满足对可靠的绿色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研究将围绕建立一种新技术来开发硫化物和硫氧化物钙钛矿的合成材料。（钙钛矿
是一组具有不同寻常的晶体结构和化学式的材料。）这种材料将充当半导体，在光线
照射时转移其产生的电荷。马卡索表示，这是一个相当新且不断发展的研究领域。
（Innovation News Network 2021年10月13日）

使用13436个量子比特和多模存储器在177天内分解2048位RSA整数
该文章分析了结合小型处理器和存储单元的量子计算机架构的性能。通过专注于
整数分解，展示了与使用具有最近邻连接的平面量子比特网格的标准架构相比，量子
位的数量减少了几个数量级。这是通过利用时间和空间多路复用存储器存储在处理步
骤之间量子位状态来实现的。具体而言，在如下假设下有可能在177天内分解2048位
RSA整数，假设包括：10-3的特征物理门错误率，1微秒的处理器周期时间，使用阈值
为0.75%的三维规范色码，一个由13436个物理量子位组成的处理器和一个可以存储2800
万个空间模式和45个时间模式的内存，存储时间为2小时。通过插入额外的纠错步骤，
结果显示1秒的存储时间就足够了，但代价是将运行时间增加了大约23%。通过增加处
理单元中的量子比特数，可以实现更短的运行时间（和存储时间）。该文章建议在由
超导量子位制成的处理器和利用掺杂稀土离子的固体中的光子回波原理的存储器之间
的微波接口来实现这种架构。（Phys. Rev. Lett. 127, 14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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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利用超声波实现绿色电池回收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使用超声波从电动汽车电池中提取有价值的金属，
这是电池回收的关键一步。这项新技术在从废弃和损坏的电池中获取金属离子的过程
中增加了低频超声波，从而成为了一种新的电池回收方法。最重要的是，超声波技术
为目前有害浸出剂（如硫酸）的使用提供了一种更可持续的替代方案。瑞典皇家理工
学院聚合物材料研究员熊肖（Xiong Xiao）表示，该项技术将使提取时间缩短 50%，
并提高包括锂、钴、锰和镍在内的金属离子的回收率。“未来可持续电池市场的基
石将是资源高效的金属回收，使得原材料可以得到持续供应，”肖说。 “该项技术
带来的益处将从电动车扩展到无数依赖可持续能源存储的系统——从手机到电网。”
（Innovation News Network 202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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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开发新AI工具，加速新3D打印材料的发现
用于制造各种物品（从定制的医疗设备到经济适用房）的 3D 打印技术日益普及，
也催生了对新 3D 打印材料的更多需求。为了减少发现这些新材料所需的时间，麻省理
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数据驱动的程序，使用机器学习来优化具有多种特性的
新 3D 打印材料，如韧性和压缩强度。通过简化材料开发，该系统降低了成本，并通过
减少化学废物的数量来减轻对环境的影响。机器学习算法还可以通过提出人类直觉可
能错过的独特化学配方来刺激创新。
该论文的共同主要作者，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计算设计和制
造组（CDFG）的机械工程师和项目经理 Mike Foshey 说：“材料开发在很大程度上
仍然是一个手工过程。一个化学家进入实验室，用手混合成分，制作样品，测试它
们，并得出最终的配方。但是，与其让化学家在几天内只能做几次迭代，我们的系统
可以在相同的时间跨度内做数百次迭代”。（颠覆性技术情报与决策支持平台 2021
年10月19日）

新型清洁生产氢气的方法
近日，研究者们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更廉价且更高效的电催化剂。这种催化
剂可以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
现有的标准催化剂是氧化钌。此次研究人员发现当把镍和钴参杂到铁硫化物
纳米颗粒中后，原本不能催化该反应的铁硫化物获得了较高的催化能力。相较于
标准催化剂，它们更为廉价，且能够降低化学反应所需要的能量。该工作发表在
Nano Energy上（DOI: 10.1016/j.nanoen.2021.106463）。（phys.org 2021年9月17日）

5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ISSUE 9 (TOTAL 50) in 2021

前沿动态

IBM利用AI 驱动帮助气候和数据科学家分析海量环境数据集
IBM发布了一套环境智能应用软件，利用 AI 帮助企业做好准备并应对可能造成业务中
断的天气和气候风险，同时帮助他们更轻松地评估自身对地球造成的影响，降低其合规遵
从与报告的复杂性。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极端天气、
气候应对
失败，和人为导致的环境破坏，是未来十年企业最可能面临的三大风险。企业需要可以付诸
行动的环境洞察来应对这些挑战，但目前的方法往往既繁琐又复杂，不仅需要密集的人力劳
动，还需要气候和数据科学技能，以及计算能力。
此次宣布的 IBM 环境智能应用套件（IBM Environmental Intelligence Suite）旨在
帮助企业简化和自动管理环境风险，并将其应用于包括碳核算和减排在内的基本流程之
上，以实现企业的环境目标。IBM 是全球天气预测最精准的供应商，该应用套件综合利用
了 IBM 现有的天气数据及其早已被全球各地公司广为采用的先进的地理空间分析，以及
IBM 研究院的最新创新成果。该产品是第一个将人工智能、天气数据、
气候风险分析和碳
核算能力结合在一起的产品，使企业可以花费更少的资源来梳理这些复杂数据，并对其进
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以获取洞察并采取行动来改善企业运营。
（颠覆性技术情报与决策支
持平台 202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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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部支持利用固有物理随机性协同设计改进的神经基础项目
美国能源部科学办公室最近批准了一项6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支持名为
COINFLIPS（全称为“利用固有物理随机性协同设计改进的神经基础”）的项目。
在这个项目支持下，美国能源部圣地亚国家实验室将与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纽约大
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以及费城的坦普尔大学合作设计基于概率运行的类脑/
脑启发计算机。这是一个协同设计的微电子项目，涉及到材料、物理、架构和软件
之间相互依赖的多学科合作。
现实中很多事情的发生是随机的，例如元件失效或内置电池耗尽。对于这类事
情，即使使用超级计算机也很难预测。这个项目就是想创造一种新型计算机的概
念，用于解决像这样复杂的概率问题。这种概率计算机不仅可以创建更智能的维护
计划，还可以帮助科学家分析粒子对撞机内的亚原子碎片，模拟核物理实验，比传
统计算机更快更准确地处理图像。
这种概率计算机的概念与计算机通常的构建和编程方式是相反的。这个项目想
要制造的不是完全可预测的机器，而是具有内置随机性、每次计算信息的方式都不
同的产品。对于传统的计算机，研究人员设法消除随机性，而这个项目想要做的是
利用随机性。
COINFLIPS是全美范围内仅有的10项获得资助以设计新型节能微电子设备的提
案之一。（圣地亚国家实验室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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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媒称人工智能可发现阿尔茨海默病前兆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医学快讯》援引考纳斯一所大学的研究称，轻
度认知障碍可能表明病人正在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方
法，能够借助人工智能检测阿尔茨海默病的迹象。他们基于对138名受试者大脑磁
共振（MRI）图像的分析成功地创建了一种算法。据研究人员称，他们的方法显
示出极好的结果：可以超过99%的准确度预测该疾病。材料中阐明了MRI图像的
手动分析非常耗时，而人工智能的使用显著加快了这一过程。
瑞迪斯·马斯科柳纳斯博士评述了获得的研究结果：“请把机器想象成一个
机器人，能够执行最繁琐的数据排序和寻找症状的任务。在计算机利用算法挑选
出潜在的危险病例后，技术人员可以更加仔细地研究他们，最终大家都会得到好
处，因为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都要较之前快得多。”研究材料同时指出，在患者
中检测到的轻度认知障碍可能显示的是与大脑相关的其他疾病的症状。 （颠覆性技
术情报与决策支持平台 2021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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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与后量子密码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 李颖、徐晓思翻译

编者按：美国国家安全局（NSA）
今年（2021年）发布关于量子计算与后
量子密码学的常见问题解答，其中介绍
了量子计算机以及量子计算技术对现有
密码系统的潜在威胁，给出了如何由现
有密码系统逐步升级过渡到后量子密
码系统的建议，并阐述了这一进程的
必要性。此外，该文件还介绍了量子
密码学以及量子密码学在对抗量子计
算攻击方面可能起到的作用。我们认
为该文件具有借鉴意义，因此翻译了
全文，供相关人员参考。(来源: 美国国
防部网址https://media.defense.gov/2021/
Aug/04/2002821837/-1/-1/1/Quantum_
FAQs_20210804.PDF)

一般信息
问：什么是量子计算机？它与我们
今天使用的计算机有何不同？
答：量子计算机原则上能够以比经
典计算机指数快的速度运行特定的数学
算法。与当前计算机使用的普通比特不
同，量子计算机使用的是量子比特，其
行为和相互作用遵循量子力学定律。这
种基于量子物理的行为使得一台规模足
够大的量子计算机能够执行某些对传统
计算机来说不可行的数学计算。

9

问：什么是“密码相关量子计算
机”（Cryptographically Relevant
Quantum Computer，缩写为
CRQC）？
答：小型实验室规模的量子计算机
已经建成。一些更大规模的、能够处理
特定计算问题的量子系统也已被提出，
但可能不适用于解析加密算法。CRQC
特指能够实际攻击现实世界密码系统的
量子计算机，而使用普通计算机无法攻
击这些系统。
问：CRQC有何威胁？
答：一旦建成，CRQC将破坏目前广
泛部署的公钥算法，这些算法被用于非对
称密钥交换和数字签名。国家安全系统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s，缩写为NSS，
意指传递机密或其他敏感军事或情报信息
的系统）使用公钥密码作为保护国家安全
信息机密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关键组成
部分。如果没有有效缓解措施，对抗性的
使用量子计算机可能对NSS和我们的国家
造成毁灭性影响，特别是在这些信息需要
被保护数十年的情况下。
问：我可以通过预先共享密钥来缓
解量子威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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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许多商业协议提供预共享密钥
选项，这或许可以减轻量子威胁；并
且有些协议允许预共享密钥和非对称
密钥的组合使用。然而，这是个复杂
的问题。考虑使用这一选项的客户应
联系NSA或遵照保密项目商用解决方
案（Commercial Solutions for Classified
program，缩写为CSfC）的指导。
问：什么是“抗量子”密码学或
“后量子”密码学？
答：抗量子、量子安全以及后量子
密码学均用来描述运行在标准加密/解密
设备上的加密算法，而专家普遍认为这些
算法能够抵抗来自经典计算机和量子计算
机的密码分析攻击。虽然几十年来使用经
典计算的密码分析一直是热门话题，但涉
及（潜在的）量子计算机的密码分析仍然
相对较新。一些人使用术语“抗量子”
或“量子安全”来指代在CRQC的攻击下
仍然安全的算法。普遍认为，达到“抗量
子”或“量子安全”的标准是在所有预想
的和已经理解的量子计算攻击下的安全。
“后量子”是一个中性术语，一般指这些
算法是在考虑量子威胁的情况下设计的。
后量子并不意味着这些算法仅在CRQC建
成之后使用。

公钥算法有效。虽然公钥密码需要改
变基本设计，但只要使用足够长度的
密钥，对称算法被认为是安全的。商
用国家安全算法（Commercial National
Security Algorithm ，缩写为CNSA）套件
选取了在CRQC开发成功情况下仍然能
够在NSS使用中安全的对称密钥算法。
问：NSA是否担心因CRQC存在
而产生的潜在量子计算机威胁？
答：NSA不知道何时会出现具有足够
规模和能力的量子计算机（即CRQC）可
用来攻破公钥密码，NSA甚至不知道这样
的量子计算机是否会存在。
问：为什么现在NSA关心量子计
算？量子计算不是很遥远吗？
答：NSA制定、认证和支持的密码
系统通常具有很长的生命周期。NSA需
要在今天为那些将在未来数十年中被使
用的系统提出要求，并且被这些系统所
保护的数据将在解决方案被替换后的几
十年内仍然需要被保护。量子计算领域
的研究持续增长，在全球范围对该领域
投入的促使下，NSA为了确保NSS的长
远保护鼓励发展后量子密码标准并规划
最终过渡方案。

问：量子计算机会影响非公钥算法
（即，对称算法）吗？

的使用和国家安全信息情报价值的大体

答：该领域专家普遍认为，量子计
算技术在攻击对称算法方面远不如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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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NSS中需要20年或更长的时间。NSS
设备在部署后通常会使用几十年。国家
安全信息情报价值因分类、敏感度和主
题而异，但可能需要被保护几十年。
问：我如何过渡到抗量子系统？

问：我应该使用QKD系统来保护我

答：CNSA套件代表了商业领域向抗
量子公钥系统过渡的临时性策略。遵循
CNSA指导和未来NSA加密套件的发布
是缓解针对NSS量子威胁的最快途径。
计划和准备这一过渡的前期工作正在进
行中，获取需要等待NSA授权。
问 ： 什 么 是 量 子 密 钥 分 发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缩写
为QKD）和量子密码学？
答：量子密码学使用遵循量子力学
原理的专用硬件（不同于算法密码学中
使用的数学）来保护秘密。当前最常见
的例子是使用量子物理来分配密钥，以
便在传统的对称算法中使用，因此被称
为量子密钥分发。今天这项技术已经存
在，而与量子计算技术不同，后者将来
可能被用来攻击基于数学的加密算法。
QKD的唯一功能是在用户之间分发密
钥，因而仅是加密系统诸多组成部分当
中的一个。
问：QKD系统是否无条件安全？
答：不是。虽然理论上QKD协议存
在安全性证明，但对实际QKD硬件/软件
设备的具体实现没有安全性证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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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方法来测试QKD硬件，也没有已
知的互通、实施或认证标准来制造这些
设备。这导致特定系统的实际安全性难
以量化，在某些情况下是易受攻击的。

的NSS免受量子计算机攻击吗？
答：不应该。QKD技术具有重大科
学意义，但只解决了一部分安全威胁，
且需要对NSS通信系统进行重大工程改
造。NSA不认为QKD是一种保护国家安
全信息的实际解决方案。在没有直接咨
询NSA之前，NSS所有者目前不应使用
或研究QKD。更多具体问题，NSS所有
者可联系NSA。
问：什么是量子随机数生成器（量
子RNG）？
答：量子RNG是使用特定的量子效
应产生非决定性随机数的硬件。它是一
种当前可用的商业技术，与使用量子计
算攻击加密算法有所不同。目前已有多
种非量子RNG可供使用，它们已经通
过验证，可在NSS或其他政府应用中使
用。即使CRQC已经建成，它们仍然是
安全的。在特定场景中使用何种RNG与
许多因素有关，在相应批准的约束范围
内使用任何RNG都是可接受的。

商用国家安全算法套件
问：什么是CNSA套件？
答：CNSA套件是国家安全系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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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政策15（CNSSP-15）通过的用于保
护NSS（包括机密信息）的算法套件。
CNSA套件包括：
算法

用法

RSA 3072位或更大

密钥建立、数字签名

Diﬃe Hellman（DH）
3072位或更大

密钥建立

带NIST P-384的ECDH

密钥建立

带NIST P-384的ECDSA

数字签名

SHA-384

完整性保护

AES-256

保密性

问：什么是CNSSP-15？
答：结合其他CNSS和NSA记载的流
程，CNSSP-15明确规定了用来保护NSS
的商用加密算法。它最初是指定“NSA
套件B”的政策文件，现在它表述了
CNSA套件。更多CNSS的信息，请访问
CNSS.gov。
问：目前的CNSSP-15与先前版
本有何不同？
答：CNSSP-15在2016年10月更新做
出三项重大变化：
取代了先前版本将系统转换为套件B
标准的要求，指定了更大的算法选择范
围（CNSA套件），以便在开发后量子
标准期间延续现有解决方案的使用。
将套件B的两种安全等级合并为一组
要求，供所有安全等级使用。
先前的CNSS政策仅针对机密信息，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更新的政策适用于所有NSS—机密信息
和非机密信息。确定是否为NSS系统的
指南，请参见NIST SP 800-59。
问：NSA如何确定使用RSA和
Diffie Hellman算法的密钥长度？
答：在CNSS咨询备忘录02-15中，
NSA曾将这些算法状态从“遗留”改
为“支持”，以允许其继续使用，直
到抗量子加密技术可用；这一更改在
CNSSP-15中得到延续。考虑到NSS使
用这些算法的预期时长以及其中一些系
统的实际技术限制，CNSSP-15做出使
用3072位密钥长度的决定。按照指南，
RSA和Diffie Hellman算法可以使用更长
的密钥。如有需要，NSA可为供应商和
NSS开发人员、运营商和用户提供有关
密钥长度选择的额外指导。
问：CNSSP-15与CNSSI-1253、
NIST SP 800-53和RMF流程的关系？
答：CNSS指令1253（CNSSI-1253）
要求在国家安全信息系统管理中强制使
用符合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
特别出版物（SP）800-39和800-53中记
录的风险管理框架（RMF）。SP 80053包含与加密相关的安全控制。对于
NSS，必须遵照“NSA批准”的选择。
除非NSA另有规定，“NSA批准”的加
密选择应理解为符合CNSA算法要求以
及NSA关于产品验证和操作的所有其他
相关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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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CNSA套件中所有公钥算法不
是都容易受到量子攻击吗？
答：公钥算法（RSA、DiffieHellman、ECDH和ECDSA）都可能容易
受到CRQC攻击。该临时性策略旨在密
码学界开发与全面评估稳健的抗量子标
准期间，在近期为客户和供应商提供更
大的灵活性，以节约成本。
问：如何看待CNSA套件中的对称
算法？
答：CNSA套件要求对称算法具有
足够的强度，以抵挡预期的量子计算威
胁。其目的仅是将公钥组件更新为抗量
子组件。
问：如何看待套件B？
答：“套件B”一词与一组具体的、
固定的算法相关，而不是利用挑选过的
公开算法来保护机密信息。为避免混
淆，“套件B”一词将不再使用。
问：如何看待互联网工程特别工作
组（IETF）发布的套件B征求意见书
（RFC）？
答：套件B RFC不再适用，在RFC
8423中已归类为历史。将在新的指南中
描述如何在通用IETF协议中实现CNSA
套件的算法；作为资讯性RFC的指南
由NSA发布。此说明适用于整个NSS体
系。请注意，指南与特定协议有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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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仅包含某一些CNSA套件算法，可能
强制要求特定模式和选项，和/或可能允
许包含非CNSA套件算法。这些例外情
况基于具体的技术细节和/或所涉技术的
市场供应，CNSSP-15允许这些例外情
况；但随着CNSA支持变得可用，这些
例外情况可能发生变化。
问：更广泛的政府团体应该如何理
解CNSSP-15的要求？
答：NSS的要求由NSA制定。这类
系统通常存储和/或传输需要长期保护的
信息，以防止有能力且资源充足的对手
在潜在的战时背景下进行针对性攻击。
一般政府用户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如此
严格的要求。NIST负责为其他政府系统
建立密码标准。NSA希望继续为应用中
使用的商业产品保持高安全标准，这些
产品将从通用NIST加密标准中选出。如
果对某个系统是否符合NSS要求存在疑
问，NIST和NSA将协助解决该问题。另
见NIST SP 800-59。
问：在可供选择的算法选项和大小
范围内，哪种算法最好？
答：2016年10月版的CNSSP-15提
醒了NSS开发者和运营商未来算法需要
转化成不受量子算法破坏，并允许在算
法选择上采取比之前更大的灵活性。这
种灵活性旨在最大限度地降低现有系统
做设备升级时的风险，当其达到一个临
时标准之后，再要求它们升级至后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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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此框架内，开发人员、运营
商和用户也许可以选择最具成本效益的
路径，在遵守政策的同时，规划未来
向后量子非对称加密的迁移。NSS开发
者、运营商或用户如需额外指导应联系
NSA。

了RSA 3072的最小模数，因此前者的使
用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其本身的性质，
与椭圆曲线系统不同，RSA的互通性问
题没有明确答案。NSS客户如有疑问应
联系NSA。

问：NSS应使用哪些具体的算法参

Hellman的解决方案，CNSA套件只包

数？

含最小长度。我可以对NSS上的ECDH

答：NSS用户应选择NIST认可标准
规定的、符合最低要求尺度的、成熟有
效的参数集。对于常见协议，NSA正在
就可接受的参数选择制定具体的指南。
针对IETF协议的RFC已经或将要发布。
对于其他应用，一些可接受的示例包括
如下：
椭圆曲线Diffie-Hellman（ECDH）
和椭圆曲线DSA（ECDSA）必须使用
NIST P-384参数。
RSA应使用最小长度为3072位的模
数（除非遇到PKI例外情况），并且密钥
生成应符合NIST所有相关标准和指南。
Diffie-Hellman应使用既定标准中规
定的最小长度为3072位的质数模数。典
型示例包括IETF RFC 3526（15-18组）
或RFC 7919（ﬀdhe3072组及以上）。
问：我已在一些NSS设备上使用
了RSA 4096证书。我应该换成RSA
3072证书吗？
答：不必要。RSA 4096的模数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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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针对基于RSA和Diffie

或ECDSA使用NIST P-521曲线吗？
答：使用RSA和DH的加密库很早
便支持多种密钥长度，且有不同长度范
围的密钥在被使用。为节省成本，在
CNSA中继续使用较长的密钥是被允许
的。对于椭圆曲线密码，必须对特定参
数进行编程，且P-384 是首次部署该技术
时在 Suite B 中建立的通用参数集。为增
强系统互通性，NSA保留了在CNSA定
义中只使用NIST P-384的要求。NSS运营
商如需使用官方指定CNSA套件之外的
算法应咨询NSA。如果不考虑互通性问
题的话，P-521 大概率会被认为是可以接
受的。
问：如何看待新的椭圆曲线及相关
算法？
答：鉴于大多数政府计划集成新密
码学所需的过渡时间；现有解决方案的
庞大基础；希望保持与现有系统的互通
性；以及后量子算法的预期标准化，
NSA 预计不会在 CNSA 套件中包含其他
算法或参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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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CNSSP-15上写SHA-256
和 2048位RSA被允许用于基于利益共
同体分离的PKI系统，应如何理解？
答：政府内部存在基于2048位RSA
的大规模PKI部署（例如国防部PKI）。
这些系统通常为已经安全的系统提供额
外访问控制功能，或者用于非保密网络
的官方通信。考虑到更改这些系统及其
运行环境所需的时间和费用，CNSS 15
政策允许对这些现有系统实施全面例
外，直至后量子加密的迁移能够实施。
问：是否还有其他情况允许使用
SHA-256、2048位RSA或其他
NIST算法？
答：作为套件B的一部分，相关设
备通常需要支持P-384和SHA-384作为选
项。一些系统，特别是基于专用硬件的
系统，可能不容易改造以符合CNSA标
准。可接受的替代方案的指南可能会作
为 CSfC 项目发布的功能包的一部分提
供或通过其他 NSA 出版物提供。如果
某个算法在CSfC功能包中被记录为可接
受，通常应理解为它得到了NSA批准可
以以同样的角色在更广泛的NSS中以非
涉密等级使用，直至该功能包到期。例
外情况的处理也可能包含在其他特定用
例之中。如出现问题且没有其他已发布
指南可供查询，应咨询NSA。
问：我们可以使用其他满足NIST标
准的哈希函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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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先前版本的CNSSP-15中包含
了对SHA-384的支持，并被认为能够为
NSS提供足够的安全性。出于互通性目
的，单个哈希函数的选择在CNSA套件
中得到保留。NSA预计在实施后量子算
法过渡之前不会重新考虑此决定。有些
应用程序适当地使用了截断的哈希值，
或者选择其他哈希函数。在一些需要不
同长度散列输出和/或不支持SHA-384的
场景中，客户可查阅相关协议对应指南
或咨询NSA以获取解释。
问：什么是 “有状态” 基于哈希的
签名？
答：现在有针对“有状态”基于哈
希的签名公共标准，它需要在每次使用
时更新内部“状态”以维护安全性。此
类签名的数学安全性已被广泛接受。但
是，一些特性使得这类签名不适合一般
用途。这些算法可能适合在固件签名等
特定场景中使用。NIST SP 800-208对
这类签名的使用进行了标准化并提供指
导。
问：我可以使用有状态哈希的签名
吗？
答：为了在标准概述的特定场景
（比如，用于固件签名）中保护NSS，
NSA建议在有效验证的加密模块上使
用SP 800-208哈希签名。我们的首选参
数集是第4.2节中的带有SHA-256/192的
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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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担心数据的长时寿命问题，
并希望采用CSfC解决方案。如何确保
我的通信和数据在量子计算机的攻击下
是安全的？
答：一些CSfC解决方案可能使用对
称预共享密钥来防止量子计算的长期威
胁。NSA认为，以符合标准的方式使用
预共享对称密钥比实施实验性的后量子
非对称算法更好，后者可能是安全的，
也可能是不安全的，且与NIST标准不兼
容。更多信息请联系CSfC项目办公室。
问：我在特定NSS上的数据只
需要短时间保护。我真的需要遵守

支持CNSA的产品，而不必通过NIAP/
CSfC吗？
答：不能。CNSSP-11声明:“所有
商用现货（COTS）信息保障（IA）和
支持IA的信息技术（IT）的产品为保护
NSS信息应符合NIAP计划要求，符合
NSA批准流程，并在适用情况下符合联
邦信息处理标准（FIPS）加密验证计划
的要求。” 此外，CNSSP-7 指出，已获
得适当授权官员批准并在 NSA 的 CSfC
项目管理办公室注册为符合 NSA 提供的
功能包的 CSfC 解决方案可能用于保护
NSS。
问：我拥有一个为NSS构建的产品

CNSSP-15中提高的算法强度吗？
答：NSA要求NSS施行算法过渡，
以符合通用标准并确保协调。NSS开发
人员和运营商应执行过渡或就具体问题
咨询NSA。
问：CNSA何时更新为抗量子算
法？
答：更新的目标是废除脆弱的算
法，并用由NIST在第三轮后量子工作结
束时选出的抗量子算法子集替换它们。
具体算法——NIST确定每轮的时间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常见问题解答
的“未来加密”部分。
保密商业解决方案（CSfC）和国家
信息保障合作伙伴关系（NIAP）
问：我可以在我的NSS中使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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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满足NIAP保护配置文件和/或
CSfC功能包。这对我有何影响？
答：NIAP保护配置文件和CSfC功能
包会定期更新以与CNSSP-15保持一致。
请注意，保护配置文件过程由商业市场
技术供应驱动，旨在提供CSfC之外的广
泛应用案例。因此，NIAP保护配置文件
可能包含一系列广泛的在CNSA或CSfC
中找不到的算法集。CSfC功能包已经更
新以与CNSA套件要求保持一致，其描
述了如何在特定配置中使用商业加密分
层来保护机密信息。
NSA 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批准替代
算法选择作为 CSfC 流程的一部分，这
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市场尚未提供足够的
CNSA 兼容产品时。此批准意味着N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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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批准NSS中的加密技术在非保密等
级使用。独立于CSfC流程，NSA发布了
其他针对NSS产品或技术的指南。指南
可能包含非CNSA的算法选择。但是，
应当理解，如果CNSA套件获得市场支
持，则功能包或其他NSA指南中对非
CNSA算法选择的批准可能发生变化。

未来的算法和加密
问：如何制定CNSA中的抗量子公
钥算法？

问：开发人员及程序可为将来的抗
量子算法套件做哪些准备？

答：在2016年开始的后量子标准化
工作中，NIST正在对抗量子公钥进行
标准化。这项工作将持续多年，分析各
类保密和身份验证算法，以便纳入未来
的标准中。NSA希望在第三轮工作结
束时将NIST格点加密算法纳入到CNSA
中——此时间表由NIST确定。
问：有没有一种抗量子公钥算法是
商业供应商今天应该采用的？
答：除了基于有状态哈希的固件签
名外，没有抗量子公钥算法可供商业供
应商采用。NIST正在考虑一些有趣的
抗量子公钥算法，但目前没有已经批准
的、普遍可用的标准。NSA正在等待
NIST流程的完成和相关标准的发布。当
NIST流程选择适用NSS使用的标准化算
法时，NSA将为NSS的过渡制定路线图
和时间表。供应商和购买者对NIST后量
子密码标准的最终迁移应有所预期，并
开发/购买能够安全、简单地升级到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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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产品。一旦NIST后量子密码标准发
布并制定出算法认证程序，CNSSP-15将
更新后量子算法使用时间表，并废除当
前CNSA算法套件中的脆弱算法。时间
表将取决于所选标准和市场提供支持产
品的能力。提醒NSS客户，NSA不建议
且政策上也不允许实施或使用任何未经
批准、非标准或实验性的加密算法。抗
量子密码领域也不例外。

答：一般认为，CNSA中AES-256和
SHA-384算法在大型量子计算机的攻击下
是安全的。开发人员可以部署这些算法。
NSA不建议将非标准化算法添加到已部署
的、已通过认证的系统和产品中。NSA已
经声明，希望从NIST最终入围名单中选
择一种格点加密算法。开发人员应开始
试验这些选择，并就发现的任何问题向
NIST流程提供反馈。在NIST提供所需标
准后，程序设计上将迅速转向抗量子标准
的支持。此外，作为正常更新过程的一部
分，运行可升级软件的设备也将及时添加
抗量子标准的支持。虽然准确的过渡时间
表目前还不能确定，但程序设计应谨慎结
合候选算法的试验需求，并确保在时机成
熟时能够及时升级。
问：何时颁布抗量子密码标准？
答：这个问题最好由NIST解答。了
解更多关于NIST标准化工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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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NSA将何时选择NIST批准的
算法？
答：NIST已经表示，将大概率标
准化第三轮最终名单内属于多个安全等
级的多个后量子算法，包括基于格点的
加密算法和签名。为实现NSS内部互通
性，NSA预计这类基于格点的标准大概
率会在更高的安全等级之一上使用。具
体选择将在NIST做出选择后公布。NIST
的公告和最终标准发布之间通常有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NSA可能在NIST最终
标准发布前宣布其选择以帮助NSS计划
的实施。正式部署将在最终标准发布之
后，认证和确认流程已到位，针对后量
子密码的获取、过渡和协调的稳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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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制定之后开始。商业供应商大概会
在流程完成之前提供一些支持。NSA对
NIST后量子密码标准化过程充满信心。
问：我在哪里可以获取更多信息？
答：对于CSfC项目的相关问题，客
户应通过以下地址联系CSfC管理办公
室：CSfC@nsa.gov。
NSS用户若有其他问题可发送电子
邮件至 NSACryptoToday@nsa.gov 或通
过常规商业渠道联系。
注意：有关此事的任何参与请通
过cybersecurity@nsa.gov 与网络安全局
负责人协调。任何媒体查询，请联系
MediaRelations@ns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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