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Chapter 3

Hyperledger 简介

本章主要介绍 Hyperledger 项目的背景、初衷、应用范围、项目结构等基本信息。通过阅
读本章内容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 Hyperledger 项目的来龙去脉和 Hyperledger 项目的结构体系。

3.1

Hyperledger 综述
Hyperledger（中文名为超级账本，在本书后续章节中统称为 Hyperledger）是 Linux 基

金会于 2015 年发起的推进区块链数字技术和交易验证的开源项目。Hyperledger 的目标是让
成员共同合作、共建开放平台以满足来自多个不同行业各种用户的需求，同时能大大简化业
务流程。Hyperledger 的创始成员有 IBM、Intel、思科等大公司。截至本书完稿时已经加入
Hyperledger 的机构和公司已经超过 183 个，并且还在高速增长中。
Hyperledger 项目成立之初 Linux 基金会已经收到了多个不同的代码库，包括 IBM 代码库
（一定程度上受以太坊启发）
，还有 DAH（Bits of Proof 比特币代码库）和 Blockstream 代码库（是
比特币代码库的扩展）。除此之外还有 Digital Asset 和 Ripple 等贡献的代码。随着行业的发展，
单一的项目已经无法满足业务的需求，因此 Hyperledger 逐步由一个单一的项目发展成了一个
项目组。目前 Hyperledger 已经不是某个具体的技术，而是代表一组区块链技术框架的集合。
截至目前，Hyperledger 项目组中一共包含 9 个正式项目和 50 多个这些正式项目的相关模块。

3.1.1

Hyperledger 的项目背景

自从 2009 年比特币诞生以来，许多企业和技术社区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研究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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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技术。随着对比特币技术及其相关技术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不管是比特币还是后来的
以太坊及其他数字货币，它们的设计是完全开放、去中心化和非授权的。任何人在没有确
定身份的情况下都能参与，而且参与的代价只需要贡献一点时间完成计算周期就行。在区
块链的比特币模型中没有中心机构来发放许可，因为网络是非授权的。在像比特币和以太
坊这样的区块链框架中，由于需要无数的算力来完成 POW 算法，以达到整个网络的完全
和稳定，因此基于这些技术架构的系统的运行是昂贵的。这些特性和现有的绝大多数体系
都是冲突的，如果直接将这些特性移植到现有系统中会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区块链具备
的数据不可逆、不可篡改以及分布式对等网络、数据集体维护等特性在非数字货币领域存
在大量的应用场景。这些矛盾的存在是对新技术出现的呼唤，在这种情况下 Hyperledger
应运而生。
Hyperledger 是对传统区块链模型的革新。Hyperledger 通过提供一个模型，这种模型在
某种程度上允许创建授权的和非授权的区块链。除此之外，Hyperledger 通过一个提供针对
身份识别、可审计及隐私的安全和健壮模型，使得缩短计算周期、提高规模效率和响应各个
行业的应用需求成为可能。
Hyperledger 的愿景是借助项目成员和开源社区的通力协作，共同制定并建立一个开放、
跨产业、跨国界的区块链技术开源标准。它通过创建通用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协助组织扩
展，建立行业专属应用程序、平台和硬件系统来支持成员各自的交易业务。
Hyperledger 由于点对点网络的特性，分布式账本技术是完全共享、透明和去中心化的，
故非常适合应用于金融行业。同时在诸如制造、银行、保险、物联网等无数个其他行业都有
非常大的应用前景。Hyperledger 通过创建分布式账本的公开标准来实现虚拟和数字形式的
价值交换，例如资产合约、能源交易、结婚证书等通过 Hyperledger 能够安全、高效和低成
本地进行追踪和交易。

3.1.2

Hyperledger 的项目成员

Hyperledger 是 Linux 基金会为推动区块链科技而组成的联盟。早期加入的成员包括荷
兰银行、埃森哲等不同利益机构。由于分布式账本能够高效并以低成本进行业务流程，因此
许多企业都开始投入区块链研究并最终选择加入 Hyperledger。
Hyperledger 是一个全球合作的项目，截至本书完稿时一共有 183 个成员，其中核心董
事会成员包括埃森哲、空中客车、美国运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戴姆勒、美国证券托
管结算公司、富士通、日立、IBM、英特尔、百度金融、摩根大通等金融、医疗、物联网、
航空及物流等领域巨头。可以说 Hyperledger 项目是区块链领域的超新星，用途非常广阔。
Hyperledger 在中国的发展势头非常值得期待。Hyperledger 的执行董事 Brian Behlendorf
说道，“目前为止，Hyperledger 中有四分之一的成员都是来自中国，可见中国对新科技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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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面的态度。但同时我们也鼓励来自世界各地更多的成员能够加入我们，不断壮大目前的
区块链开源技术。开源计划能够加速区块链的发展，而 Hyperledger 正是一个代表。”

3.2

Hyperledger 的体系结构
前 文 提 到，Hyperledger 不 是 一 个 单 独 的 项 目 而 是 包 含 了 多 个 子 项 目 的 项 目 组，

Hyperledger 项目组目前一共包含了九个正式项目，每个正式项目都包含若干个模块。这些
正式项目和模块都是开源项目，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并进行学习和研究。如果是技术人员还可
以申请成为 Hyperledger 相关项目或者模块的开发者，为 Hyperledger 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下面我们将分别介绍如何成为 Hyperledger 项目的开发者和 Hyperledger 中项目及模块
的构成情况。

3.2.1

获取 Hyperledger 源代码并成为开发者

1. 下载 Hyperledger 相关项目的代码
Hyperledger 所有项目代码统一由 Linux 基金会负责维护。Liunx 基金会提供了两种下载
Hyperledger 项目代码的方式：Linux 基金会官方网站和 Github。
如 果 需 要 从 Linux 基 金 会 的 网 站 下 载 Hyperledger 项 目 的 源 代 码， 可 以 通 过 下 面 的
域名：
https://gerrit.hyperledger.org/r/#/admin/projects/

如果需要从 Github 下载 Hyperledger 项目的源代码，可以通过下面的域名：
https://Github.com/hyperledger

通过上述方法可以获取 Hyperledger 中相关项目的源代码，这些源代码中都包含了相关
的使用手册，这些手册中详细地说明了这些项目和模块的编译、安装、调用、维护的方法。
2. 成为 Hyperledger 项目的开发者
如果有兴趣加入 Hyperledger 项目并且成为开发者，那么首先需要注册一个 Linux 基金
会的账号，注册地址如下所示：
https://identity.linuxfoundation.org/

注册完成之后可以给 Hyperledger 相关项目的负责人发送邮件告诉他们你希望加入该项
目或者模块，在获取管理员的许可之后，登录网站可以查看到相关的授权信息。查看授权信
息的网址如下：
https://gerrit.hyperledger.org/r/#/settings/group-memb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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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Hyperledger 的 9 个正式项目

1. Hyperledger 正式项目和模块的关系
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知道 Hyperledger 中有 9 个正式项目，同时这些正式项目都包含若
干个模块。这些正式项目和它们包含模块之间的关系如图 3-1 所示。
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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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Hyperledger 项目模块关系图

图 3-1 中列举了 Hyperledger 项目组中的正式项目及其模块之间的关系。除了这些正式
项目及其模块之外还有一些项目并没有出现在这张图中，因为那些项目是一些辅助性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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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比如测试案例或者文档，这里不再赘述。辅助项目的详细信息可以通过 Hyperledger 的
Github 网站获取。
2. Hyperledger 的正式项目
Hyperledger 的 9 个正式项目解决了区块链的核心的基础问题，比如分布式账本、区块
链结构浏览器、不同区块链之间如何进行价值交换等。下面我们将重点介绍这 9 个正式项目
的详细信息。
（1）Hyperledger Fabric
Hyperledger Fabric 是 Hyperledger 的核心项目，甚至在一些场合当提到 Hyperledger 的
时候一般会认为就是指 Fabric，这其实是误解，但是也从侧面反映 Hyperledger Fabric 在
Hyperledger 中占据的地位。Hyperledger Fabric 本质上是一个分布式共享账本。Hyperledger
Fabric 的目标是成为开发应用和解决方案的基础，在设计上它采用模块化架构，模块化
架构的好处是组件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配置，可以做到插入即用。Hyperledger Fabric 最初
由 IBM 开发，目前由整个 Linux 基金会共同维护。Hyperledger Fabric 是本书重点介绍的
区块链技术框架之一，关于 Hyperledger Fabric 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考本书的第 4 ～ 13 章的
内容。
（2）Hyperledger Explorer
Hyperledger Explorer 是一个用来对区块链进行配置管理、区块和交易数据查询、节点
管理的工具。通过 Hyperledger Explorer 可以查看区块链内部的信息，比如：账本数、区块
数、交易数等数据。同时 Hyperledger Explorer 还可以对区块链进行管理，比如执行部署智
能合约、更新智能合约等常用操作。Hyperledger Explorer 的愿景是支持 Hyperledger 下面的
所有区块链产品，目前 Hyperledger Explorer 只支持 Fabric，未来将逐步支持更多的区块链
实现。Hyperledger Explorer 采用 Node.js 开发。
Hyperledger Explorer 由 IBM、Intel 和 DTCC 发起，目前代码由 Linux 基金负责维护，
本书的两位作者目前是 Hyperledger Explorer 的主要代码维护者。
（3）Hyperledger Iroha
Hyperledger Iroha 使开发者和 Hyperledger 之间的互动性更强，当开发者需要使用分布
式账本技术的时候 Iroha 会提供非常强大的帮助。Iroha 采用 C++ 开发，基于领域驱动 C++
设计，在移动应用方面 Iroha 也提供了很好的支持。Iroha 目前采用新的 BFT 共识算法。
Hyperledger Iroha 项目由 Makoto Takemiya (Soramitsu)、Toshiya Cho (Hitachi)、Takahiro
Inaba (NTT Data) 和 Mark Smargon (Colu) 几个人提出。目前项目已经提交给 Linux 基金会
负责管理，项目目前正处于孵化阶段。Iroha 项目的源代码被托管在 Github 中，除了 Iroha
正式项目，还有一些为 Iroha 提供服务的模块，这些模块的源代码也被托管到 Github 中，这
些模块的基本信息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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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Hyperledger Iroha 项目相关模块源代码地址表

模块名称

模块项目地址

用

途

iroha

github.com/hyperledger/iroha-api

Iroha 项目核心代码

iroha-android

github.com/hyperledger/iroha-android

安卓版本的 Iroha

iroha-ios

github.com/hyperledger/iroha-ios

iOS 版本的 Iroha

iroha-javascript

github.com/hyperledger/iroha-javascript

Javascript 版本的 Iroha

iroha-python

github.com/hyperledger/iroha-python

Python 版本的 Iroha

iroha-scala

github.com/hyperledger/iroha-scala

Scala 版本的 Iroha

iroha-dotnet

github.com/hyperledger/iroha-dotnet

Dotnet 版本的 Iroha

iroha-network-tools

github.com/hyperledger/iroha-network-tools

网络工具

iroha-api

github.com/hyperledger/iroha-api

Iroha 的 API

（4）Hyperledger Burrow
Hyperledger Burrow 是 Hyperledger 中第一个源于以太坊框架的项目。Hyperledger Burrow
是一个经过许可的智能合同机。Hyperledger Burrow 发布于 2014 年 12 月，首次提供了一个
模块化的、带有经过许可的智能合约解释器的区块链客户端。Hyperledger Burrow 采用了部
分以太坊虚拟机（EVM）的技术规范。Hyperledger Burrow 项目包含以下模块：
● 共识引擎：负责维护节点之间应用程序引擎的事务排序以及网络堆栈。
● 应用程序区块链接口（“ ABCI ”）：为共识引擎和智能合约引擎提供用于连接的接口
规范。
● 智能合约引擎：为应用程序开发者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智能合约执行引擎，可用于复
杂的工业应用。
● 网关：为系统集成和用户界面提供编程接口。
Hyperledger Burrow 在设计上具有以下特点：
● 分布式账本技术采用模块化设计，可实现热插拔。
● 基于 EVM（以太坊虚拟机）规范，可以直接运行以太坊的智能合约，同时 EVM（以
太坊虚拟机）被设计成无状态，这样设计的好处是非常容易和其他区块链底层框架集
成，同时可加载任意合约事务的应用状态。
● 智能合约引擎基于本地运行。同时智能合约执行环境需要授权，安全性比较好。在
Burrow 的路线图中将实现在 Hyperledger 项目中不同区块链产品之间的智能合约跨链调用。
● 提供了区块链应用接口（Application BlockChain Interface，ABCI），允许应用的拜占
庭容错复制可以由任意一种编程语言编写。
● 共识引擎采用模块化设计，支持即插即用。共识方法的支持方面，目前除了支持
PBFT 还支持 SBFT 和 PoET，未来将支持更多的共识算法。
目 前 Hyperledger Burrow 项 目 由 Monax 和 Intel 进 行 维 护， 由 Hyperledger 进 行 孵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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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ithub 上托管代码，代码地址如下所示：
https://github.com/hyperledger/burrow

（5）Hyperledger Indy
Hyperledger Indy 项目专注于区块链生态系统的数字身份工具，提供基于区块链或者其
他分布式账本的数字身份，从而让它们跨管理域、跨应用与其他应用程序进行交互操作。
在传统的社会中每个人可能拥有多个身份，公司员工、车主、房屋所有人等。这些身
份都存在于各自独立的系统中，互相之间没有联系。Hyperledger Indy 试图将这些身份信息
统一处理，提供一套独立于任何系统的数字身份账本来解决身份统一管理的问题。
a）Hyperledger Indy 的节点类型
Hyperledger Indy 采用区块链技术作为其底层技术，在 Hyperledger Indy 中节点分为两
种类型：验证节点和观察者节点。
● 验证节点：Hyperledger Indy 的验证节点主要用来处理客户端发起的写入请求，参与
交易的共识。目前 Hyperledger Indy 计划在全球部署 120 个左右的节点。
● 观察者节点：Hyperledger Indy 的观察者节点主要负责处理客户端读取数据的请求，观察者
节点需要从验证节点中同步状态数据。观察者节点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服务性能和增加
公信力的方式升级为验证节点。目前 Hyperledger Indy 计划在全球部署数千个观察者节点。
b）Hyperledger Indy 的验证方法
Hyperledger Indy 通 过 其 分 布 在 全 球 的 数 千 个 节 点 来 采 集 数 据， 根 据 内 置 的 算 法 进
行交叉验证，在涉及隐私保护的地方采用了零知识证明的加密技术。在请求速度上面，
Hyperledger Indy 可以做到实时请求响应，无须直接联系身份持有者。Hyperledger Indy 采用
多验证节点的方式从多个纬度获取验证信息，比如信用积分、负债、收入等。在隐私保护方
面除了底层的零知识证明加密算法外，在应用层采用了匿名、有向图阻断、信息选择性披露
等方法保护隐私。
c）Indy 的存储
Hyperledger Indy 与常见的区块链或分布式账本系统一样基于键值对（key-value）型数
据库，其中 key 为 DID，value 存储各种与该 DID 关联的身份的描述信息。在实际应用中，
value 存储的值可以包含验证请求的方法、相关信息的哈希值、DID 服务端描述（比如链接
Fabric 和以太坊，记录有关的 block 信息）等。
Hyperledger Indy 由 Sovrin 基金会牵头推进，Sovrin 基金会成立于 2016 年，致力于为去
中心化的身份提供解决方案。目前 Hyperledger Indy 项目由 Linux 基金会管理，代码存放在
Hyperledger 的 Github 的项目组中。除了 Hyperledger Indy 核心项目，还有一些为 Hyperledger Indy
提供服务的模块，这些模块的源代码也被托管到 Github 中，这些模块的地址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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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Hyperledger Indy 项目相关模块源代码地址表

模块名称

模块项目地址

用

途

indy-crypto

github.com/hyperledger/indy-plenum

拜占庭容错协议实现

indy-node

github.com/hyperledger/indy-node

nodejs 版本的 Indy

indy-sdk

github.com/hyperledger/indy-sdk

Indy 的 sdk

indy-anoncreds

github.com/hyperledger/indy-anoncreds

匿名认证协议

indy-crypto

github.com/hyperledger/indy-crypto

Indy 的证书系统

（6）Hyperledger Sawtooth
Hyperledger Sawtooth（中文名：锯齿湖）是一个模块化平台，用以创建、部署和运行分
布式账本。Hyperledger Sawtooth 包含诺韦尔共识算法，计时验证（PoET），它针对的是以最
小的资源消耗处理大量的分布式验证器。Hyperledger Sawtooth 还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可
以运行以太坊的智能合约。Hyperledger Sawtooth 可以代替单个集中式数据库，分布式账本
中的参与者为共享计算贡献资源，确保对分布式账本的状态的普遍一致。
Hyperledger Sawtooth 中包含了一种新的共识算法：计时验证（POET）
，又称为时间消
失证明。POET 共识算法的大致思路是这样的，每个节点发布块之前都要从一个 enclave（在
Sawtooh 中它代表一个可信操作）获取一个随机的等待时间，等待时间最短的率先发布块（相当
于被选为 leader）
，其中的 enclave 是通过新型的安全 CPU 指令来实现的。enclave 支持两个函数
“ CreateTimer”和“ CheckTimer”
，CreateTimer 用于从 enclave 中产生一个 timer，CheckTimer 会
去校验这个 timer 是不是由 enclave 产生、是否已经过期。如果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就会生成一个
attestation（凭证）。attestaion 中包含的信息可以用来校验 certificate 是否是由该 enclave 产生并且
已经等待了 timer 规定的时间。成为 leader 的概率与捐献的资源成比例的，因为是通用处理器
而不需要定制矿机，所以参与的门槛就比较低，节点就会比较多，整个共识会更健壮。
Hyperledger Sawtooth 目前由 Hyperledger 项目组负技术指导，代码存放在 Hyperledger
在 Github 的项目组中。除了 Sawtooth 正式项目，还有一些为 Sawtooth 提供服务的模块，这
些模块的源代码也被托管到 Github 中，这些模块的地址如表 3-3 所示。
表 3-3
模块名称

Hyperledger Sawtooth 项目相关模块的源代码地址表
模块项目地址

用

途

sawtooth-core

github.com/hyperledger/sawtooth-core

Sawtooth 核心代码

sawtooth-supply-chain

github.com/hyperledger/sawtooth-supply-chain

分布式组件

sawtooth-marketplace

github.com/hyperledger/sawtooth-marketplace

应用市场

sawtooth-seth

github.com/hyperledger/sawtooth-seth

和以太坊相关的子项目

sawtooth-hyper-directory

github.com/hyperledger/sawtooth-hyper-directory

Sawtooth 工具集合

sawtooth-sawtooth-explorer

github.com/hyperledger/sawtooth-explorer

Sawtooth 浏览器

sawtooth-private-utxo

github.com/hyperledger/sawtooth-private-utxo

Sawtooth 的 utxo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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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yperledger Composer
Hyperledger Composer 是一个应用程序的框架，可以简化 Fabric 应用程序的创建、部
署和使用。通过 Hyperledger Composer，开发者可以轻松地对业务资产、参与者以及事务
建模，将这些模型变成可行的 Fabric 区块链应用。目前 Composer 项目的源代码被托管在
Github 中，除了 Hyperledger Composer 正式项目，还有一些为 Hyperledger Composer 提供
服务的模块，这些模块的源代码也被托管到 Github 中，这些模块的地址如表 3-4 所示。
表 3-4

Hyperledger Composer 项目相关模块的源代码地址表

模块名称
composer

模块项目地址
github.com/hyperledger/composer

用

途

Composer 核心代码

composer-sample-networks

github.com/hyperledger/composer-sample-networks

网络示例

composer-sample-applications

github.com/hyperledger/composer-sample-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示例

composer-tools

github.com/hyperledger/composer-tools

Composer 工具

composer-sample-models

github.com/hyperledger/composer-sample-models

模型示例

composer-vscode-plugin

github.com/hyperledger/composer-vscode-plugin

vs 代码插件

composer-atom-plugin

github.com/hyperledger/composer-atom-plugin

atom 插件

composer-knowledge-wiki

github.com/hyperledger/composer-knowledge-wiki

知识库

（8）Hyperledger Cello
Hyperledger Cello 是一个 Fabric 的集成管理工具。Hyperledger Cello 的目标是建立一种
方式来创建、管理和终止区块链。Hyperledger Cello 项目的愿景是：能够兼容 HyperLedger
下的其他项目，包括 Fabric、Iroha 和 Sawtooth 等。
（9）Hyperledger Quilt
Hyperledger Quilt 是一种支付协议，主要应用于 Hyperledger 下面的不同区块链产品之
间进行价值的传递和转换。目前 Hyperledger Quilt 项目正处于发展中。

3.3

本章小结
本 章 主 要 介 绍 了 Hyperledger 的 来 龙 去 脉、 应 用 范 围 和 组 成 部 分。 通 过 本 章 内 容 读

者可以了解到 Hyperledger 不是一个单独的项目，而是由多个项目组成的项目组。本章对
Hyperledger 的相关项目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读者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选择适合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