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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区块链基础

区块链技术自问世以来就一直受到全世界的持续关注，有人称之为继蒸汽机、电力和
互联网之后的下一代颠覆性核心技术。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的技术组合，其分布式、不可篡
改、不可抵赖等特点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信用模式，正在引起各领域对未来应用前景的无限
憧憬。
区块链技术是颠覆性的技术革命，是互联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自我进化，其意义远
超互联网。应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将商品或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连接到一起，无须中介
机构和中间组织的介入，从而减少信息不透明性、提高业务效率、降低成本、减少风险。
区块链对金融、科技、社会等方面都将有重要影响，甚至将改变世界。
1）对科技的改变。区块链的出现，将使得软件、加密、存储、数据、网络等多种传统
技术得以创新优化。
2）对流程的改变。区块链能够在保险、银行（DVP、RTGS）、司法等领域改造新流程，
从而创造极大的商机。
3）对社会的改变。区块链本质上是分布式去中介互信技术，现在社会上依赖信息不透
明而存在的各种中介机构，如房产、人力资源、线上线下电商等，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可
能将不再有存在价值。因此，区块链对于社会机构将是一种颠覆性的技术。
区块链起源于一种支持比特币运行的底层技术。
区块链的概念首次在 2008 年年末由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发表在比特币论坛中的
论文“ 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提出。论文中的区块链技术是构建
比特币数据结构与交易信息加密传输的基础技术，该技术实现了比特币的挖矿与交易。它主
要解决了以下 3 个现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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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借助第三方机构来处理信息的模式有点与点之间缺乏信任的内生弱点，商家为了提
防自己的客户，会向客户索要完全不必要的信息，但仍然不能避免一定的欺诈行为。
2）中介机构的存在增加了交易成本，限制了实际可行的最小交易规模。
3）数字签名本身能够解决电子货币身份问题，如果还需要第三方支持才能防止双重消
费，则系统将失去价值。
区块链不是一个单一的、全新的技术，它是多种技术整合的结果。区块链的四大核心
技术是：数据结构、分布式存储、加密算法、共识机制。区块链可以理解成一个分布式的数
据存储仓库，该仓库是去中心化的。去中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网络中的所有数据
不是由单一的节点存储的，并且网络中发生的交易也不是由该节点进行认证的。
数据机构由“区块”和“链”组成。区块相当于一个数据包，这个数据包中存储了转
账交易数据、智能合约代码和执行数据信息等。“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链式结构，是以时
间戳为根据，表示网络中数据信息先后次序。
分布式存储表示网络上所有的数据都是公开的，这点区别于传统的中心化思维。网络
中的每个节点的基本单位是一个计算机。任何一台在网络上的计算机都可以获得并存储网络
上所有的数据。分布式的优势在于所有计算机用于共同的“账本”，单纯的某个节点的数据
变更，无法改变其他计算机上的数据，因此改动的数据无法得到网络的认可。只有网络中半
数以上的节点同意的数据才会被网络认可为真实的数据。因此如果想要篡改网络中的数据，
必须同时控制网络中半数以上的计算机。在网络中写入数据的权利是由工作量证明机制来认
证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挖矿，每个获得记账权的计算机会获得系统奖励的代币，比特币
就是其中一种代币。其实，这是一个纳什均衡的过程。因为整个区块链的网络需要全体计算
机共同计算维护，维护是需要代价的（比如电力等），因此网络需要对维护系统的机器进行
激励。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示对网络的贡献程度，因此可以用这种方式维
持网络的运作。一旦某个计算机获取了记账权利，那么它会立刻向全网广播这条消息，网络
中的所有成员都认可该消息，系统会给该计算机一定的代币作为奖励。
加密算法是对交易的对象、数据等进行加密。因为网络中所有的数据都是向全体成员
公开的，那么为了证明交易是由某两台计算机进行的，同时为了保证交易的信息不被篡改，
需要对数据进行加密处理。加密由一个复杂的、非对称的哈希算法组成，该算法会产生两个
密码锁：公钥和私钥。公钥是公开的，用于加密使用；而私钥仅仅用户自己知道，在解密和
身份认证时使用。

1.1

区块链常用名词解释
区块链技术（Block Chain）：是指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集体维护一个可靠数据库的技术

方案。该技术方案主要将区块（Block）通过密码学方法相互关联起来，每个数据块包含了
一定时间内的系统全部数据信息，并且生成数字签名以验证信息的有效性，并链接到下一个

第1章

区块链基础

3

数据块形成一条主链（Chain）。
区块（Block）：是区块链中的一条记录，包含并确认待处理的交易。一个区块是一个数
据包，其中包含零个或多个交易、前块（“父块”）的散列值，以及可选的其他数据。除了初
始的“创世区块”以外，每个区块都包含它父块的散列值。区块的全部集合被称为区块链，
并且包含了一个网络里的全部交易历史。注意，有些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使用“总账”这
个词语来代替区块链，这二者的意思是大致相同的。在使用“总账”这个术语的系统里，每
个区块都通常包括每个账户的目前状态（比如货币余额、部分履行的合约、注册）的全部拷
贝，并允许用户抛弃过时的历史数据。
挖矿（Mining）：指通过计算形成新的区块，是交易的支持者利用自身的计算机硬件为
网络做数学计算进行交易确认和提高安全性的过程。以比特币为例：交易支持者（矿工）在
计算机上运行比特币软件不断地计算软件提供的复杂的密码学问题来保证交易的进行。作
为对他们服务的奖励，矿工可以得到他们所确认的交易中包含的手续费，以及新创建的比
特币。
对等式网络（Peer-to-Peer Network）：是指通过允许单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直接交互，从
而实现整个系统像有组织的集体一样运作的系统。以比特币为例：网络以这样一种方式构
建—每个用户都在传播其他用户的交易，而且重要的是，不需要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作为
第三方。
哈希（Hash）：也称散列函数，是一类数学函数，可以在有限合理的时间内，将任意长
度的消息压缩为固定长度的二进制串，其输出值称为哈希值，也称为散列值。以哈希函数为
基础构造的哈希算法，在现代密码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常用于实现数据完整性和实体认
证，同时也构成多种密码体制和协议的安全保障。哈希散列是密码学里的经典技术，即把任
意长度的输入通过哈希算法，变换成固定长度的、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输出。
数字签名（Digital Signature）：是一个可以让人证明所有权的数学机制。数字签名算法
是一种用户可以用私钥为文档产生一段叫作签名的短字符串数据的处理，以至于任何拥有相
应私钥、签名和文档的人可以验证以下两点：
1）该文件是由特定的私钥的拥有者“签名”的；
2）该文档在签名后没有被改变过。请注意，这不同于传统的签名，在传统签名上你可
以在签名后涂抹多余的文字，而且这样做可能无法被分辨；而在数字签名后任何对文档的改
变会使签名无效。
公钥加密（public key encryption）：一种特殊的加密，具有在同一时间生成两个密钥的
处理（通常称为私钥和公钥），使得利用一个密钥对文档进行加密后，可以用另外一个密钥
进行解密。一般地，正如其名字所建议的，个人发布他们的公钥，并给自己保留私钥。
私钥（Private Key）：是一个证明你有权从一个特定的钱包消费电子货币的保密数据块，
是通过数字签名来实现的。例如，5J76sF8L5jTtzE96r66Sf8cka9y44wdpJjMwCxR3tzLh3ibV
P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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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叉：指向同一个父块的两个区块被同时生成的情况，某些部分的矿工看到其中一个
区块，而其他的矿工则看到另外一个区块。这导致两种区块链同时增长。通常来说，随着在
一个链上的矿工得到幸运并且那条链增长的话，所有的矿工都会转到那条链上。
硬分叉：是指当比特币协议规则发生改变，旧节点拒绝接受由新节点创造的区块的情
况。违反规则的区块将被忽视，矿工会按照他们的规则集，在他们最后见证的区块之后创建
区块。
软分叉：是当比特币协议规则发生改变时，旧的节点并不会意识到规则是不同的，它
们将遵循改变后的规则集，继续接受由新节点创造的区块。矿工们可能会在他们完全没有理
解或者验证过的区块上进行工作。
双重花费：是一个故意的分叉，指一个有着大量挖矿能力的用户发送一个交易来购买
产品，在收到产品后又做出另外一个交易把相同量的币发给自己的情况。攻击者创造一个区
块，这个区块和包含原始交易的区块在同一个层次上，但是包含的并非原始交易而是第二个
交易，并且开始在这个分叉上挖矿。如果攻击者有超过 50% 的挖矿能力的话，双重花费最
终可以保证在任何区块深度上成功；低于 50% 的话，有部分可能性成功。但是它经常在深
度 2 ～ 5 上有唯一显著的可能。因此，大多数加密货币交易所、博彩站点还有金融服务在接
受支付之前需要等待 6 个区块被生产出来（也叫“6 次确认”）。

1.2

区块链的发展历程
1. 区块链 1.0
区块链 1.0 仅是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 + 支付行为。其特征是：以区块为单位的链状数据

块结构；全网共享账本；非对称加密；源代码开源，主要具备的是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和支
付平台的功能；目标是去中心化。区块链 1.0 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应用，其场景包
括支付、流通等货币职能。
现 在 很 多 人 对“去 中 心 化” 存 在 很 大 的 理 解 偏 差。“去 中 心 化” 的 英 文 单 词 是
Decentralized。但其实翻译过来为分散，而非去中心化。
区块链是一种软件系统，而软件系统的网络架构一般有 3 种模式：单中心、多中心、分
布式。单词 Decentralized 只是表明不是单中心模式，可能为多中心或弱中心，也可能是分
布式的。
在中国台湾地区，大多将 Decentralized 翻译为“分散式的”而不是“去中心化”。
所以关于去中心化，绝大多数人还是误解颇深。
所谓去中心化，并不是“消灭所有的中心”。在现实里，实际上是这样的：由“原本只
有少量的大中心”，慢慢演化成“有大量的更小规模的中心”，也就是分散（Decentralized）
的原意。
典型的区块链 1.0 架构为 BTC，LTC，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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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 1.0 的局限如下：比特币的 1M 区块大小导致在交易频次越来越高、人们需求越
来越多的情况下，转账速度变得越来越慢。这个问题可以由扩容解决，所以出现了之后的比
特现金和比特黄金，以及比特钻石等。只满足数字货币的交易和支付功能使得该应用不能被
大范围地普及到生活中，给日常生活带来的益处十分有限，区块链的概念也难以深入人心。
2. 区块链 2.0
区块链 2.0 主要的改进之处在于智能合约的开发及应用。
智能合约：区块链系统中的应用，是已编码的可自动运行的业务逻辑，通常有自己的
代币和专用开发语言；Dapp，包含用户界面的应用，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加密货币，如以太
钱包；虚拟机，用于执行智能合约编译后的代码，虚拟机是图灵完备的。智能合约已开始在
区块链上应用，用机器合约指令代替人工操作，让一切变得更加透明、高效、没有人为操作
和干扰。比如以太坊上的艾希欧，就大大降低了融资成本。
区块链 2.0 是数字货币与智能合约相结合，对金融领域更广泛的场景和流程进行优化的
应用。其最大的升级之处在于有了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是 20 世纪 90 年代由尼克萨博提出的理念，几乎与互联网同时出现。由于缺
少可信的执行环境，智能合约并没有被应用到实际产业中。自比特币诞生后，人们认识到，
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天生可以为智能合约提供可信的执行环境。
以太坊 ETH 首先看到了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的契合，发布了白皮书《以太坊：下一代智
能合约和去中心化应用平台》，并一直致力于将以太坊打造成最佳智能合约平台。所以有人
说，比特币引领区块链，以太坊复活智能合约。
所谓智能合约，是指以数字形式定义的一系列承诺，包括合约参与方可以在上面执行
这些承诺的协议。智能合约一旦设立指定后，能够无须中介的参与自动执行，并且没有人可
以阻止它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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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通俗地说，通过智能合约建立起来的合约同时具备两个功能：一个是现实产
生的合同；一个是不需要第三方的、去中心化的公正、超强行动力的执行者。
典型的区块链 2.0 架构为 ETH，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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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块链 3.0
区块链 3.0 是什么众说纷纭，目前被公认的说法还没有。总之谁可以推动区块链行业的
发展，那么谁就是 3.0。区块链 3.0 将是价值互联网的内核，实现跨链通信，极大提升性能，
超越智能合约，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应用中。区块链会超越金融领域，进入社会公证、智能
化领域，主要应用在社会治理领域，包括身份认证、公证、仲裁、审计、域名、物流、医
疗、邮件、签证、投票等方面，应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区块链技术有可能成为“万物
互联”的一种最底层的协议和操作系统。区块链技术不仅可以成功应用于数字加密货币领
域，同时在经济、金融和社会系统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场景。根据区块链技术可能的应用场
景，可以将区块链的主要应用笼统地归纳为数字货币、数据存储、数据鉴证、金融交易、资
产管理和选举投票 6 个场景。
1）数字货币：以比特币为代表，本质上是由分布式网络系统生成的数字货币，其发行
过程不依赖特定的中心化机构。
2）数据存储：区块链的高冗余存储、去中心化、高安全性和隐私保护等特点，使其特
别适合存储和保护重要隐私数据，以避免因中心化机构遭受攻击或权限管理不当而造成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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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数据丢失或泄露。
3）数据鉴证：区块链数据带有时间戳，由共识节点共同验证和记录，不可篡改和伪造，
这些特点使得它可广泛应用于各类数据公证和审计场景。例如，区块链可以永久地安全存储
由政府机构核发的各类许可证、登记表、执照、证明、认证和记录等。
4）金融交易：区块链技术与金融市场应用有非常高的契合度。区块链可以在去中心化
系统中自发地产生信用，能够建立区域布局中心机构信用背书的金融市场，从而在很大程度
上实现了“金融脱媒”。同时，利用区块链自动化智能合约和可编程的特点，能够极大地降
低成本和提高效率。
5）资产管理：区块链能够实现有形和无形资产的确权、授权和实时监控。无形资产管
理方面可广泛应用于知识产权保护、域名管理、积分管理等领域；有形资产管理方面则可结
合物联网技术形成“数字智能资产”，实现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授权与控制。
6）选举投票：区块链可以低成本高效地实现政治选举、企业股东投票等应用，同时基
于投票可广泛应用于博彩、预测市场和社会制造等领域。
未来 3 ～ 5 年，区块链技术将在物联网、金融交易、网络安全、公共记录等多个领域
大显身手，显著改进这些领域的服务流程，甚至颠覆这些领域内的传统商业模式，未来发展
潜力巨大。区块链技术带来的无处不在的价值交换，使得社会形成一个多种设备的无缝对接
的价值互联世界。区块链使得经济不仅仅是金钱的流通，互联网不仅仅是信息的流通，而将
进一步促进信息、金钱、价值的有效配置和流通，将人力内耗降到最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去中心化组织。

1.3

区块链概念

1.3.1

区块链是什么

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记账技术，比特币是区块链技术的一种数字交易模型系统。基于
区块链技术，比特币的所有交易信息并不是储存在某一台服务器或计算机上，区块链技术会
将所有交易信息储存在世界上所有加入比特币的计算机上，全量交易信息无处不在，打开
任何一台联网的计算机去连接比特币系统，你的交易信息将会在同步后出现。基于区块链
技术，比特币上没有设计中心数据库，在一台或几台计算机上修改数据对总交易信息没有
影响，也没有中心数据库可以入侵，除非能一举入侵全世界所有安装了比特币的计算机（超
千万台）。理论上谁都无法对交易记录造假，也无法抹去交易记录。正是由于具有这个特性，
比特币验证了区块链技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1.3.2

区块链的特性

结合定义区块链的定义，区块链具有 4 个主要的特性：去中心化、去信任、集体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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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数据库。并且由这 4 个特征会引申出另外两个特征：开源、隐私保护。如果一个系统不
具备这些特征，将不能被视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1. 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
整个网络没有中心化的硬件或者管理机构，任意节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均等的，
且任一节点的损坏或者失去都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作。因此也可以认为区块链系统具有极
好的健壮性。
2. 去信任（Trustless）
参与整个系统中的每个节点之间进行数据交换是无须互相信任的，整个系统的运作规
则是公开透明的，所有的数据内容也是公开的，因此在系统指定的规则范围和时间范围内，
节点之间是不能也无法欺骗其他节点的。
3. 集体维护（Collectively Maintain）
系统中的数据块由整个系统中所有具有维护功能的节点来共同维护，而这些具有维护
功能的节点是任何计算机都可以担任的。
4. 可靠数据库（Reliable Database）
整个系统将通过分数据库的形式，让每个参与节点都能获得一份完整数据库的副本。
除非能够同时控制整个系统中超过 51% 的节点，否则在单个节点上对数据库的修改是无效
的，也无法影响其他节点上的数据内容。因此参与系统中的节点越多，计算能力越强，该系
统中的数据安全性越高。
5. 开源（Open Source）
由于整个系统的运作规则必须是公开透明的，所以对于程序而言，整个系统必定是开
源的。
6. 隐私保护（Anonymity）
由于节点和节点之间无须互相信任，因此节点和节点之间无须公开身份，系统中的每
个参与的节点的隐私都是受到保护的。

1.3.3

区块链分类

1. 公有链（Public Blockchain）
公有链通常也称为非许可链（Permissionless Blockchain），无官方组织及管理机构，无
中心服务器，参与的节点按照系统规格自由接入网络，不受控制，节点间基于共识机制开展
工作。
公有链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它通过密码学保证交易不可篡改，同
时也利用密码学验证以及经济上的激励，在互为陌生的网络环境中建立共识，从而形成去中
心化的信用机制。在公有链中的共识机制一般是工作量证明（PoW）或权益证明（PoS），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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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对共识形成的影响力直接取决于他们在网络中拥有资源的占比。
公有链一般适合于虚拟货币、面向大众的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 B2C、C2C 或 C2B
等应用场景。比特币和以太坊等就是典型的公有链。
2. 联盟链（Consortium Blockchain）
联 盟 链 是 一 种 需 要 注 册 许 可 的 区 块 链， 这 种 区 块 链 也 称 为 许 可 链（Permissioned
Blockchain）。联盟链仅限于联盟成员参与，区块链上的读写权限、参与记账权限按联盟规
则来制定。整个网络由成员机构共同维护，网络接入一般通过成员机构的网关节点接入，共
识过程由预先选好的节点控制。由于参与共识的节点比较少，联盟链一般不采用工作量证
明的挖矿机制，而采用权益证明或 PBFT（Practical Byzantine Fault Tolerant）、RAFT 等共识
算法。
一般来说，联盟链适合于机构间的交易、结算或清算等 B2B 场景。例如，在银行间进
行支付、结算、清算的系统就可以采用联盟链的形式，将各家银行的网关节点作为记账节
点，若网络上有超过 2/3 的节点确认一个区块，该区块记录的交易将得到全网确认。联盟链
对交易的确认时间、每秒交易数都与公有链有较大的区别，对安全和性能的要求也比公有
链高。
3. 私有链（Private Blockchain）
私有链建立在某个企业内部，系统的运作规则根据企业要求来设定。
私有链的应用场景一般是企业内部的应用，如数据库管理、审计等。在政府部门也会
有一些应用，比如政府的预算和执行，或者政府的行业统计数据，这些一般由政府登记，但
公众有权力监督。私有链的价值主要是提供安全、可追溯、不可篡改、自动执行的运算平
台，可以同时防范来自内部和外部对数据的安全攻击，这在传统的系统中是很难做到的。

1.3.4

区块链构建信任

在当今这个高度中心化的社会中，我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信用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由于
互不信任，我们建立了银行来集中管理我们的金钱，建设了支付宝来做网上交易的中介，这
一切的中介都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自己不认识的另一个人，只有通过中介我们才能建立起脆弱
的信任，为此我们付出了大量的无谓的代价。
那有什么可以真正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基于对某打车平台的信任，我可以将自
己车上的空位出租出去，让一个陌生人坐上我的车，这是我们发展共享经济的第一步。但是
我们可以像一些国家那样用 Airbnb 将我们多余的房间出租给陌生人吗？可能很难。那我们
可以再进一步将我们的床位、车库、厨房、乐器、计算机这些私人闲置物品出租出去吗？恐
怕更是难上加难，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信任他人，我们不知道出租出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区块链可以做到。试想，若你每天的所作所为都被大数据记录，被存储在区块
链的一个个节点上，无法篡改、无法修饰，那么任何人都可以用区块链来描绘你的数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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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通过区块链的评分来确定你这个人是否可信。一旦这个体系建立起来，大量的中介将会
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而信任一个人也变得不再复杂。

1.3.5

区块链的社会价值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够，我们的共享经济只能停留在较简单的事情上。但是当一
个人的信用开始由区块链确定之后，那么我们的生活也许将由此改变，万物互联，共享生活
将会变得简单，我们的生活将会在一些方面出现质的改变。
1）来自互联网的欺诈将会减少。相信大多数人对于近年来的百度互联网事件心有余
悸，百度贴吧的买卖事件让人们不再相信贴吧里面所谓的网友；魏某某的死亡事件让百度的
搜索结果令人质疑。所有人都在感叹，在这样的互联网时代，还有什么值得相信？但是区块
链可以解决，当每个人都在互联网上成为一个被区块链描绘的人时，那么你的所作所为都将
被记录，人们对于企业的信任将会转移为对他人的信任，一旦你帮助你的企业欺骗他人，将
会留下你自己的信用污点，那么无论是谁都不会选择铤而走险。
2）真正的共享经济将会建立。每时每刻，我们的周围都有着太多的闲置的东西，这些
东西可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某些财产，甚至是我们自己的技能和知
识。这些东西可能我们一年只使用一次，使用之后就成为闲置的资源，除了占据空间外别无
他用。当区块链构建起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后，你可以将你的闲置资源出借或者出租，真正让
闲置的资源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
3）共享金融的真正诞生。如果说预防欺诈仅仅是建立信任的第一步的话，那么实现物
品或知识的共享也只能说是共享经济的初级形态。而更深一步的则是基于共享经济，基于区
块链对个人金融的一次革命。因为区块链的存在，我们可以用设立区块链的形式消耗计算资
源给全网作证，你的数据将不可篡改。你既可以用你的区块链数据向世界上任何一家银行申
请信用贷款，也可以通过区块链向世界上任何你不认识的人申请信用借款。在这个时候金融
将不再是银行的金融，而是草根的金融，即不通过银行，也能实现资金的融通。而这一点就
建立在区块链信用的基础之上。
可以说区块链带来了一个全新时代，一个真正信用的时代，未来的信用是靠全网的公
正及每个人智能设备的记账来实现的，一旦真正完成了，我们将万物互联，互相信任，共享
生活将真正从口号变为现实。区块链的应用如图 1-3 所示。

1.4

区块链核心技术

1.4.1

综述

1. 区块链核心技术一：拜占庭协定
拜占庭帝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周围 10 个邻邦对其垂涎已久，但由于拜占庭高墙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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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若金汤，没有一个单独的邻邦能够成功入侵。任何单个邻邦的入侵都会失败，同时也有可
能自身被其他 9 个邻邦入侵。拜占庭帝国防御能力如此之强，至少要有 10 个邻邦中的一半
以上同时进攻，才有可能将其攻破。然而，如果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邻邦本身答应好一起进
攻，但实际过程出现背叛，那么入侵者可能都会被歼灭。于是每一方都小心行事，不敢轻易
相信邻国。这就是拜占庭将军问题。在这个分布式网络里，每个将军都有一份与其他将军实
时同步的消息账本，账本里每个将军的签名都是可以验证身份的。如果有哪些消息不一致，
马上就可以知道消息不一致的是哪些将军。尽管有消息不一致的，只要有超过半数的将军同
意进攻，少数服从多数，即可达成共识。由此，在一个分布式的系统中，尽管有坏人，坏人
可以做任意事情（不受 protocol 限制），比如不响应、发送错误信息、对不同节点发送不同
决定、不同错误节点联合起来干坏事等，但是，只要大多数人是好人，就完全有可能去中心
化地实现共识。
ూԠᴬݷ

᭗᠗೧Ԡ

ЇনᯖᏚᄩ

ುᖟӸ᪬

ౙՇ࠴͙

Քᆪѓহ

ገυҐራ

ోᕱ̶ࣝ

নᅺ಼ܭ

̀Ύᅺଋ
ӟ६

Ꮪᄩ

ćć

ᕌሸᯖ

κ̶ഞ

Փܺᯖରকַ
ҔᣨӸࢎҎӸ
ࡲѣȞᪧХ

ֶᒺፐׇᑑ

Ґᯖ

ֶᒺፐᦗ

ᕌሸ

̀Ύ ᕌ
&ሸ

্ྗገՓ

᭗᠗ഞ
ଷᦗഞ
ӭӬκ̶
ሰᏚഞ
ćć

̰ᯖ

图 1-3

区块链的应用

2. 区块链核心技术二：非对称加密技术
在上述拜占庭将军问题中，如果 10 个将军中的几个同时发起消息，势必会造成系统的
混乱，造成各说各的攻击时间或方案，行动难以一致。谁都可以发出进攻的信息，但由谁来
发出呢？其实这只要加入一个成本就可以了，即：一段时间内只有一个节点可以传播信息。
当某个节点发出统一进攻的信息后，各个节点收到发起者的信息必须签名盖章，确认各自的
身份。在如今看来，非对称加密技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签名问题。非对称加密算法的加密和
解密使用不同的两个密钥，这两个密钥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公钥”和“私钥”。公钥和私
钥一般成对出现，如果信息使用公钥加密，那么需要用与该公钥对应的私钥才能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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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加密技术工作流程如下：
1）乙方生成一对密钥（公钥和私钥）并将公钥向其他方公开。
2）得到该公钥的甲方使用该密钥对机密信息进行加密后再发送给乙方。
3）乙方再用自己保存的另一把专用密钥（私钥）对加密后的信息进行解密。乙方只能
用其专用密钥（私钥）解密由对应的公钥加密后的信息。
在传输过程中，即使攻击者截获了传输的密文，并得到了乙方的公钥，也无法破解密
文，因为只有乙方的私钥才能解密密文。同样，如果乙方要回复加密信息给甲方，那么需要
甲方先公布自己的公钥给乙方用于加密，甲方自己保存的私钥仅用于解密。
3. 区块链核心技术三：容错问题
我们假设，在此网络中消息可能会丢失、损坏、延迟、重复发送，并且接收的顺序与
发送的顺序不一致。此外，节点的行为可以是任意的：可以随时加入、退出网络，可以丢弃
消息、伪造消息、停止工作等，还可能出现各种人为或非人为的故障。我们的算法对由共识
节点组成的共识系统提供容错能力，这种容错能力同时包含安全性和可用性，并适用于任何
网络环境。
PBFT 是 Practical 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 的缩写，意为实用拜占庭容错算法。该算法
是 Miguel Castro（卡斯特罗）和 Barbara Liskov（利斯科夫）在 1999 年提出来的，解决了原
始拜占庭容错算法效率不高的问题，将算法复杂度由指数级降低到多项式级，使得拜占庭容
错算法在实际系统应用中变得可行。该论文发表在 1999 年的“操作系统设计与实现国际会
议”
（OSDI99）上。
PBET 共识机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根据信息在分布式网络中节点间互相交换后各节点列
出所有得到的信息，一个节点代表一票，选择大多数的结果作为解决办法。PBET 将容错量
控制在全部节点数的 1/3，即只要有超过 2/3 的正常节点，整个系统便可正常运作。
DBFT 基于持有权益比例来选出专门的记账人（记账节点），然后记账人之间通过拜占
庭容错算法（即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机制）来达成共识，决定动态参与节点。DBFT 可以容
忍任何类型的错误，且专门的多个记账人使得每一个区块都有最终性、不会分叉。
4. 区块链核心技术四：一致性算法
在分布式系统中，存在一致性问题。Paxos 算法是业界使用较广泛的解决一致性问题的
算法，它采用一种基于消息传递的模型，解决一个分布式系统如何就某个值（决议）达成一
致的问题。一个典型的场景是，在一个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中，如果各节点的初始状态一致，
每个节点都执行相同的操作序列，那么它们最后能得到一个一致的状态。为保证每个节点执
行相同的命令序列，需要在每一条指令上执行一个“一致性算法”以保证每个节点看到的指
令是一致的。一个通用的一致性算法可以应用在许多场景中，是分布式计算中的重要问题。
节点通信存在两种模型：共享内存和消息传递。Paxos 算法就是一种基于消息传递模型的一
致性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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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是分布式系统中，凡是多个过程需要达成某种一致的场合都可以使用 Paxos 算
法。一致性算法可以通过共享内存（需要锁）或者消息传递实现，Paxos 算法采用的是后者。
Paxos 算法适用的几种情况如下：一台机器中多个进程或线程达成数据一致；分布式文件系统
或者分布式数据库中多客户端并发读写数据；分布式存储中多个副本响应读写请求的一致性。
5. 区块链核心技术五：共识机制
区块链共识算法主要是工作量证明（Pow）和权益证明。以比特币举例，其实从技术角
度来看可以把 PoW 看作重复使用的 Hashcash，生成工作量证明在概率上来说是一个随机的
过程。一个矿工开采新的机密货币，生成区块时，必须得到所有参与者的同意，那个矿工必
须得到区块中所有数据的 PoW。与此同时矿工还要时时观察调整这项工作的难度，因为对
网络要求是平均每 10 分钟生成一个区块。
区块链的自信任主要体现于分布于区块链中的用户无须信任交易的另一方，也无须信任
一个中心化的机构，只需要信任区块链协议下的软件系统即可实现交易。这种自信任的前提是
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即在一个互不信任的市场中，要想使各节点达成一致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每个节点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都会自发、诚实地遵守协议中预先设定的规则，判断
每一笔记录的真实性，最终将判断为真的记录记入区块链之中。换句话说，如果各节点具有各
自独立的利益并互相竞争，则这些节点几乎不可能合谋欺骗用户，而当各节点在网络中拥有公
共信誉时，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区块链技术正是运用一套基于共识的数学算法，在机器之
间建立“信任”网络，从而通过技术背书而非中心化信用机构来进行全新的信用创造。
目前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可分为四大类：工作量证明机制、权益证明机制、股份授权证
明机制和 Pool 验证池○。
一

（1）工作量证明机制
工作量证明机制即对于工作量的证明，是生成要加入区块链中的一笔新的交易信息（即
新区块）时必须满足的要求。在基于工作量证明机制构建的区块链网络中，节点通过计算随
机哈希散列的数值解争夺记账权，求得正确的数值解以生成区块的能力是节点算力的具体表
现。工作量证明机制具有完全去中心化的优点，在以工作量证明机制为共识的区块链中，节
点可以自由进出。大家所熟知的比特币网络就应用工作量证明机制来生产新的货币。然而，
由于工作量证明机制在比特币网络中的应用已经吸引了全球计算机大部分的算力，其他想尝
试使用该机制的区块链应用很难获得同样规模的算力来维持自身的安全。同时，基于工作量
证明机制的挖矿行为还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达成共识所需要的周期也较长，因此该机制
并不适合商业应用。
（2）权益证明机制
2012 年，化名 Sunny King 的网友推出了 Peercoin，该加密电子货币采用工作量证明机
制发行新币，采用权益证明机制维护网络安全，这是权益证明机制在加密电子货币中的首次
一
唐文剑，吕雯，等 . 区块链将如何重新定义世界［ M ］.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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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与要求证明人执行一定量的计算工作不同，权益证明要求证明人只提供一定数量加密
货币的所有权即可。权益证明机制的运作方式是，当创造一个新区块时，矿工需要创建一个
“币权”交易，交易会按照预先设定的比例把一些币发给矿工本身。权益证明机制根据每个
节点拥有代币的比例和时间，依据算法等比例地降低节点的挖矿难度，从而加快了寻找随机
数的速度。这种共识机制可以缩短达成共识所需的时间，但本质上仍然需要网络中的节点进
行挖矿运算。因此，权益证明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工作量证明机制难以应用于商业领域
的问题。
（3）股份授权证明机制
股份授权证明权益证明机制（DPoS）是一种新的保障网络安全的共识机制。它在尝试
解决传统的工作量证明机制和权益证明机制问题的同时，还能通过实施科技式的民主抵消中
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股份授权证明机制与董事会投票类似，该机制拥有一个内置的实时股权人投票系统，
就像系统随时都在召开一个永不散场的股东大会，所有股东都在这里投票决定公司决策。基
于 DPoS 机制建立的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依赖于一定数量的代表，而非全体用户。在这样的区
块链中，全体节点投票选举出一定数量的节点代表，由它们来代理全体节点确认区块、维持
系统有序运行。同时，区块链中的全体节点具有随时罢免和任命代表的权力。如果必要，全
体节点可以通过投票让现任节点代表失去代表资格，重新选举新的代表，实现实时的民主。
股份授权证明机制可以大大缩小参与验证和记账节点的数量，从而达到秒级的共识验
证。然而，该共识机制仍然不能完美解决区块链在商业中的应用问题，因为该共识机制无法
摆脱对于代币的依赖，而在很多商业应用中并不需要代币的存在。
（4）Pool 验证池
Pool 验证池基于传统的分布式一致性技术建立，并辅之以数据验证机制，是目前区块
链中广泛使用的一种共识机制。
Pool 验证池不依赖代币就可以工作，在成熟的分布式一致性算法（Pasox、Raft）基础
之上，可以实现秒级共识验证，更适合有多方参与的多中心商业模式。不过，Pool 验证池
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该共识机制能够实现的分布式程度不如工作量证明机制等。
6. 区块链核心技术六：分布式存储
分布式存储是一种数据存储技术，通过网络使用每台机器上的磁盘空间，并将这些分
散的存储资源构成一个虚拟的存储设备，数据分散地存储在网络中的各个角落。所以，分布
式存储技术并不是每台计算机都存放完整的数据，而是把数据切割后存放在不同的计算机
里。就像有 100 个鸡蛋，不是全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而是分开放在不同的地方，加起来鸡蛋
的总和是 100 个。
区块链技术原理的来源可归纳为一个数学问题：拜占庭将军问题。拜占庭将军问题延伸
到互联网生活中来，其内涵可概括为：在互联网大背景下，当需要与不熟悉的对手方进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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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活动时，人们如何才能防止不会被其中的恶意破坏者欺骗、迷惑，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进一步将拜占庭将军问题延伸到技术领域中来，其内涵可概括为：在缺少可信任的中央节点和
可信任的通道的情况下，分布在网络中的各个节点应如何达成共识。区块链技术解决了闻名已
久的拜占庭将军问题—它提供了一种无须信任单个节点还能创建共识网络的方法。

1.4.2

区块链结构

区块链技术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全新的技术，而是多种现有技术（如加密算法、P2P 文
件传输等）整合的结果。这些技术与数据库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数据记录、
传递、存储与呈现的方式。简单说，区块链技术就是一种大家共同参与记录信息、存储信息
的技术。过去，人们将记录、存储数据的工作交给中心化的机构来完成，而区块链技术则让
系统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数据的记录、存储。区块链技术在没有中央控制点的分布式对
等网络下，使用分布式集体运作的方法，构建了一个 P2P 的自组织网络。通过复杂的校验
机制，区块链数据库能够保持完整性、连续性和一致性，即使部分参与人作假也无法改变区
块链的完整性，更无法篡改区块链中的数据。
区块链技术涉及的关键点包括：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去信任（Trustless）、集体维
护（Collectively maintain）、可靠数据库（ReliableDatabase）、时间戳（Time stamp）、非对称
加密（AsymmetricCryptography）等。
1. 区块与链
区块（Block）：在区块链技术中，数据以电子记录的形式被永久储存下来，存放这些电子
记录的文件我们就称之为“区块”（Block）。区块是按时间顺序一个一个先后生成的，每一个
区块记录下它在被创建期间发生的所有价值交换活动，所有区块汇总起来形成一个记录合集。
区块结构（BlockStructure）：区块中会记录下区块生成时间段内的交易数据，区块主体
实际上就是交易信息的合集。每一种区块链的结构设计可能不完全相同，但大结构上分为块
头（header）和块身（body）两部分。块头用于链接到前面的块，并且为区块链数据库提供
完整性的保证；块身则包含了经过验证的、块创建过程中发生的、价值交换的所有记录。
区块结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首先，每一个区块上记录的交易是上一个区块形成之
后、该区块被创建前发生的所有价值交换活动，这个特点保证了数据库的完整性。其次，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旦新区块完成后被加入区块链的最后，则此区块的数据记录就再也不能
被改变或删除。这个特点保证了数据库的严谨性，即无法被篡改。
顾名思义，区块链就是将区块以链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数据库我们
称之为区块链数据库。区块链是系统内所有节点共享的交易数据库，这些节点基于价值交换
协议参与到区块链的网络中来。
由于每一个区块的块头都包含了前一个区块的交易信息压缩值，这就使得从创世块（第
一个区块）到当前区块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长链。由于如果不知道前一区块的“交易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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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就没有办法生成当前区块，因此每个区块必定按时间顺序跟随在前一个区块之后。这种
所有区块包含前一个区块引用的结构让现存的区块集
ćć

合形成了一条数据长链，如图 1-4 所示。
2. 分布式架构
构建一整套协议机制，让全网每一个节点在参与

Previous Block Hash

记录的同时也来验证其他节点记录结果的正确性。只

Block Hash

有当全网大部分节点（或甚至所有节点）都同时认为

ćć

这个记录正确时，或者所有参与记录的节点都比对结

Block N

Transaction Data List
ćć

果一致通过后，记录的真实性才能得到全网认可，记
录数据才允许被写入区块中。
构建一个分布式架构的网络系统，让数据库中的
所有数据都实时更新并存放于所有参与记录的网络节

Previous Block Hash

点中。这样即使部分节点损坏或被黑客攻击，也不会

Block Hash

影响整个数据库的数据记录与信息更新。

Block N

ćć

区块链根据系统确定的开源的、去中心化的协

Transaction Data List
ćć

议，构建了一个分布式的结构体系，让价值交换的信
息通过分布式传播发送给全网，通过分布式记账确定
信息数据内容，盖上时间戳后生成区块数据，再通过

ćć

分布式传播发送给各个节点，实现分布式存储。医疗

图 1-4

区块链的一个分布式架构示意图，如图 1-5 所示。
中心节点：
1. 牵头实现数据共享组网
2. 牵头制定智能合约
3. 建立区块链管理平台
4. 分析数据、归集数据
5. 牵头建立标准规范
医保局

卫计委
联盟领头
三甲医院

公共账本：
1. 记录所有医疗影像、电子病例、
专家标注等数字资源描述信息（该
信息与源节点数字—对应）
医疗研究
2. 记录所有交易信息
机构
诊疗信息组网：
1. 形成诊疗数据共享网络，联盟
医院可单独组链通过区块链路由
节点交换数据
2. 准入的节点可根据智能合约参
与数据交换流程

图 1-5

区块链结构

联盟
二甲医院

联盟
社区医院
三甲
医院

基层
医院

医疗影像系统

二甲
医院
电子病历

医疗区块链分布式架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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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对称加密算法
加密时的密码被称为“公钥”是公开的全网可见的，所有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公钥来加
密一段信息；解密时的密码被称为“私钥”，是只有信息拥有者才知道的，被加密过的信息
只有拥有相应私钥的人才能够解密。
区块链系统内，所有权验证机制的基础是非对称加密算法。常见的非对称加密算法包
括 RSA、ElGamal、D-H、ECC（椭圆曲线加密算法）等。
在非对称加密算法中，一个“密钥对”中的两个密钥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对信息用其
中一个密钥加密后，只有用另一个密钥才能解开；其中一个密钥公开后，根据公开的密钥别
人也无法算出另一个。那么我们就称这个密钥对为非对称密钥对，公开的密钥称为公钥，不
公开的密钥称为私钥。
在区块链系统的交易中，非对称密钥的基本使用场景有以下两种：
1）公钥对交易信息加密，私钥对交易信息解密。私钥持有人解密后，可以使用收到的
价值。
2）私钥对信息签名，公钥验证签名。通过公钥签名验证的信息确认为私钥持有人
发出。

1.4.3

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是合约的程式化表述，是一段应用程序的代码，可以对外提供服务。从这一
点上看，智能合约跟互联网上的其他应用并没有区别。但是从技术层面深入分析，我们认为
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关注：
1）智能合约是部署到区块链平台上的分布式应用。基于这一点，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智
能合约以及其运行的状态，也就是合约对所有人是透明的。
2）智能合约不依赖某个特定的硬件设备，智能合约的代码由所有参与者的设备来
执行。
智能合约目前还是初级阶段，比如比特币中只是转账交易，在业界也有很多人认为比
特币的转账交易不能被称为智能合约。以太坊设想把全世界的计算机组成一台世界性的计算
机，每条交易要消耗 gas，所设计的智能合约要考虑高昂的运行成本和安全问题，否则会发
生 TheDAO 事件。我们认为未来的智能合约需要考虑实现以下目标：
（1）面向专家的智能合约
合约要容易编写，合约的表达性要强，即很容易让看合约的人明白。各个行业内的专
家通常都是知识的拥有者，但不一定是一个程序员。这些知识需要通过编写合约才能被应用
和传递产生价值。所以合约的编写方法应该是“容易的”“通用的”和“多样化的”，使得任
何人都可以进行合约的编写，例如律师、会计、医生等，而不单单只是程序员。
（2）面向业务、面向问题的智能合约
合约的编写或者规则的制定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所以在合约的制作过程中不应该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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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因素而影响问题的解决。即编写合约的专家全部精力应该用在解决问题上，而无须关心
底层的操作需要消耗多少 gas、用什么数据库、两个区块链之间怎么解决跨链等问题。
（3）面向领域的解决方案
合约的模块代表知识的模块，知识模块可以被复用、验证，并且用以构建更大、更复
杂的知识。合约编写后应该可以被快速地复制和重用，合约的建立是在合约模块的基础之
上，合约的模块可以作为单独的解决方案，也可以被“拼凑”到大的合约之中。软件开发或
者程序开发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块化，然而软件的模块化表达性要远远低于合约执行图的
表达性，从而导致在可复制性、可重用性等方面的低效。
（4）可科学验证的智能合约
合约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软件错误，而程序的逻辑性错误几乎不可能通过软件测试的
方法被发现，未来的智能合约需要科学的验证方法来保障其正确性。
（5）合约的法律意义
合约的本意是指参与的多方要共同遵守的规则，当一方违约时应受到法律的制裁，所
以现实中的合约是具备法律意义的。但用程序代码表达的智能合约是无法具有法律意义的，
从而无法保护参与者，这样的合约难以被广泛地应用到大型的产业应用中。随着技术和社会
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期待在智能合约的法律意义上取得突破。
（6）可交互的智能合约
作为业务规则的智能合约，也可以代表一个决策的过程。例如一个专家医生可能通过
合约运行一个青光眼的手术诊疗决策，合约辅助诊疗过程。合约运行到某一步所推荐的决策
是通过理论支撑的，这时候需要把推理的结果和对此结果对应的支撑条件展现给医生，并且
同时给出可供选择的其他决策。医生此时是可以经验来覆盖计算机系统的决策的，所以需要
可交互式的智能合约。
（7）可信数据交换
数据交换作为数据获取的最重要的一种基本方法是需要通过可信的智能合约来实现，
通过合约实现的数据交换需要具备跨链的技术能力，从而实现不同组织之间的数据交换。这
里强调支持跨链的智能合约，也就是要求合约不会依赖于某个具体的区块链平台，而应该与
区块链平台有一种分离的架构。
（8）可信的业务协同
业务协同技术是联通企业和促进合作的桥梁。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政
府部门之间，甚至政府与政府之间、国与国之间都需要可信的业务协同，可信的业务协同是
建立在可信的数据交换之上的，是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来实现的。
基于以上目标，智能合约的核心技术如下：
1）智能合约和区块链分离的系统架构设计，实现合约的跨链操作，如图 1-6 所示。
智能合约是面向问题空间的，编写出来的智能合约模板要具备最大的通用度。有了通
用的合约模板，当业务部门之间需要交互和协作的时候需要合约能在多条区块链上执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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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求计算过程（智能合约）和数据状态（区块链可信数据以及跨链）相分离。在设计合约
的跨链协议的时候，通过资源锁、解锁操作实现跨区块链的操作和资源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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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合约架构图

2）智能合约的模板化。
在智能合约的开发框架内具备编写模板的能力，可以编写出能重复利用的合约模板，
由多个模板可以拼凑出具有更多计算能力和不同计算过程的模板。用户签订合约模板后它就
成为一个具体的合约实例，也就是执行中的智能合约。模板是具有通用性的一类合约，比如
一个基金清算的模板，一个利率计算的模板。将多套模板实例化后，用户可以生成多个具体
的实例合约。
3）可视化的智能合约开发环境。
将智能合约的设计开发过程通用化，并提供可视化的开发环境。业界研究的一个方向
是将合约的设计过程通过合约执行图的方法实现，合约执行图中的最小组件是：查询、动
作、决策和计划，这 4 个组件在一个用户友好的界面中以拖曳的方式完成，使得编写合约的
人无须懂得程序编写，而将全部精力集中在解决业务的思考中，专心构建任务与任务之间的
逻辑关系。这就大大简化了对合约的编写要求，提高二次开发的能力，增加合约的通用性。
这 4 个基本组件是基于推理的决策系统中所抽象出来的图灵完备组件，类似的语言系统已经
在医疗等决策系统中得到验证，并取得业界的认可。
4）提供基于任务流的合约虚拟机，将智能合约的执行过程通用化。
合约的组件或者合约的模块在业务层面也可以理解为任务，合约最终会翻译成合约组
件或者任务队列。合约分布式地部署在合约集群机上，这些集群机按照一定的共识算法遍历
合约队列和任务队列来执行合约。合约可以在一个或者多个虚拟机中轮番执行，以此保障合
约的长效执行方式。
合约执行的过程如图 1-7 所示。
5）提供形式化验证体系，采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智能合约的执行过程。
传统的合约验证方法只能是程序测试，但只能抓到有限的程序漏洞，并不能完全保证
合约的正确性。这就需要研究合约的科学化的验证方法，来验证合约的正确性，也就是形式
化验证方法。合约的科学化验证方法目前业界还处在起步阶段，形式化验证不光是智能合约
中难解的问题，也是所有软件的难题。这方面的研究消耗资源、消耗实践，并且常常不能通
用，比如操作系统 Windows 就常常出现崩溃的问题。在形式化验证理论中常用的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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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论的，有基于逻辑的定理证明等。其中基于图论的形式化验证方法比较实用，是比
较成熟和容易实现的。常用的方法有基于工作流建模的 Petri 图，通过可达性来验证工作流
模型；IBM 的 statechart 通过 model checking 来验证工作流模型。实际应用到智能合约，基
于合约执行图的方式是借鉴了工作流的方法，是未来进行合约形式化验证的一个可行的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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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执行的过程

跨链技术

区块链属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一种，每一条区块链都相当于一个独立的账本，通常情
况下不同账本之间是无法实现价值转移的。随着技术以及市场的发展，加密货币的种类越来
越多，与此同时也涌现出大量不同的区块链。不同链之间的协同从操作以及价值流通成为用
户们的新需求，因此区块链的“跨链技术”应运而生。
所谓“跨链”就是指原本存储在特定区块链上的资产可以转换成为另一条链上的资产，
从而实现价值的流通。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不同资产持有人之间的一种兑换行为，这个过程实
际并不改变每条区块链上的价值总额。就好像交易平台提供的币 - 币交易一样，不同类型
的数字货币之间可以进行兑换，只是交易平台的这一行为没有发生在区块链上而已。
从技术上来看区块链属于分布式账本，而从商业层面来看，它本质上属于一种价值网
络，不同区块链之间的孤立性不仅导致了数字资产不能在区块链之间流通，同时也将其价值
局限在了一个狭隘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空间。在区块链所面临的诸
多问题中，区块链之间互通性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区块链的应用空间。不论对于公有链还是私
有链，跨链技术就是实现价值互联网的关键，它是把区块链从分散的孤岛中拯救出来的“良
药”，是区块链向外拓展和连接的桥梁。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跨链技术。2017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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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莱特币创始人李启威就曾在推特上表示，莱特币与比特币实现了原子级跨链交换；11
月，闪电网络实验室完成了首笔从比特币到莱特币的闪电网络跨链交易。
目前主流的跨链技术包括以下几种。
1. 公证人机制（Notary schemes）
在中心化或多重签名的见证人模式中，见证人是链 A 的合法用户，负责监听链 B 的事
件和状态，进而操作链 A。其本质特点是完全不用关注所跨链的结构和共识特性等。假设 A
和 B 是不能进行互相信任的，那么就引入 A 和 B 都能够共同信任的第三方充当公证人作为
中介。这样的话，A 和 B 就间接可以互相信任。
公证人机制和现实中的第三方机构相似，充当区块链间共同信任的公证中介的角色。
该解决方案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瑞波实验室于 2012 年提出的 Interledger，这一协议相当于
“顶层加密托管系统”，在连接各区块链的同时，实现资金在各分布式账本间的流动。不过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特权的第三方公证人或许会成为整个系统信任环节中最弱的一环。
瑞 波 实 验 室 提 出 的 Interledger 协 议 旨 在 连 接 不 同 账 本 并 实 现 它 们 之 间 的 协 同。
Interledger 协议适用于所有记账系统，能够包容所有记账系统的差异性，该协议的目标是要
打造全球统一的支付标准，创建统一的网络金融传输的协议。
Interledger 协议使两个不同的记账系统可以通过第三方“连接器”或“验证器”互相自
由地传输货币。记账系统无须信任“连接器”，因为该协议采用密码算法，用连接器为这两
个记账系统创建资金托管，当所有参与方对交易达成共识时，便可相互交易。该协议移除了
交易参与者所需的信任，连接器不会丢失或窃取资金，这意味着，这种交易无须得到法律合
同的保护和过多的审核，大大降低了门槛。同时，只有参与其中的记账系统才可以跟踪交
易，交易的详情可隐藏起来，“验证器”通过加密算法来运行，因此不会直接看到交易的详
情。理论上，该协议可以兼容任何在线记账系统，而银行现有的记账系统只需小小的改变就
能使用该协议，从而使银行之间无须代理银行就可直接交易。
2. 侧链 / 中继（Sidechains/Relays）
与公证人机制相比，目前跨链技术应用较多的侧链或者中继模式则相对复杂，比如
polkadot 中继链。简单来说，该模式就是以锚定某种原链上的数字货币为基础的新型区块链
技术，在保证原有区块链数据隐私性及许可使用的同时，可实现多个区块链间的互相连接。
侧链是用于确认来自于其他区块链的数据的区块链，通过双向挂钩（TwoWay Peg）机
制使比特币、Ripple 币等多种资产在不同区块链上以一定的汇率实现转移。
所谓“多种资产在不同区块链上转移”其实并不会实际发生。以比特币为例，侧链的运
作机制是，将比特币暂时锁定在比特币区块链上，同时解锁辅助区块链上的等值数字货币；
当辅助区块链上的数字货币被锁定时，原先的比特币就被解锁。
侧链进一步扩展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范围和创新空间，使区块链支持包括股票、债券、
金融衍生品等在内的多种资产类型，以及小微支付、智能合约、安全处理机制、真实世界财

22

区块链网络构建和应用：基于超级账本 Fabric 的商业实践

产注册等，侧链还可以增强区块链的隐私保护。
（1）侧链技术：BTC Relay
侧链是以锚定某种原链上的代币为基础的新型区块链，如同美元锚定到黄金一样。侧
链可连接各种链，其他区块链则可以独立存在。但是，现在侧链很难做到在其上建立跨链智
能合约，所以很难实现各种金融功能，这正是现有区块链在股票、债券、衍生品等领域尚未
取得进展的原因。
BTC Relay 是在以太坊基金会支持之下诞生并成长起来的，它被认为是区块链上的第一
个侧链。BTC Relay 把以太坊网络与比特币网络通过以太坊的智能合约连接起来，可以使用
户在以太坊上验证比特币交易。它通过以太坊智能合约创建一种小型版本的比特币区块链，
但智能合约需要获取比特币网络数据，这还比较难实现去中心化。BTC Relay 进行了跨区块
链通信的有意义的尝试，打开了不同区块链交流的通道。
（2）中继技术：Polkadot 和 Cosmos
Polkadot 是由原以太坊主要核心开发者推出的公有链。它旨在解决当今两大阻碍区块链
技术传播和接受的难题：即时拓展性和延伸性。Polkadot 计划将私有链 / 联盟链融入公有链
的共识网络中，同时又能保有私有链 / 联盟链的原有的数据隐私和许可使用的特性。它可以
将多个区块链互相连接。
在 Polkadot 看来，其他区块链都是平行链，Polkadot 则通过中继链（relay-chain）技术
能够将原有链上的代币转入类似多重签名控制的原链地址中，对其进行暂时锁定，在中继链
上的交易结果将由这些签名人投票决定其是否生效。它还引入了钓鱼人角色对交易进行举报
监督。通过 Polkadot 可以将比特币、以太币等都链接到 Polkadot 上，从而实现跨链通信。
Polkadot 目前还是以以太坊为主，实现其与私链的互连，并以其他公有链网络为升级目
标，最终让以太坊直接与任何链进行通信。
Cosmos 是 Tendermint 团队推出的一个支持
跨链交互的异构网络。Cosmos 采用的 Tendermint

BTC
EXCHANGE

共 识 算 法， 类 似 于 实 用 拜 占 庭 容 错 共 识 引 擎，
具有高性能、一致性等特点。而且在其严格的
分叉责任制保证下，能够防止怀有恶意的参与
$04.04
)6#

者做出不当操作。
Cosmos 上的第一个空间叫作 Cosmos Hub。
Cosmos Hub 中心是一种多资产权益证明加密货

%0(&
&5)

币网络，它通过简单的管理机制来实现网络的
改动与更新，还可以通过连接其他空间来实现
扩展。

9.3

如 图 1-8 所 示 是 一 个 非 常 抽 象 的 系 统 架
构。中间的大圈是 Cosmos Hub，我们把它叫作

图 1-8

CosmosHub 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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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os 枢纽。旁边的这些小圈代表其他的区块链。这些区块链会通过互联链的通信协议与
Cosmos Hub 进行连接。比如比特币、门罗币、以太坊，还有另外一些去中心化的交易所的
一些链，理论上都可以连到这个 Hub 上。
Cosmos 网络的中心及各个空间可以通过区块链间通信（IBC）协议进行沟通，这种协
议是针对区块链网络的，类似 UDP 或 TCP 网络协议。代币可以安全快速地从一个空间传递
到另一个空间，两者之间无须体现汇兑流动性。相反，空间内部所有代币的转移都会通过
Cosmos 中心，它会记录每个空间所持有的代币总量。这个中心会将每个空间与其他故障空
间隔离开。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将新空间连接到 Cosmos 中心，所以 Cosmos 也可以兼容未来
新的区块链。
这一架构解决了当今区块链领域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应用程序互操作性、可扩展性，
以及无缝更新性。比如，从 Bitcoind、Go-Ethereum、ZCash 或其他区块链系统中衍生出来
的空间，都可以接入 Cosmos 中心。这些空间允许 Cosmos 实现无限扩展，从而满足全球交
易的需求。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IBC 协议，如图 1-9 所示。
Zone1

Hub
IBCBlockCommitTx
chain10=Zone1,height=100
IBCPacketTx
from=Zone1,status=AckPending

Zone2

IBCBlockCommitTx
chain10=Hub,height=300
IBCPacketTx
from=Hub,status=AckPending
IBCBlockCommitTx
chain10Zone2,height=400
IBCPacketTx
from=Zone2,status=AckSent
IBCBlockCommitTx
chain10=Hub,height=301
IBCPacketTx
from=Hub,status=AckReceived

图 1-9

IBC 协议逻辑时序图

IBC 协议定义了最主要的两个交易类型的数据包。一个是 IBCBlockCommitTx，它做的
事情实际上就是把发起的这条链的当前最新的区块的头部信息传到目标区块链。这样，目标
区块链就获得了当前最新的这个链里面的 Merkle Root。另外一个是 IBCPacketTx。这个传
递了跨链转代币的交易信息，这个交易信息是在消息体里面实际包含的 payload 信息，是原
链上的一个 Merkle Proof。
以 图 1-9 左 边 为 例， 如 果 把 Zone1 当 前 最 新 的 一 个 区 块 的 头 传 递 给 Hub， 那 么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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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道它最新的区块的 Merkle Root。当它接着收到一个 IBCPacket 的时候，就可以利用
Packet 中的 Merkle Root 来验证它所包含的 Merkle Proof 是不是正确的。当然隐含的条件就
是这个 Hub 是知道 Zone1 当前有效验证者的，也就是说 Hub 知道 Zone1 所有验证人的节点
的公钥。它就可以判断头里面的这个信息是有效的，因为它每一个区块头里面都是由超过
2/3 的验证人的私钥签名的。
这个图实际上是一个逻辑时序图。这个消息是怎么从 Zone1 传到 Hub，又从 Hub 传到
Zone2 的呢？是谁发起的这个消息传递呢？这里就涉及一个叫 Relay 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在
不同的两个区块链之间，它有一个第三方独立的摆渡程序，这个程序负责从原链生成这个
Merkle Proof，组装成 Packet，然后把它摆渡到目标链上。具体的架构图如图 1-10 所示。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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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c:<zone-B:>:out

ibc; <ht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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ŗ
Ŗ
࢞ଋ᎕

*#$⊴ᖛ
ะ⤲䕧䒽

̓ᒎ

*#$⊴ᖛ
ะ⤲䕧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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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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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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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c: <hub>:in

ibc:<zone-A:>:in

Cosmos 逻辑图

客户端如果想发起一个从 Zone A 到 Zone B 的代币转移。实际上第 1 步就要构造一个
这样的交易，这个交易发到 Zone A 这条区块链以后，Zone A 就对它这个消息进行逻辑处理，
比方说包括检查发起的客户在 Zone A 里面这种代币有没有足够的数量。如果说是有效的，
就到第 2 步，把这个交易放到面向这个 Zone 的消息队列里。这个消息队列在这里显示的是
一个先进先出的队列，但实际上它在这个队列里实现是一个 Merkle Tree。
在第 3 步中，中继程序作为 Zone A 的客户端，它实际上一直在监控这个队列。当它
看到有新的消息进来的时候，就会生成一个 Merkle Proof。然后把这个作为 IBCPacketTx
的 Payload。第 3 步，把它发到这个 Hub 里面。Hub 对这个消息进行验证，因为 Hub 拥有
Zone A 的当前有效的所有 IBCBlockCommitTx 和所有 Validator 的公钥，即得到所有交易的
Merkle Proof，所以它就可以验证收到的这个 Merkle Proof 是不是有效的，如果是有效的，
那就执行第 4 步：给 Zone B 的 Outgoing Queue 里放一个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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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和第 3 步非常像，就是在 Hub 和 Zone B 之间也有另外一个中继程序，那这个中
继程序也在监控这个 Hub 里的队列，当它发现有新的消息进来的时候，就构造一个这个消
息在 Hub 里的 Merkle Proof。然后把这个消息传递到 Zone B 里面。接下来，处理的结果会
以收据的方式，如图 1-10 中 6、7、8、9 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高度简化的流程，基本上准
确地反映了 IBC 的工作原理。
3. 哈希锁定（Hash-locking）
哈希锁定模式中的哈希锁定协议源于比特币的闪电网络技术，其能起到实时快速小额
支付的作用；后来协议内的关键技术—哈希时间锁合约被应用于跨链技术上。总的来说，
公证人模式和中继器 / 侧链模式均能支持跨链资产的交换及转移、跨链合约和资产抵押；而
哈希锁模式由于不易实现跨链合约，所以其应用场景较为受限，支持功能也相对较少。
Lightning network（闪电网络）提供了一个可扩展的比特币微支付通道网络，它极大提
升了比特币网络链外的交易处理能力。交易双方若在区块链上预先设有支付通道，就可以多
次、高频、双向地实现快速确认的微支付；双方若无直接的点对点支付通道，只要网络中存
在一条连通双方的、由多个支付通道构成的支付路径，闪电网络也可以利用这条支付路径实
现资金在双方之间的可靠转移。闪电网络的关键技术是 HTLC 哈希锁定技术，基本原理如
下：Alice 和 Bob 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协议将锁定 Alice 的 0.1 BTC，在时刻 T 到来之前（T
以未来的某个区块链高度表述），如果 Bob 能够向 Alice 出示一个适当的 R（称为秘密），使
得 R 的哈希值等于事先约定的值 H（R），Bob 就能获得这 0.1 BTC ；如果直到时刻 T 过去
Bob 仍然未能提供一个正确的 R，这 0.1 BTC 将自动解冻并归还 Alice。
闪电网络并不试图解决单次支付的问题，其假设是单次支付的金额足够小，即使一方
违约，另一方的损失也非常小，风险可以承受。因此使用时必须注意“微支付”这个前提。
4. 分布式私钥控制（Distributed private key control）
WanChain 万维链也支持主流公有链间的跨链交易，但首先需要完成在万维链上的注
册，确保万维链能够对该链进行唯一识别。对于跨链交易，万维链利用多方计算和门限密钥
共享方案。当一种未注册资产由原有链转移到万维链上时，万维链节点会使用一个基于协议
的内置资产模板，根据跨链交易信息部署新的智能合约创建新的资产。当一种已注册资产由
原有链转移到万维链上时，万维链节点会为用户在已有合约中发放相应等值代币，确保了原
有链资产在万维链上仍然可以相互交易流通。
万维链通过分布式的方式完成不同区块链账本的连接及价值交换。它采用通用的跨链
协议以及记录跨链交易、链内交易的分布式账本，无论公有链、私有链还是联盟链，均能接
入万维链，实现不同区块链账本的连接及资产的跨账本转移。
但是，实现各种链映射到一条链上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如果上面的智能合约还是像现
在的仅为交易触发，智能合约没办法实现分布式运算和多触发机制，那么多币种智能合约只
能实现相当有限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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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跨链技术以瑞波和 BTC Relay 为代表，它们更多关注的是资产转移；现有跨链技
术以 Polkadot 和 Cosmos 为代表，更多关注的是跨链基础设施。而新出现的 FUSION 实现
了多币种智能合约，是一种很有应用价值的公有链，在其上可以产生丰富的跨链金融应用。

1.4.5

ILP 详解及应用

1. 背景
自比特币诞生以来，加密数字货币的区块链网络越来越多，形成了蓬勃发展之势。但
是若在不同的区块链之间进行价值转移和交换，就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Alice 有
“比特币”，想通过“比特币”购买 Bob 的一个笔记本电脑；而笔记本电脑以“瑞波币”来
定价，不接受“比特币”。这时 Alice 就得想办法通过一定的兑换，将自己手中的“比特币”
换成“瑞波币”，再向 Bob 进行支付。这笔交易的过程应该是：首先 Alice 把“比特币”卖
出得到 USD，然后再用 USD 买入“瑞波币”。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个币价稳定性问题，币
价不稳定将会导致价值损耗。同时交易过程也很烦琐，周期过长。正是针对这样的问题，
Ripple 提出了一种跨链价值传输的技术协议 InterLedger Protocal（ILP）。
2. 简介
该技术是 Ripple 实验室于 2012 年提出的，相当于“顶层加密托管系统”，属于跨链技
术中的公证人机制的一个实现。ILP 创建了这样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两个不同的账本
系统可以通过第三方“连接器”来互相自由地转换货币。账本系统无须去信任“连接器”，
因为该协议采用密码算法为这两个账本系统和连接器创建资金托管，当所有参与方对资金达
成共识时，便可相互交易。ILP 移除了交易参与者所需的信任，连接器不会丢失或窃取资金，
这意味着，这种交易无须得到法律合同的保护和过多的审核，大大降低了门槛。
ILP 协议的核心思想在于：“账本”提供的第三方，会向发送者保证，他们的资金只有
在“账本”收到证明，且接收方已经收到支付时，才会转给连接者；第三方也同时也向连接
者保证，一旦他们完成了协议的最后部分，他们就会收到发送方的资金。
区块链从技术上是去中心化数据库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从商业层面则是价值网络。在
这个价值网络中，连接的有效节点越多、越分布，可能产生的价值叠加会越大。区块链是价
值网络空间的核心基础设施，为了让这种基础设施得到互联互通，可以自由地进行传值转
换，需要通过跨链技术，对不同区块链进行连接和扩展，构建价值网络的“高速公路”。
3. 账本
各“账本”要想利用 ILP 技术与其他区块链或者“账本”进行价值转换，必须满足一
定的基础条件，才能更好地使自己发行的代币与其他电子货币进行交换，从而被大众接受。
1）必须支持自己“账本”所管理下的一个账户向自己“账本”所管理下另外一个账户
进行转账操作；
2）必须支持“托管”式的交易操作，该类型的交易需要两个必要参数：一个执行“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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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交易的“原像条件”，一个超时时间；
3）任何用户，不局限于“托管”交易的创建者，在提供“托管”交易的“原像条件”
时，就可以决定“托管”交易是被执行还是被拒绝；
4）如果“托管”交易创建后超时，“托管”交易就会自动失效，“托管”交易里所托管
的货币会重新进入“托管”交易的创建者账户；
5）
“账本”所支持的交易需要具有携带简短消息的功能；
6）
“账本”支持事件通知功能，使得各方能及时知道发生了一笔针对自己的“托管”交易。
4. 流程
（1）整个交易流程分为“发送方—> 接收方”与“接收方—> 发送方”两个主流程。每
个流程由发生在各个“账本”上的各个子交易（“托管创建”与“托管确认”）组成。“发送
方—> 接收方”流程全部是“托管”的创建动作，“接收方—> 发送方”则全由“托管”的
确认动作组成。
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接收方对“账本 N ”上的“托管”交易进行确认前，所有“账本”
上被创建的“托管”交易并未被确认，这时每一个“账本”上“托管”交易里指定的源账户
并未真正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出去，而是由“账本”系统进行了托管。只有当接收方进行确认
后，在“接收方—> 发送方”的返回流程中，各个“托管”交易才被确认，此时各个“账本”
的“托管”交易里指定的目标账户才真正得到源账户的资产，真正发生资产价值转移。
在交易的整个链条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上的交易在被确认之前都处于“托管”状态，并
没有发生价值转移。即使是连接者去破坏交易，比如说将交易发往另外的地址，发送者也不
会有损失，因为最后托管的交易不会得到执行，超时时间条件达成后，交易中的资产会返回
给源账户。
当接收者收到一个涉及自己账户的“托管”交易的通知时，接收者会确认交易细节从
而确定交易是否正确，然后提供“托管”交易所指定条件的原像，向“账本”系统发出“托
管确认”操作，接收者真正得到所需要的加密电子货币。接下来，整个传输链条上的每一个
连接者都用同样的“条件原像”去“托管确认”属于自己的“托管”交易，最终每个连接者
都收到自己应得的资产价值。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各个“连接者”在创建自己发出的“托管”交易时，设置
的超时时间一定要小于自己收到的“托管”交易里所设置的超时时间，从而自己在得到条件
的原像时，有时间去执行自己收到的“托管”交易的确认操作，否则会出现自己创建的“托
管”交易被接收方或者其他的连接者确认，但自己来不及去确认“属于”自己的“托管”交
易，从而造成损失。换句话说，在“账本 B ”上把资产转移给了另外一个账户，而在“账本
A ”上未确认对应的资产，因此造成资产损失。
（2）我们使用前面提出的场景来描述整个交易的详细步骤，如图 1-11 所示。
对象：发送方—Alice，接收方—Bob，连接者—C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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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本关系：Alice 拥有 bitcoin 的账户，Bob 拥有 ripple 的账户，Cot 拥有 bitcoin 与 ripple
账户。
场景：Alice 要从网上购买 Bob 的笔记本电脑，定价为 29230 个 ripple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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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ri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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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P 交易步骤示意图

1）Alice 通过即时通讯软件或者其他通讯手段，得到 Bob 提供的一个“共享密码”。通
讯一定要以加密方式进行，使得在沟通后，只有 Alice 与 Bob 知道这个“共享密码”；同时
Bob 会告诉 Alice 自己在 ILP 网络中对应的唯一地址，例如 g.ripple.rHCvhtqhXuBvWt5g79g
yXfpG8VcrvUm9E9。
2）Alice 向 Cot 询价，查询自己想发送 29230 个 ripple 币需要多少个 BTC，此时 Cot
会按实时的 BTC 与 ripple 行情算出需要 1 个 BTC，同时 Cot 会多收 0.00001 个 BTC 作为手
续费。最终 Alice 得到的询价结果为：需要向 Cot 支付 1.00001 个 BTC。
3）Alice 按 ILP 规定的消息格式生成所需要的 ILP 包，ILP 包里指明目标地址为 Cot。
同时基于 ILP 包的私有内容与“共享密码”生成一个“条件原像”，对“条件原像”进行哈
希散列，得到一个“托管”交易的“条件”。
4）Alice 在 bitcoin 账本系统上发起一个“托管”创建操作，设置了步骤 3 中的“托管”
条件及一个超时时间，同时设置 ILP 包。
5）Cot 在 bitcoin 上监测到一个涉及自己的“托管”创建操作。
6）Cot 解析 ILP 包，计算出自己应该向 Bob 转 29230 个 ripple 币，同时修改 ILP 中的
目标地址为 Bob。
7）Cot 在 ripple 账本系统上发起一个“托管”创建操作，设置了步骤 3 中的“托管”
条件及一个超时时间（此超时时间要小于步骤 4 中的超时时间）。同时设置 ILP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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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ob 在 ripple 上监测到一个涉及自己的“托管”创建操作。
9）Bob 解析 ILP 包，用自己的“共享密码”及 ILP 包里的私有内容生成一个“条件原
像”及对应的“条件”。Bob 对比“托管”创建交易里携带的“条件”与自己生成的是否相
同，并核实“托管”交易中指定的资产数量是否是 29230，他确认“托管”交易：接收或拒
绝。我们这里假定接收。
10）Bob 在 ripple 账本系统上发起一个“托管”确认操作，设置上“条件原像”，ripple
账本上的“托管”交易完成，Bob 收到 29230 个 ripple 币。
11）Cot 在 ripple 上监测到一个涉及自己的“托管”确认操作。
12）Cot 分析“托管”确认操作的内容，得到“条件原像”。
13）Cot 在 bitcoin 账 本 系 统 上 发 起 一 个“托 管” 确 认 操 作， 设 置 上“条 件 原 像”，
bitcoin 账本上的“托管”交易完成，Cot 收到 1.00001 个 BTC。
14）Cot 在 bitcoin 上监测到一个涉及自己的“托管”确认操作。
从交易流程中我们可以看到，ILP 是利用各个“账本”所提供的“托管”功能实现各子
交易的。
如图 1-12 所示，“托管”交易包含 4 个主要

Ӂ

Ӭ

ዑᣈ

步骤。
1）准备：此时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只进行了
必要数据的准备。
2）创建：隶属于一个“账本”系统上的某个

ᒅ

ଝᏚื᷃

图 1-12

ILP 托管步骤示意图

账户的资产被“托管”。
3）确认：“托管”交易完成，资产发生转移，从“账本”系统内的一个账户转移到了
另外一个账户。
4）拒绝：“托管”交易被取消，资产回到“账本”系统的源账户。
“托管”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托管”交易被创建后，发送方的资产并未真正转移。
2）
“托管”交易不能被撤销或者在一定时间内不能撤销。
3）任何人只要知道“托管”交易列出的“条件原像”，都可以使得“托管”交易被确认，
不必要发送方去执行“托管”交易的最终确认操作。
4）任何人只要知道“托管”交易列出的“条件原像”，都可以拒绝“托管”交易，不
必要发送方去执行“托管”交易的拒绝操作。
5）
“托管”交易可以设置超时时间，若在规定时间内无人进行“确认”操作或者“拒绝”
操作，则“托管”交易自动失效。
“托管”交易是 ILP 实现的前提条件，实现“托管”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账本”
本身具有的功能，也可以是通过双方信任的第三方来代替实现。只有通过“托管”的方式，
才能保证各方的利益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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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
ILP 用了一种带“条件”的交易来保证资产价值在各个“账本”系统之间传递时的安全，
发送方用一种加密证明来保证发出去的资产要么被接收方接收，要么返回到发送方的账户。
在整个过程中，连接者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是此风险基本可控，风险只与连接者选用
的“账本”系统及直接连接的节点有关。
（1）连接者
在 ILP 协议中，连接者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支撑起整个跨链网络，使得跨链的资产交
换得以正常进行。连接者之所以有积极性是因为在提供资产转换的过程中会收取一定的费
用，像做市商时收取的佣金一样有利可图。
但在这个过程中连接者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当连接者发出去的“托管”交易被成功确
认，但是自己没有及时去确认自己收到的那个“托管”交易，这样本该发给自己的资产就会
返回到源账户的地址，从而造成一定的损失。
当连接者未能及时确认发往自己的“托管”交易时，只能靠发送方再次发送带有同样
执行“条件”的同样的“托管”交易过来。当连接者收到这个“托管”交易时，再用上次记
下来的“条件原像”去确认这个新的交易。
要想让发送方愿意重复发送已经失效的交易，就需要给这样做的发送方一定的奖励，
比如降低佣金、优先进行资产转换等。
（2）问题
1）接收方是否会在没有确认涉及自己的“托管”交易时，泄露“条件原像”？
答：如果接收方正常的话，不会有此现象发生。因为这样自己的权益不会被保证，会
造成发送方已经发送，接收方收不到资产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接收方要承担责任。
2）接收方是否会只确认对方的“托管”交易，却不公布“条件原像”？
答：不会，“托管”确认交易的必要参数之一就是“条件原像”，只要“托管”交易被确
认，“账本”系统上就可以查看此交易，从而得到“条件原像”。
3）连接者在未来得及确认涉及自己的“托管”交易，同时发送方又不再次发送，怎
么办？
答：没办法，确实无法回避此问题。
4）在发送方与接收方之间有多个连接者的情况下，如果第 1 个连接者先于第 2 个连接
者收到了“条件原像”，是否会给第 2 个连接者造成损失？
答：不会，因为第 1 个连接者创建的“托管”交易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取消，只要在超时
时间内第 2 个连接者收到了“条件原像”，就可以确认涉及自己的“托管”交易。
5）谁可以做连接者？
任何拥有两个以上“账本”系统账号的个人都可以做连接者。
6. 核心
大家已经发现了，ILP 并未创建一个统一的“账本”系统，也未要求参与的各方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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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个人或者机构，而是依靠现有的、已经存在的“托管”交易来保证各方的利益。那么
ILP 事实上做了什么事呢？
ILP 提出了一种跨链资产转移的方法，但是其首先是一个协议，协议的核心在于以下
两点：
1）确定了各个“账本”系统上的每个账户的地址规则，即通过层级关系来确定某一个
账号是属于某个范围内某个“账本”上的。
例如 g.ripple.bob，表示公链 ripple 上的一个账户 bob。
2）定义了在跨链交易时的消息传递格式，使得发送方、接收方、连接者之间可以用同
样的消息格式进行信息的传递，用以确认收到消息及得到自己的目标地址。
一来使得交易流程中的各个子交易能确定转移的账户，二来使得各方采用统一的格式
进行消息传递。
7. 应用场景
1）在只拥有加密电子货币 A 的情况下，以加密电子货币 B 的形式进行支付；
2）拥有不同加密电子货币的账户，想在隶属于不同“账本”的账户之间进行货币的价
值转换；
3）同一集团下不同私有链之间进行同类型货币的价值互换。

1.5

热门区块链平台对比分析

1.5.1

分析背景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为智能合约的运行提供了不可抵赖的可信执行环境。以太坊将区
块链和智能合约结合，创建了在区块链上实现智能合约、开源的底层系统，极大地便利了区
块链应用的开发，并且拓展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这就是所谓开启的区块链 2.0 时代。
从 2015 年以太坊受到关注至今，大量区块链项目基于以太坊开发，微软等科技巨头也发起
成立了以太坊企业联盟（EEA）。
然而，在面向企业级商用的过程中，以太坊共识机制的性能问题、开放网络的隐私性
问题等，都在实际运用中面临诸多考验。基于将智能合约与区块链结合的基本理念和技术，
众多团体和企业推出了自己的区块链应用平台。本节将选取部分平台，分析其在共识机制、
性能、隐私保护、智能合约、技术路线等方面的异同。

1.5.2

平台简介

1. 以太坊
以太坊（Ethereum）是由 Vitalik Buterin 和 Gavin Wood 领导开发的、支持智能合约的去
中心化应用平台。以太坊提供图灵完备的脚本语言，极大拓展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项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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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年末发布白皮书启动，2015 年 7 月产生创世区块。
2. EOS
EOS 是 由 BM（Daniel Larimer） 领 导 开 发 的 区 块 链 应 用 平 台， 其 全 称 是 Enterprise
Operation System，是为商用分布式应用设计的一款区块链操作系统。EOS 是引入的一种新
的区块链架构，旨在实现分布式应用的性能扩展。首先，EOS 有点类似于微软的 Windows
平台，通过创建一个对开发者友好的区块链底层平台，支持多个应用同时运行，为开发
dAPP 提供底层的模板。其次，EOS 通过并行链和 DPOS 的方式解决了延迟和数据吞吐量
的难题，EOS 的处理量是每秒百万级别。最后，EOS 是没有手续费的，普通受众群体更广
泛。EOS 上开发 dAPP，需要用到的网络和计算资源是按照开发者拥有的 EOS 的比例分配
的。若你拥有了 EOS，就相当于拥有了计算机资源，随着 dAPP 的开发，你可以将手里的
EOS 租赁给别人使用，单从这一点来说 EOS 也具有广泛的价值。简单来说，就是你拥有了
EOS，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套房，可以租给别人收取房租，或者说拥有了一块地，可以租给别
人建房获取利益。
3. BCOS
BCOS 是微众银行、万向区块链、矩阵元联合创建的企业级应用服务的区块链技术平
台，为分布式商业提供完备的区块链技术基础设施及服务。2017 年 7 月，BCOS 第一阶段
正式开源。
4. CITA
CITA 是由 EEA（企业以太坊联盟）创始成员之一—Cryptape 秘猿科技自主研发的企
业级区块链产品原型。CITA 以高可靠性、高性能、高扩展性以及未来适应性为设计目标，
于 2017 年 7 月发布开源版本。
5. Hyperledger
超级账本（Hyperledger）项目是首个面向企业应用场景的开源分布式账本平台。主要包
括如下顶级项目。
1）Fabric：包括 Fabric、Fabric CA、Fabric SDK（包括 Node.Js、Python 和 Java 等语言）
和 fabric-api 等，目标是区块链的基础核心平台，支持 PBFT 等新的共识机制，支持权限管
理。最早由 IBM 和 DAH 发起。
2）Sawtooth：包括 arcade、core、dev-tools、validator、mktplace 等，是 Intel 主要发起
和贡献的区块链平台，支持全新的基于硬件芯片的共识机制 Proof of Elapsed Time（PoET）。
3）Iroha：账本平台项目，基于 C++ 实现，具有不少面向 Web 和 Mobile 的特性。主要
由 Soramitsu 发起和贡献。
4）Blockchain Explorer ：提供 Web 操作界面，通过界面快速查看查询绑定区块链的状
态（区块个数、交易历史）信息等。由 DTCC、IBM、Intel 等开发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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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ello ：提供区块链平台的部署和运行时管理功能。使用 Cello，管理员可以轻松部
署和管理多条区块链；应用开发者可以无须关心如何搭建和维护区块链。由 IBM 团队发起。
6）Indy：提供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数字身份管理机制。由 Sovrin 基金会发起。
7）Composer ：提供面向链码开发的高级语言支持，自动生成链码等。由 IBM 团队发
起并维护。
8）Burrow ：提供以太坊虚拟机的支持，实现支持高效交易的带权限的区块链平台。由
Monax 公司发起支持。
9）Quilt ：是 Interledger Protocol（ILP）协议的 Java 实现，是日本的 NTT Data 贡献的。
Interledger Protocol 定义了分布式账本与分布式账本之间、传统账本与分布式账本之间的交
互过程。
6. MOAC
MOACBlockchain（简称 MoacChain，也被称为 MOAC 区块链、众链之母、女娲链）是
一个基于加密协议的开放源码软件，实现在 P2P 网络上支持多种子区块链的公共区块链系
统。此区块链中内置的、可挖矿产生的、用于交易的原生加密数字币被称为 MOAC，中文
叫墨客。MoacChain 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正式发布。

1.5.3

类别对比

1. 企业级平台投身联盟链
公有链这类开放的网络环境需要面临复杂的拜占庭将军问题、女巫攻击问题等，因此
设计共识算法将以效率换取安全有序，不能满足企业级的高效率应用。而联盟链的形式可以
较好地满足企业级应用的需求。
（1）准入机制
在联盟链中，只有获得特定许可的节点才能接入网络。准入机制杜绝了女巫攻击问题。
（2）可信记账节点
只有特定的节点才能从事记账、参与共识算法，这使得传统共识算法有了用武之地，
为交易处理的低延迟和吞吐量大幅度增长提供了可能。
2. 非企业平台坚守开放性
以太坊和 EOS 作为个人创始人及其技术团队的创作，坚持“去中心化”的开放理念，
采用公有链的形式。全世界任何节点都可读取、发送交易，且交易能获得有效确认，任何节
点都能参与其中的共识过程。公有链在一定程度上性能较为低下，但对于区块链的发展仍有
积极意义。
（1）规则可信
规则公开、透明、可预见，保护用户免受开发者的影响。在公有链中，程序开发者无
权干涉用户，所以区块链可以保护使用其程序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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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访问门槛低
无须类似联盟链搭建应用需要运营方许可，任何拥有足够技术能力的人都可以访问，
利于区块链应用的普及。

1.5.4

共识机制对比

1. 从 POW 机制转型成共识
比特币作为首个且具有开放性的比特币网络，采用 PoW（工作量证明）机制，需要网络
节点运用算力解决复杂数学谜题的方式分配记账权，保证了比特币网络在没有中心化机构治
理的情况下安全地运行。
然而开放网络环境下的安全将牺牲效率，PoW 机制需要消耗算力，对算力的浪费也被一
些人士的观点所诟病。为了面向真实世界的高并发应用，区块链平台纷纷由 PoW 机制转型。
EOS 采取了已经在 Bitshares 上验证成熟可行的 DPOS（股份授权证明）共识机制。
BCOS 和 Fabric 均认可 PBFT 和 RAFT 的共识机制，采用插件化设计实现，通过修改
系统配置，即可以在一个联盟链里使用不同的共识机制。
CITA 当前支持 Tendermint 算法，亦称 BFT 共识机制。Tendermint 算法是一个加密技
术平台 Tendermint 提供的技术方案。
以 太 坊 虽 然 目 前 仍 是 采 用 PoW 机 制 运 行， 但 在 以 太 坊 的 技 术 路 线 里 早 已 提 出 将 向
PoS（权益证明）机制转变。而以太坊本身也设置了算力难度随着区块高度的增加递增，最
终整个网络难以出块的机制，表现了转向 PoS 机制的坚定决心。在具体实施中，提出了
PoS+PoW 的混合方案，也是由 PoW 机制的转型。
MOCA 保持现有比特币和以太坊这种公有共享（PoW），便于全球铺开的方式，但是又
满足由 PoS 带来的速度，可以做到每秒几千笔的交易处理水平。MOAC 提出一个子母链的
概念，母链，按照目前的以太坊的 PoW 算法（用 GHOST 解决分歧），就是可以全球铺开，
但是速度慢且时效长；子链，按照 PoS 算法，已经被小型网络验证，可以有比较高的速度。
2. 记账权分配：公有链“凭股份”，联盟链“靠指派”
以太坊和 EOS 采用股份证明为主的形式。作为开放的公有链网络，拥有代币量大的账
户将拥有更多的记账权。然而这一机制容易带来代币持有量大的节点而独占记账权。为此，
PoS 和 DPoS 机制采取了不同解决方式。
一般性 POS 机制根据节点持有的代币的量和时间（币天）分配记账权。币天越大，获取
记账权的可能性越大。通过一次记账后币天销毁的模式，避免持有代币份额大的节点长期独
占记账权的情况。以太坊设计中 PoS 机制—Casper，通过下注共识来形成共识结果。通过
确保每一个节点只有在由所有节点组成的联盟中才能获得最大利益的方式抵御多数派攻击。
DPoS 机制通过选举的方式，委任 N 个节点（见证人）参与记账。见证人轮流出块，出
块顺序随机，权利完全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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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链 BCOS、Fabric 支持 PBFT、RAFT 的共识机制，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指定
需要采用的共识机制。在记账权分配和共识机制的形成中，按既定规则指派记账权：PBFT
共识机制将服务器节点分为主节点和从节点两类，主节点轮流担任，由主节点排序共识
请 求， 从 节 点 按 照 主 节 点 的 顺 序 执 行 请 求； 而 RAFT 则 更 进 一 步，Leader 独 占 记 账 权，
Follower 按照 Leader 的指令同步账本。虽然 Leader 也由选举产生，但不同于 DPoS 机制，
Leader 不用轮流出块，在一定时期内独占记账权。
3. 拜占庭容错：越开放越高
记账权越开放的平台，容错能力越高，可以接纳不可信节点和故障节点的能力也越高。
PoS 机制具有 49% 的容错能力。
EOS 采用的 DPoS 机制具有 10/21 的容错能力，约 47%，低于 49%。
而 PBFT 具有 m/3m+1 的容错能力，接近 1/3。
Tendermint 能够容忍 1/3 的拜占庭节点。RAFT 是非拜占庭问题中的共识算法，假设不
存在不可信节点，不考虑拜占庭将军问题。其容错能力为 0%，只适合在十分可信的环境中
运行。
4. 激励机制：公有链靠代币，联盟链靠场景
为了维护网络节点的规模和正常运行，公有链的共识机制建立在经济激励之上。
一般性 PoS 机制中，记账节点产生区块完成记账后，其币天将会清零，而获得与币天
数量成一定比例的代币利息奖励。
DPoS 机制中，每次生成一个块时，会奖励该区块生成者代币。所创建的代币数量由所
有区块生成者所公布的期望报酬的中位数决定。EOS 可能被配置为限制区块生成者所得奖
励上限，使代币供应的年总增长不超过 5%。
而目前的 BCoS 等联盟链，没有直接提到关于记账节点经济激励的内容。记账节点参与
共识主要出于区块链应用带来的成本节约，即靠区块链场景应用带来的收益，如微众银行运
行的联合贷款备付金管理及对账平台，把此前联合贷款结算需要 T+1 的对账周期缩短到准
实时，提高了运行效率，参与方都获得了链外的业务收益。

1.5.5

性能对比

1. 参与共识节点数越少，性能越好
弃用 PoW 机制之后，节省了解决数学难题的成本，但仍有参与共识的节点通讯效率和
协商成本。根据参与共识（记账）的节点数排序为 POS>DPOS>PBFT>RAFT。
1）PoS 机制可由全部持有代币份额的节点参与记账。以太坊尚没有实际采用，出块时
间不确定，但至少应该优于目前的 15 秒出块时间。
2）DPoS 机制由选出的 N 个节点参与记账，EOS 的 DPoS 机制设计的出块时间是 3 秒。
3）PBFT 在联盟链的有限节点数中，通过一致性协议达成共识。虽然节点数有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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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节点间两两通信完成一致性协议。
4）RAFT 的 Follower 直接按 Leader 的指示同步账本，同一时期记账节点只有一个，直
接而高效。RAFT 和 PBFT 设计均能实现秒级出块时间。
2. 环境越可信，性能越好
公有链由于技术与治理的高度去中心化，考虑拜占庭问题会牺牲效率，并且也无法取
得强一致性。企业级应用中用户具有更好的协调机制，通过授权机制，网络环境更可信，能
够提升性能。RAFT 完全基于可信环境，Follower 按照 Leader 的指令同步账本，效率高。
3. 异步处理成亮点
CITA 的共识服务只负责交易排序，交易处理服务只负责对排好顺序的交易进行处理，
共识过程可以先于交易处理完成，交易处理服务可以异步执行。异步交易处理技术使 CITA
具有更好的共识性能。
MOAC 用了异步调用智能合约，智能合约的启动到完成可以跨区块，不是限定在一个
区块内完成，这样也导致了 MOAC 的吞吐速度要快很多。

1.5.6

隐私保护对比

1. 联盟链共识隔离
企业级区块链平台在隐私保护方面殊途同归。总的来说，基于假名的隐私保护，不能
满足企业级的隐私保护需求。将交易信息发送到全网共识，由于节点之间业务可能存在竞争
关系，不利于商业秘密的保护，而零知识证明以及同态加密，可以做到在不知道交易数据的
情况下执行交易。但是这些技术被认为并不成熟，性能难以实用，安全性有待时间检验。因
此，在隐私保护方面，联盟链将需要隐私保护的数据不发送到全网，仅在有限节点进行共识
和确认，即共识隔离。可见，网络分区共识隐私保护可能成为可行技术条件下的主流。
1）CITA：交易局部执行
CITA 只将隐私交易的哈希值发送到全网，而隐私交易的完整数据只在相关节点保存。
具体方案是，隐私交易提交后，加密传送给拥有解密私钥的节点，同时交易哈希值被
打包进入区块链。隐私交易数据只在拥有解密私钥的相关节点上保存，相关节点先解密再执
行交易，交易数据不会发送给不相关节点，这就杜绝了任何信息泄漏的可能。
2）BCOS：隐私数据甄别处理
BCOS 对数据的安全和敏感级别进行甄别，仅把需要对全网确认共识的数据发送到联盟
链上进行共享。这一点与 CITA 非常相似。
通过细粒度的权限控制，利益相关方有权利看到明文数据，其他参与者没有权利看到
明文数据，但其必须可以对密文数据的真实性进行验证。（以上为 BCOS 备选方案）
3）Fabric：订阅隐私通道
Fabric 采用一种非常有特色的隐私保护方案。Fabric 仅为网络节点提供共识服务，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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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节点之间并不维护同一个账本，通过订阅通道的方式与共识服务相连接。只有订阅同一个
通道的节点可以维护和分享同一个账本，从而成一个个具有保密性的通讯链路。账本和账本
之间批次隔离，形成了一个个隐私的共识通道，完全杜绝了信息泄漏的可能。
2. 公有链弱隐私
以太坊和 EOS 在隐私保护方面基于假名保护，没有做更多的延展。

1.5.7

智能合约对比

1. 虚拟机与支持语言
以太坊基于以太坊虚拟机 EVM，主要支持的开发语言有 Solidity、Serpent、LLL。
以太坊之后推出的区块链平台，将支持更多种用于智能合约开发的编程语言。
BCOS 平台计划在下一版本支持更高性能的虚拟机，支持更主流的开发语言，如 JVM
虚拟机和 Java 开发语言。
Fabric 支持的语言有 Go、Java、Nodejs。
而 EOS 采取虚拟机独立架构，脚本语言和虚拟机的实现将独立于 EOS 操作系统技术，
任何开发语言或虚拟机都可以通过 API 与 EOS 集成在一起。EOS 计划支持 C++ 语言。
2. 灵活的业务场景执行器配置
不同于以太坊只提供 EVM 虚拟机，CITA 将共识服务和交易处理独立后，可以为不同
的业务场景提供不同的执行器处理。交易在经过共识服务排序后，由交易路由分配到不同的
执行器处理。通过灵活的视图配置，CITA 可以全面支持各种应用场景。

1.5.8

技术路线对比

通过在可信环境中采用 PBFT 等共识算法，区块链平台的性能较 PoW 机制下有了质的
飞跃。而 CITA 提出的异步处理及微服务技术等，将进一步提升共识和交易处理的性能。另
一方面，通过“共识隔离”，使得在技术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实现了隐私保护。
但在面向真实商业环境的应用中，现有平台仍然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需要重点研究。
1. 预言机管理
智能合约将应用于真实商业环境，而其数据也将来自真实环境。预言机提供的解决方
案让区块链的智能合约获取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数据信息，但这一链接链上与链外的环节存在
众多无法信任的环节。
如何保证预言机读取的数据准确、如何保证预言机不受攻击和控制、如何在预言机发
生错误的情况下调整智能合约的执行等问题，都将直接影响智能合约的实用性和扩展性。
BCOS 提出可信信息管理，即采用特定的共识机制对预言机提交信息的确定性做出判
断，让信息知晓者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基于区块链数字身份提交现实世界的数据信息，并采用
一定的惩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信息数据的确定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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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孤链窘境
为了解决传统互联网世界的信息孤岛问题，区块链使用去中心化网络的结构，试图通
过信息共享来解决数据孤岛的问题。然而，众多区块链应用的出现，区块链的链与链之间并
不互通，使区块链也面临这一种“孤链”的窘境。这不符合区块链的初衷。
如何根据业务功能、隐私保护、数据隔离、性能容量扩展的需求等，在同一个区块链
平台实施多链共存？如何在身份准入机制、信息标准、业务形态都不一致的区块链平台之间
实施信息和业务交互？这些有望成为开发的重要方向。

1.5.9

经济模型对比

1. 以太坊经济模型
建立在以太坊（公链）上应用的每一个操作需要支付以太币，包括转账、智能合约中每
一步操作，这样防止了恶意程序的攻击，同时将以太币作为对矿工的奖励。
以太坊具有交易系统的价值，以太币可通过以太坊进行二级市场交易。以太币的消耗
（销毁）和增发（挖矿）使其成为一个流动的经济系统，围绕着这个经济系统，以太坊本身也
可看作一个去中心化的公司。
以太坊 Ethereum 系统目前存在的问题如下：
1）以太坊的性能不能支撑普通商业应用。
2）Gas 费用高。
3）以太坊系统设计太复杂，导致它难以按计划切换 PoS，而且经常发生相关的安全性
问题。
4）以太坊目前的 PoW 共识机制成本太高（占到新币价值的 11%）。
2. EOS 经济模型
EOS 经济模型中，比较合理地考虑到超级节点、持有 EOS 的普通用户和社区的三方利益。
区块生产者的利益如下：
1）区块生产者提供带宽、计算能力和存储，获得出块 Token 奖励，类似矿工。
2）Token 的每年增长比例不会超过 5%。
Token 持有人的利益如下：
1）一个账户持有所有 Token 发行总量的 1%，那么账号就具有使用 1% EOS 计算资源
的能力。
2）如果你持有 Token 但不使用 EOS 计算资源，你可以将 Token 借给别人并获得收益。
3）企业可以在 EOS 上创建应用供用户使用，并为用户支付 EOS 费用，类似银行提供
的免费转账。
4）只要你在 EOS 上有状态数据存储（将来会用到），则你必须保留一定数量的 Token，
也就意味着 Token 被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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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利益在于用户可以选出 3 个优秀社区应用，每年能够获得一定数量的 Token。
EOS 从经济上的主要思考点如下：
1）Token 代表使用权，使用系统资源并不消耗 Token。
2）可流通的 Token 会随着系统存储的状态越来越多而减少。
3）系统使用费用与 Token 当前发币价格无关，这解决了以太坊 Gas 价格的问题。
3. 瑞波经济模型
瑞波目前是专门为跨境的外汇汇款、支付、清缴等设计的一个系统。靠收取手续费赚
钱。目前瑞波有 3 种提供跨境交易的模式，分别为 xCurrent、xRapid、xVia。
xCurrent 是由中间银行作为中转来完成
交易的，xRapid 是用 xrp 来完成中间交易的，
而 xVia 则是由网关作为中转完成交易的。
xCurrent 主要为银行与银行之间提供跨
境交易，如图 1-13 所示。Ripple 网络在银行
间设立了分布式的账本，每当银行 A 向银行

银行

B 转账时，可以靠中间银行 C 进行清算。实

银行

图 1-13

xCurrent 示意图

质上通过分布式账本，使银行 A 在银行 C 开设的银行账户及银行 B 在银行 C 开设的银行账
户内的金额发生了转变。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速度快、费用低，缺点是 3 家银行都需要加入
Ripple 网络，并使用同一套分布式账本。
xRapid 模式为支付方先将支付金额换成 xrp，发送给收款方银行，银行将收到的 xrp 转
换成当地货币，再支付给对应的收款方，如图 1-14 所示。这种模式比 xCurrent 更灵活，只
需要收款方的银行可以接受 xrp 并换成当地货币即可。
韩元

收款方
支付方

日元

收款方银行
墨西哥元

XRP/
XRP/
韩元 XRP/ 日元
墨西哥元

图 1-14

xRapid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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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a， 是 引 入 了 网 关 的 概 念。 网 关 是 Ripple 系 统 的 一 个 中 介 机 构（类 似 银 行），
Senders（支付方）可以将任意货币先转给网关，再由网关将货币转换成其他货币，支付给
Beneﬁcaries（收款人），如图 1-15 所示。这种模式最为灵活，支付方和收款方都不需要加入
Ripple 网络，只需要信任网关即可。

Ripple 网络

支付方

图 1-15

收款人

xVia 示意图

瑞波从经济上的主要思考点如下：
1）无论哪种方式，中间都依赖中心化机构（例如银行、网关等），才能完成整个环节。
但是中心化机构就意味着安全性问题，尤其是网关，有可能会破产或者卷款逃跑。
2）xrp 币并不是必需的。而用 xCurrent 和 xVia 的模式，事实上并不一定要用到 xrp 币。

第2章

Chapter 2

分布式系统技术

区块链首先是一个分布式系统，区块链中的分布式包括以下几方面。
1）分布式的信息发布与传输：每个参与系统的节点都可以发起信息，每一个参与的节
点可与相邻节点进行信息交互，全网公开传递有价值的信息。
2）分布式记账：每个参与系统的节点只要根据共识机制，完成工作量的设定，便能取
得数据库的记账权，且记录可以追溯查询，但不可篡改。
3）分布式储存：分布式记账后在记录信息加工中加上一个时间戳，便会产生区块数据，
经网络广播出去后，就会在区块链中形成一个账本，每个节点可以选择储存完整的数据或者
部分数据。而且，每个节点都可以拥有一份完整的、实时更新的本地数据储存。
将区块链这种分布式的网络系统与中心化结构的网络系统对比，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
是一致性的保障。很显然，如果一个分布式集群无法保证处理结果一致的话，那任何建立于
其上的业务系统都无法正常工作。
本章将介绍分布式系统中一些核心问题的来源以及相关的技术。

2.1

一致性问题
在分布式系统中，一致性（Consistency，早期也叫 Agreement）是指对于系统中的多个

服务节点，给定一系列操作，在协议（往往通过某种共识算法）保障下，试图使得它们对处
理结果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即数据要完整、要同步。通常数据库中存在的“脏数据”是数
据缺乏一致性的表现，而在分布式系统中常出现的不一致情况是由于读写数据时缺乏一致
性，比如一个节点写操作之后没有对与其有数据冗余的另一个节点进行数据更新，这样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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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另一个节点时就会出现数据不一致问题。
举个例子，某影视公司旗下有位于西单和中关村的两个电影院，都出售某部电影的电
影票，一共 10000 张。那么，顾客到达其中一个电影院买票的时候，售票员该怎么决策是否
卖出这张票又不会超售呢？当电影院个数更多的时候会怎样？这个问题在人类世界中，看起
来似乎没那么难，但在分布式网络系统中，却面临不小的挑战。
有限状态机是有限个状态以及在这些状态之间的转移和动作等行为的数学模型，其特
点是状态总数有限，任一时刻只处于一种状态中，而在某种条件下，会从一种状态转变到另
一种状态。从有限状态机的角度来看一致性就是，各个节点构成相同的有限状态机，给定相
同的初始状态和输入序列，保证在处理过程
中每个环节的结果都相同。有限状态机示意

എε2

എε1

ϝ

图如图 2-1 所示。
在分布式环境里，要求多点数据具有

ႱੂA

ႱੂB

ႱੂC

一致性，如果分布式系统能实现“一致”，
എε3

对外就可以呈现为一个功能正常的，且性能

എε4

和稳定性都要好很多的“虚处理节点”，这
也是分布式系统希望实现的最终目标。

2.1.1

图 2-1

有限状态机示意图

问题挑战

在实际的计算机集群系统（看似强大的计算机系统的很多地方都比人类世界要脆弱得
多）中，存在如下的问题：
1）节点之间的网络通信是不可靠的，包括任意延迟和内容故障。
2）节点的处理可能是错误的，甚至节点自身随时可能宕机。
3）同步调用会让系统变得不具备可扩展性。
要解决这些问题挑战，愿意动脑筋的读者可能会很快想出一些不错的思路。为了简化
理解，仍然举两个电影院一起卖票的例子。可能有如下的解决思路：
1）每次要卖一张票前打电话给另外一家电影院，确认下当前票数并没超售。
2）两家电影院提前约好，奇数小时内一家可以卖票，偶数小时内另外一家可以卖票。
3）成立一个第三方存票机构，将票都放到那里，每次卖票向存票机构询问。
这些思路大致都是可行的。实际上，这些方法背后的思路是，将可能引发不一致的并
行操作串行化，这就是现在计算机系统里处理分布式一致性问题的基础思路和唯一秘诀。只
是因为计算机系统比较傻，需要考虑得更全面一些；而人们又希望计算机系统能工作得更快
更稳定，所以算法需要设计得再精巧一些。

2.1.2

一致性的要求

规范的说，理想的分布式系统一致性应该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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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终止性（Termination）：一致的结果能在有限时间内完成。
2）共识性（Consensus）：不同节点最终完成决策的结果应该相同。
3）合法性（Validity）：决策的结果必须是其他进程提出的提案。
第 1 点很容易理解，这是计算机系统可以被使用的前提。需要注意，在现实生活中这
点并不是总能得到保障的，例如取款机有时候会处于“服务中断”状态，电话有时候会“无
法连通”。
第 2 点看似容易，但是隐藏了一些潜在信息。算法考虑的是任意的情形，凡事一旦推
广到任意情形，就往往会有一些惊人的结果。例如现在就剩一张票了，中关村和西单的电影
院也分别刚确认过这张票的存在，然后两个电影院同时来了一个顾客要买票，从各自“观
察”看来，自己的顾客都是第一个到的……怎么能达成结果的共识呢？记住我们的唯一秘
诀：核心在于需要把两件事情进行排序，而且这个顺序还得是大家都认可的。
第 3 点看似绕口，但是其实比较容易理解，即达成的结果必须是节点执行操作的结果。
仍以卖票为例，如果两个影院各自卖出去 1000 张票，那么达成的结果就是还剩 8000 张，
决不能认为票售光了。

2.1.3

一致性模型

本节讨论几种一致性模型，实现这几种一致性模型的难度是依次递减的，对一致性的
要求强度也是依次递减的。
1. 强一致性（Strong Consistency）
做过分布式系统的读者应该能意识到，绝对理想的强一致性代价很大。除非不发生任
何故障，所有节点之间的通信无须任何时间，这个时候其实就等价于一台机器了。实际上，
越强的一致性要求往往意味着越弱的性能。强一致性的要求有两个：
1）任何一次读都能读到某个数据的最近一次写的数据。
2）系统中的所有进程看到的操作顺序，都和全局时钟下的顺序一致。
Maurice P.Herlihy 与 Jeannette M.Wing 在 1990 年撰写过一篇经典论文“ Linearizability：
A Correctness Condition for Concurrent Objects ”，其中提出，在顺序一致性前提下加强了进
程间的操作排序，形成唯一的全局顺序（系统等价于顺序执行，所有进程看到的所有操作的
序列顺序都一致，并且跟实际发生顺序一致），是很强的原子性保证，但是比较难实现。这
对全局时钟有非常高的要求。目前，高精度的石英钟的漂移率达到 10-8 量级，人类目前最
准确的原子震荡时钟的漂移率达到 10-11 量级。分布式系统的各个进程、节点之间的时间并
不能达成完美的一致性。Google 曾在其分布式数据库 Spanner 中采用基于原子时钟和 GPS
的 TrueTime 方案，能够将不同数据中心的时间偏差控制在 10ms 以内。方案简单粗暴而有
效，但成本较高。
强一致的系统往往比较难实现。很多时候，人们发现实际需求并没有那么强，可以
适当放宽一致性要求，降低系统实现的难度。例如，在一定约束下实现所谓最终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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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ual Consistency），即总会存在一个时刻（而不是立刻），系统达到一致的状态，这对
于大部分的 Web 系统来说已经足够了。这一类弱化的一致性被笼统称为弱一致性（Weak
Consistency），也就是顺序一致性。
2. 顺序一致性（Sequential Consistency）
顺序一致性也同样有两个条件，其一与前面强一致性的要求一样，也是可以马上读到
最近写入的数据，然而它的第 2 个条件就弱化了很多，它允许系统中的所有进程形成自己合
理的统一的一致性，不需要与全局时钟下的顺序一致。Leslie Lamport 在 1979 年撰写的经典
论文“ How to Make a Multiprocessor Computer That Correctly Executes Multiprocess Programs ”
中提出，顺序一致性保证所有进程看到的全局执行顺序（total order）一致，并且每个进程看
自身的执行（local order）跟实际发生顺序一致。例如，某进程先执行 A，后执行 B，则实际
得到的全局结果中就应该是 A 在 B 前面，而不能反过来。同时所有其他进程在全局上看到
的也应该是这个顺序。顺序一致性实际上限制了各进程内指令的偏序关系，但不在进程间按
照物理时间进行全局排序。
这里的第 2 个条件的要点在于：
1）系统的所有进程的顺序一致，而且是合理的，就是说任何一个进程中，这个进程对
同一个变量的读写顺序要保持，然后大家形成一致。
2）不需要与全局时钟下的顺序一致。
可见，顺序一致性在顺序要求上并没有那么严格，它只要求系统中的所有进程达成自
己认为的一致就可以了，即要错一起错，要对一起对，同时不违反程序的顺序即可，并不需
要与全局顺序保持一致。
3. 因果一致性（Casual Consistency）
这在一致性的要求上，又比顺序一致性降低了：它仅要求有因果关系的操作顺序得到
保证，非因果关系的操作顺序则无所谓。因果相关的要求如下。
1）本地顺序：本进程中，事件执行的顺序即为本地因果顺序。
2）异地顺序：如果读操作返回的是写操作的值，那么该写操作在顺序上一定在读操作
之前。
3）闭包传递：和时钟向量里面定义的一样，如果 a->b，b->c，那么肯定也有 a->c。
用某社交网站朋友圈的“评论”为例说明，在 infoq 分享的朋友圈中，他们在设计数据
一致性的时候，使用了因果一致性这个模型，用于保证对同一条朋友圈的回复的一致性。比
如这样的情况：
A 发了朋友圈内容为梅里雪山的图片。
B 针对内容 A 回复了评论：“这里是哪里？”
C 针对 B 的评论进行了回复：“这里是梅里雪山”。
那么，这条朋友圈的显示中，显然 C 针对 B 的评论，应该在 B 的评论之后，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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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而其他没有因果关系的数据则可以允许不一致。

2.2

一致性的共识算法
人们常常把一致性与共识混为一谈，实际上一致性描述的是结果状态，共识则是一种

手段。一致性一般是指分布式系统中多个副本对外呈现的数据的状态，共识则描述了分布式
系统中多个节点之间，对某个状态达成一致结果的过程。要保障系统满足不同程度的一致
性，往往需要共识算法来达成。
共识算法解决的是对某个提案（Proposal）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提案的含义在分
布式系统中十分宽泛，如多个事件发生的顺序、某个键对应的值、谁是领导……可以认为，
任何需要达成一致的信息都是一个提案。

2.2.1

问题挑战

如果分布式系统中各个节点都能保证以十分强大的性能（瞬间响应、高吞吐）无故障的
运行，则实现共识过程并不复杂，简单通过多播过程投票即可。很可惜的是，现实中这样
“完美”的系统并不存在，如响应请求往往存在时延、网络会发生中断、节点会发生故障，
甚至存在恶意节点故意要破坏系统。
一般地，把故障（不响应）的情况称为“非拜占庭错误”，恶意响应的情况称为“拜占
庭错误”
（对应节点为拜占庭节点）。

2.2.2

常见算法

针对非拜占庭错误的情况，一般包括 Paxos、Raft 及其变种。
能 容 忍 拜 占 庭 错 误 的 情 况 一 般 包 括 PBFT 系 列、PoW 系 列 算 法 等。 从 概 率 角 度 看，
PBFT 系列算法是确定的，一旦达成共识就不可逆转；而 PoW 系列算法则是不确定的，随
着时间推移，被推翻的概率越来越小。
1. Paxos 问题和算法
Paxos 问题是指分布式的系统中存在故障（fault），但不存在恶意（corrupt）节点场景
（即可能消息丢失或重复，但无错误消息）下的共识达成（Consensus）问题。最早是 Leslie
Lamport 用 Paxon 岛的故事模型来进行描述而命名。故事背景是古希腊 Paxon 岛上的多个法
官在一个大厅内对一个议案进行表决，试图达成统一的结果。他们之间通过服务人员来传递
纸条，但法官可能离开或进入大厅，服务人员可能偷懒去睡觉。
Paxos 算法是莱斯利·兰伯特（Leslie Lamport）于 1990 年提出的一种基于消息传递的
一致性算法。Paxos 算法是一个解决分布式系统中多个节点之间就某个值达成一致的通信协
议，能够保证在少数派离线的情况下，剩余的多数派节点仍然能够达成一致。Paxos 共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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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工程角度实现了一种最大化保障分布式系统一致性（存在极小的概率无法实现一致）的
机制。Paxos 被广泛应用在 Chubby、ZooKeeper 这样的系统中，Leslie Lamport 因此获得了
2013 年度图灵奖。Paxos 是第一个被证明的共识算法，其原理基于两阶段提交并进行扩展。
作为现在共识算法设计的鼻祖，他以最初论文的难懂（算法本身并不复杂）出名。
Paxos 算法中的 4 种角色如下：
1）client 议题产生者，产生一个待分布式系统达成一致的值 v。
2）proposer 提议者，用 client 产生的值 v，向 acceptor 发出提议。
3）acceptor 决策者，决定是否接受 proposer 的提议，若大多数接受了提议，则结果达
成一致，且达成一致的结果不可更改。
4）learner 决策学习者，学习最终达成一致的结果。一旦学习成功，关闭对应的 paxos
过程（paxos instance），并通知 acceptor（或 acceptor 主动向 learner 获取）。
这 4 种角色中，proposer 和 acceptor 比较重要，协议主要的交互逻辑都在这两种角色中。
Paxos 算法的两阶段通信协议包含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阶段 Prepare
client 产生一个值 v，并告知 proposer，我这里产生了一个待 accept 的值。
proposer 收到通知后，生成一个全局唯一并且递增的提案 ID，带着这个 ID（不需要携
带 v） 向 集 群 中 的 所 有 acceptor 发 送 PrepareRequest 请 求。acceptor 收 到 PrepareRequest 请
求后，检查一下之前接收到的提案 ID（包括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新接收的提案 ID 用 n 表
示，之前接收到的提案 ID 用 N 表示。如果 n <= N，返回拒绝，并携带 N 的值。如果 n>N，
把 n 记录下来，以后不再接收提案 ID 比 n 小的提议，这时分两种情况：
1）之前没有 accept 任何值 v，返回可以接收提议；
2）之前已经 accept 过值，返回可以接收提议，并携带已经 accept，并且提案 ID 最大
的值。
（2）第二阶段 Accept
如果 proposer 收到大多数 acceptor 的拒绝应答，回到第一阶段，根据接收到的最大的
N，把提案 ID 增大，继续发送 PrepareRequest。
如果 proposer 收到大多数 acceptor 可以接收提议的应答，从多个应答中选出提案 ID 最
大的值（第一阶段如果 acceptor 已经 accept 过值，会返回提案 ID 最大的值），作为提案值。
如果应答中没有值，选择 client 产生的值 v 作为提案值。然后携带当前的提案 ID，一起向
集群中所有 acceptor 发送 AccpetRequest 请求。对这段话解释如下：第一阶段 client 产生的
值 v，不一定作为 Accept 阶段的提案值。为了更快地达成一致，如果之前已经 accept 了值，
那么 proposer 会倾向于把提案值修改为之前接受的值。各个 proposer 不是针锋相对的，而
是合作共赢。acceptor 收到 AccpetRequest 后，检查请求中携带的提案 ID，如果此提案 ID
大于或等于 acceptor 记录的提案 ID（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acceptor 记录最大的提案 ID），
接受提议并记录提案 ID 和提案值。否则拒绝，并返回记录的提案 ID。proposer 收到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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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or 接受提案的应答，形成决议，达成一致。
如果 proposer 收到大多数 acceptor 拒绝的应答，回到第一阶段，把提案增大（增加幅度
依据 acceptor 返回的提案 ID），发送 PrepareRequest。
Paxos 是一致性协议的基础，其他的协议（raft、zab 等）都是 Paxos 的改进版本。Paxos
侧重理论，实现 Paxos 非常困难。谷歌 Chubby 论文中提到，从 Paxos 出发，在实现过程中
处理了很多实际细节之后，已经变成另外一个算法了，这时候正确性无法得到理论的保证。
所以后来才出现了许多基于 Paxos 的改进算法。
2. 拜占庭问题和算法
拜占庭问题更为广泛，讨论的是允许存在少数节点作恶（消息可能被伪造）场景下的一
致性达成问题。拜占庭算法讨论的是最坏情况下的保障问题。
拜占庭将军（Byzantine Generals Problem）问题是 Leslie Lamport 于 1982 年提出的它是
用来解释一致性问题的一个虚构模型，描述的是一个协议问题。拜占庭帝国军队的将军们必
须全体达成一致，才能决定是否攻击某一支敌军。问题是这些将军在地理上是分隔开来的，
并且将军中存在叛徒。叛徒可以任意行动以达到以下目标：欺骗某些将军采取进攻行动；促
成一个不是所有将军都同意的决定，如当将军们不希望进攻时促成进攻行动；迷惑某些将
军，使他们无法做出决定。如果叛徒达到了这些目的之一，则任何攻击行动的结果都是注定
要失败的，只有完全达成一致的努力才能获得胜利。
拜占庭问题假设是对现实世界的模型化，由于硬件错误、网络拥塞或断开，甚至遭到
恶意攻击，计算机和网络可能出现不可预料的行为。拜占庭容错协议必须处理这些失效，并
且这些协议还要满足所要解决的问题要求的规范。这些算法通常以其弹性 t 作为特征，t 表
示算法可以应付的错误进程数。很多经典算法问题只有在 n ≥ 3t+1 时才有解，如拜占庭将
军问题，其中 n 是系统中进程的总数。
基于拜占庭将军问题，一致性的确保主要分为 3 个阶段：预准备（pre-prepare）、准备
（prepare）和确认（commit）。流程如图 2-2 所示。
其中 C 为发送请求端，0、1、2、3 为服务端，3 为宕机的服务端。具体步骤如下。
1）request：请求端 C 发送请求到任意一节点，这里是 0。
2）pre-prepare：服务端 0 收到 C 的请求后进行广播，扩散至 1、2、3。
3）prepare ：1、2、3 收 到 后 记 录
并再次广播，1->0、2、3，2->0、1、3，
服务端 3 因为宕机无法广播。
4）commit：0、1、2 节点在 prepare
阶段若收到超过一定数量的相同请
求，则进入 commit 阶段，广播 commit
请求。
5）reply ：0、1、2 节 点 在 commit

C

request

pre-prepare

prepare

commit

0
1
2
3

X

图 2-2

一致性协议流程图

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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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若收到超过一定数量的相同请求，则对 C 进行反馈。
根据上述流程，在 N ≥ 3F+1 的情况下一致性是可能解决的。N 为总计算机数，F 为有
问题的计算机总数。
N = 4，F = 0 时：
得到数据

最终数据

A

1111

1

B

1111

1

C

1111

1

D

1111

1

得到数据

最终数据

A

1110

1

B

1101

1

C

1011

1

D

0111

1

N = 4，F = 1 时：

N = 4，F = 2 时：
得到数据

最终数据

A

1100

NA

B

1001

NA

C

0011

NA

D

0110

NA

由此可以看出，拜占庭容错能够容纳将近 1/3 的错误节点误差。IBM 早期的区块链版本
以及业界其他的区块链宣称是使用了该算法作为共识算法。拜占庭问题之所以难解，在于任
何时候系统中都可能存在多个提案（因为提案成本很低），并且要完成最终的一致性确认过
程十分困难，容易受干扰。但是一旦确认，即为最终确认。
比特币的区块链网络在设计时提出了创新的 PoW 算法思路。一个是限制一段时间内整
个网络中出现提案的个数（增加提案成本），另外一个是放宽对最终一致性确认的需求，约
定好大家都确认并沿着已知最长的链进行拓宽。系统的最终确认是概率意义上的存在。这
样，即便有人试图恶意破坏，也会付出很大的经济代价（付出超过系统一半的算力）。后来
的各种 PoX 系列算法也都沿着这个思路进行改进，采用经济上的惩罚来制约破坏者。

2.2.3

理论界限

搞学术的人都喜欢对问题先确定一个界限，那么，这个问题的最坏界限在哪里呢？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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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一般情况下，分布式系统的共识问题无解。当节点之间的通信网络自身不可靠情况
下，很显然，无法确保实现共识。但好在，一个设计得当的网络可以在大概率上实现可靠的
通信。然而，即便在网络通信可靠情况下，一个可扩展的分布式系统的共识问题的下限是
无解。
这个结论被称为 F lP 不可能性原理，可以看作分布式领域的“测不准原理”。

2.3

F lP 不可能原理
F lP 不可能原理：在网络可靠，存在节点失效（即便只有一个）的最小化异步模型系统

中，不存在一个可以解决一致性问题的确定性算法。
提出该原理的论文由 Fischer、Lynch 和 Patterson 三位作者于 1985 年发表，该论文后来
获得了 Dijkstra（就是发明最短路径算法的那位计算机科学家）奖。F lP 不可能原理实际上告
诉人们，不要浪费时间去为异步分布式系统设计在任意场景下都能实现共识的算法。
理解这一原理的一个不严谨的例子如下：
3 个人在不同房间进行投票（投票结果是 0 或者 1）。3 个人彼此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沟
通，但经常会有人时不时地睡着。比如某个时候，A 投票 0，B 投票 1，C 收到了两人的投票，
然后 C 睡着了。A 和 B 则永远无法在有限时间内获知最终的结果。如果可以重新投票，则
类似情形每次在取得结果前发生。
F lP 原理实际上说明，在允许节点失效的情况下，纯粹的异步系统无法确保一致性在有
限时间内完成。尽管 F lP 不可能原理是基于简单的系统模型假设，但我们可以根据归纳法得
出，在更复杂的系统模型下，我们仍然没有任何算法能够完全保证分布式系统下的一致性。
这岂不意味着研究一致性问题根本没有意义吗？先别这么悲观，学术界做研究，考虑
的是数学和物理意义上最极端的情形，很多时候现实生活要美好得多（感谢这个世界如此鲁
棒！）。此结论只是说明了 100% 保证一致性是不可能的，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分布一致性的
探索（99% 以上的一致性还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例如，上面例子中描述的最坏情形总会
发生的概率并没有那么大。工程实现上多试几次，会有很大成功的可能性。
科学告诉你什么是不可能的；工程则告诉你，付出一些代价，我可以把它变成可能。这
就是工程的魅力。那么，退一步讲，在付出一些代价的情况下，我们能做到多少？回答这一
问题的是另一个很出名的原理：CAP 原理。

2.4

CAP 原理

2.4.1

CAP 原理定义

分布式计算系统不可能同时确保一致性（Consistency）、可用性（Availability）和分区容
忍性（Partition），设计中往往需要弱化对某个特性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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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任何操作应该都是原子的，发生在后面的事件能看到前面事件发生导致的结
果（注意这里指的是强一致性）。
可用性：在有限时间内，任何非失败节点都能应答请求。
分区容忍性：网络可能发生分区，即节点之间的通信不可保障。
比较直观地理解，当网络可能出现分区时候，系统是无法同时保证一致性和可用性的。
要么，节点收到请求后因为没有得到其他人的确认就不应答，要么节点只能应答非一致的结
果。好在大部分时候网络被认为是可靠的，因此系统可以提供一致可靠的服务；当网络不可
靠时，系统要么牺牲掉一致性（大部分时候都是如此），要么牺牲掉可用性。
CAP 原理最早由 Eric Brewer 于 2000 年在 ACM 组织的一个研讨会上提出猜想，后来
Lynch 等人进行了证明。该原理被认为是分布式系统领域的重要原理。

2.4.2

应用场景

既然 CAP 不可同时满足，则设计系统时候必然要弱化对某个特性的支持。
1. 弱化一致性
对结果一致性不敏感的应用，可以允许在新版本上线后过一段时间才更新成功，期
间不保证一致性。例如，网站静态页面内容、实时性较弱的查询类数据库等，CouchDB、
Cassandra 等为此设计。
2. 弱化可用性
对结果一致性很敏感的应用，例如银行取款机，当系统故障时候会拒绝服务。MongoDB、
Redis 等为此设计。Paxos、Raft 等算法主要处理这种情况。
3. 弱化分区容忍性
现实中，网络分区出现概率减小，但较难避免。某些关系型数据库、ZooKeeper 即为此
设计。实践中，网络通过双通道等机制增强可靠性，达到高稳定的网络通信。
比特币区块链依靠概率强一致性（Probabilistic strong consistency）实现一致性共识，这
是中本聪提出来的。比特币大概每 10 分钟会分配出一个新的区块，这是靠很多机器不断地
进行哈希计算产生出来的。如果两组机器算力相同，它们就会创建两个不同版本的新区块，
然后就各自将这 10 分钟内自己知道的所有交易加入这个区块中，并且广播到自己周围。周
围的节点在这区块以后再增加新的区块，形成了两条新的区块链，也就是分叉，各自有各自
的树型结构。但是区块链内部机制有一个原则，总是选择最长的那条区块链，而丢弃其他
的。这个机制其实非常类似现实自由选举制，选举人在各个州获得支持，最后获得更多人支
持的获胜。
共识等待时间长度决定了是最终一致性还是强一致性，等待时间越长，一致性越高，
通常等待比特币支付 24 小时后再发货是稳妥的办法。当区块链客户端在交易一加入区块链
就立即接受，好处是不依赖其他节点，能够立即可用，是 CAP 的 AP，但是风险是可能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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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一致性，其他节点可能会丢弃这笔交易，因为其所在的区块链分叉在竞争性的选举中失败
了。为了获得 CP，客户端应该等待区块链大多数节点接受了这笔交易后再真正接受它，说
明这笔交易所在分叉已经取得选举胜利，获得大部分共识，获得了强一致性，但是风险是可
能不可用，丧失 CAP 中的 A，因为网络分区通信等问题可能阻止这种共识。

2.5

ACID 原则
所谓 ACID 是数据库事务正确执行的 4 个基本要素的缩写，即：原子性（Atomicity）、一

致性（Consistency）、独立性（Isolation）、持久性（Durability）。一个支持事务（Transaction）
的数据库，必须具有这 4 种特性，否则在事务过程（Transaction processing）中无法保证数
据的正确性，交易过程极可能达不到交易方的要求。ACID 原则描述了对分布式数据库的一
致性需求，同时付出了可用性的代价。
1. 事务的原子性
事务的原子性指一个事务要么全部执行，要么不执行。也就是说，一个事务不可能只
执行了一半就停止了。比如，你从取款机取钱，这个事务可以分成两个步骤：第 1 步划卡，
第 2 步出钱。不可能划了卡，而钱却没出来。这两步必须同时完成，要么就全不完成。
区块链的原子性由共识机制、分叉理论和最长链原则共同控制。共识机制尽可能保证
所有节点数据的原子性，但也会因为网络延迟和节点作恶导致部分节点更新失败。如果出现
有的节点更新数据成功，有的节点更新数据失败的情况，则发生分叉，各节点根据最长链原
则更新自己的数据。
2. 事务的一致性
事务的一致性指事务的运行并不改变数据库中数据的一致性。例如，完整性约束了 a+b =
10，一个事务改变了 a，那么 b 也应该随之改变。
区块链的一致性由共识机制控制各节点在一定时间窗口内“同步”更新，更新不成功
即分叉。
3. 独立性
事务的独立性也称作隔离性，是指两个以上的事务不会出现交错执行的状态，因为这
样可能会导致数据不一致。
区块链在共识机制控制下，单个时间点只有一个主体完成对区块链的更新操作，因此
不存在并发事物操作，独立性得到较好的保障。
4. 持久性
事务的持久性是指事务执行成功以后，该事务对数据库所做的更改便持久地保存在数
据库中，不会无缘无故地回滚。区块链的每个单独节点都是传统的数据库，因此能保证数据
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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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与 之 相 对 的 原 则 是 BASE（Basic Availability， 基 本 可 用；Soft state， 软 状 态；
Eventually Consistency，最终一致性），牺牲掉对一致性的约束（最终一致性），来换取一定
的可用性。

2.6

可靠性指标
很多领域一般都喜欢谈服务可靠性，用几个“9”来说事。这几个“9”其实是粗略代

表了概率意义上系统能提供服务的可靠性指标，最初是电信领域提出的概念。表 2-1 给出不
同指标下，每年允许服务出现不可用时间的参考值。

指标

表 2-1

每年允许出现不可用时间的参考值

概率可靠性

每年允许不可用时间

典型场景

1个9

90%

1.2 个月

不可用

2个9

99%

3.6 天

普通单点

3个9

99.9%

8.6 小时

普通企业

4个9

99.99%

51.6 分钟

高可用

5个9

99.999%

5 分钟

电信级

6个9

99.9999%

31 秒

极高要求

7个9

99.99999%

3秒

N/A

8个9

99.999999%

0.3 秒

N/A

9个9

99.9999999%

30 毫秒

N/A

一般来说，单点的服务器系统至少应能满足 2 个 9 ；普通企业信息系统 3 个 9 就肯定足
够了（大家可以统计下自己企业内因系统维护每年要停机多少时间），系统能达到 4 个 9 已
经是业界领先水平了（参考 AWS）。电信级的应用一般号称能达到 5 个 9，这已经很厉害了，
一年里面最多允许 5 分钟的服务停用。6 个 9 和以上的系统就更加少见了，要实现往往意味
着极高的代价。
那么，该如何提升可靠性呢？有两个思路：一是让系统中的单点变得更可靠；二是消
灭单点。IT 从业人员大都有类似的经验，运行某软系统的机器，基本上是过几天就要重启
系统的；而运行 Linux 系统的服务器则可能几年时间都不出问题。另外，普通的家用计算机
与专用服务器相比，长时间运行更容易出现故障。这些都是单点可靠性不同的例子。可以通
过替换单点的软硬件来改善可靠性。
然而，依靠单点实现的可靠性毕竟是有限的，要想进一步可靠性提升，那就只好消灭
单点，通过主从、多活等模式让多个节点集体完成原来单点的工作。这可以从概率意义上改
善服务的可靠性，也是分布式系统的一个重要用途。
区块链的可靠性主要考察区块链网络、共享账本、账户体系 3 方面。
区块链网络的可靠性包括：记账节点高可用、服务节点之间高可用、区块链网络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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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动是否影响系统服务等级。第一个和第二个指标的评测方法是通过脚本进行评测，设区块
链中包含 n 个记账节点或服务节点，通过脚本依次停掉 1 ～ n 个记账节点或服务节点，检查
区块链网络是否依然能够正确执行交易、达成共识并记账或通过服务节点对外提供服务；第
三个指标的评测方法是通过工具进行模拟评测，在规定的服务等级和网络规模下，通过模拟
一定量的网络节点加入或退出，获得其所容忍的比例值。
共享账本的可靠性包括：账本高可用、账本支持 failover 同步、账本备份恢复。第 1 个
指标的测试方法是假设区块链中包含 n 个记账节点，每个记账节点均有一份共享账本，通过
脚本依次停掉 1 ～ n 个记账节点，检查区块链网络是否依然能够正确执行交易、达成共识并
记账，恢复被停掉的节点，检查是否能自动同步为最新账本；第 2 个指标的测试方法是通过
脚本停掉区块链网络中的某一个记账节点，经过 10 个区块的生成时间后通过脚本重新开启
该节点，恢复被停掉的节点，检查是否能自动同步为最新账本并恢复记账能力；第 3 个指标
的测试方法是判断是否有备份和恢复的工具，若有，使用该工具进行备份导出操作，经过
一段时间后，使用工具进行备份恢复导入操作，检查账本是否回到备份时的状态，并正常
运行。
账户体系的可靠性主要是不同节点下的账户信息高可用。测试方法是利用脚本使某一
账户所在节点失效，使用脚本对失效节点的账户进行模拟转账等交易行为，检查交易是否成
功；若成功，则不同节点的账户信息高可用。

2.7

小结
分布式系统是计算机科学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技术领域。常见的分布式一致性是个古老而

重要的问题，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工程上都有很高的价值。理想化（各项指标均最优）的解决方
案是不存在的。在现实各种约束条件下，往往需要通过牺牲某些需求，来设计出满足特定场
景的协议。其实，工程领域中很多问题的解决思路，都在于如何合理地进行取舍（trade-off）。

Chapter 3

第3章

密码学安全技术

公私钥密码算法是区块链系统的基石。在比特币大类的代码中，基本上使用的都是
ECDSA。ECDSA 是 ECC 与 DSA 的结合，整个签名过程与 DSA 类似，所不一样的是签名
中采取的算法为 ECC（椭圆曲线函数）。从技术上看，先从生成私钥开始，再从私钥生成公
钥，最后从公钥生成地址。以上每一步都是不可逆的过程，也就是说无法从地址推导出公
钥，也无法从公钥推导出私钥。
密码学相关的安全技术在区块链乃至整个信息技术领域的重要地位无须多言。如果没
有现代密码学和信息安全的研究成果，人类社会根本无法进入信息时代。区块链技术大量
依赖了密码学和安全技术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密码学和安全领域所涉及的知识体系十分
繁杂，本章将介绍密码学领域中跟区块链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包括 Hash 算法与数字摘
要、加密算法、数字签名、数字证书、PKI 体系、Merkle 树、布隆过滤器、同态加密等。读
者通过阅读本章可以了解如何使用这些技术保护信息的机密性、完整性、认证性和不可抵
赖性。

3.1

Hash 算法与数字摘要
在区块链领域，应用得最多的是哈希算法。哈希算法具有抗碰撞性、原像不可逆、难

题验证友好性等特征。难题友好性正是众多 PoW 币种赖以存在的基础。在比特币中，SHA256 算法被用作工作量证明的计算方法，也就是常说的挖矿算法。莱特币采用 Scrypt 算
法，该算法与 SHA-256 不同的是，需要大内存支持。而在其他一些币种身上，也能看到基
于 SHA-3 算法的挖矿算法。以太坊使用了 Dagger-Hashimoto 算法的改良版本，并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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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ash，这是一个 IO 难解性的算法。除了挖矿算法，还会使用 RIPEMD160 算法，主要用
于生成地址，众多的比特币衍生代码中，绝大部分都采用了比特币的地址设计。

3.1.1

Hash 定义

Hash（哈希或散列）算法是非常基础也非常重要的计算机算法，它能将任意长度的二
进制明文串映射为较短的（通常是固定长度的）二进制串（Hash 值），并且不同的明文很难
映射为相同的 Hash 值。例如计算一段话“ hello blockchain world，this is yeasy@github ”的
SHA-256 Hash 值。计算结果如下：
$ echo "hello blockchain world, this is yeasy@github"|shasum -a 256
db8305d71a9f2f90a3e118a9b49a4c381d2b80cf7bcef81930f30ab1832a3c90

这意味着对于某个文件，无须查看其内容，只要其 SHA-256 Hash 计算后结果同样为
db8305d71a9f2f90a3e118a9b49a4c381d2b80cf7bcef81930f30ab1832a3c90，则说明文件内
容极有可能就是“ hello blockchain world，this is yeasy@github ”。
Hash 值在应用中又常被称为指纹（f ingerprint）或摘要（digest）。Hash 算法的核心思想
也经常被应用到基于内容的编址或命名算法中。一个优秀的 Hash 算法将能实现如下功能。
1）正向快速：给定明文和 Hash 算法，在有限时间和有限资源内能计算得到 Hash 值。
2）逆向困难：给定（若干）Hash 值，在有限时间内很难（基本不可能）逆推出明文。
3）输入敏感：原始输入信息发生任何改变，新产生的 Hash 值都应该有很大不同。
4）冲突避免：很难找到两段内容不同的明文，使得它们的 Hash 值一致（发生碰撞）。
冲突避免有时候又称为“抗碰撞性”，分为“弱抗碰撞性”和“强抗碰撞性”。如果给
定明文前提下，无法找到与之碰撞的其他明文，则算法具有“弱抗碰撞性”；如果无法找到
任意两个发生 Hash 碰撞的明文，则称算法具有“强抗碰撞性”。
很多场景下，也往往要求算法对于任意长的输入内容，可以输出定长的 Hash 值结果。

3.1.2

常见算法

目前常见的 Hash 算法包括 MD5 和 SHA 系列算法。
MD4（RFC 1320）是 MIT 的 Ronald L.Rivest 在 1990 年设计的，MD 是 Message Digest
的缩写。其输出为 128 位。MD4 已被证明不够安全。
MD5（RFC 1321）是 Rivest 于 1991 年对 MD4 进行改进得到的。它对输入仍以 512 位
进行分组，其输出是 128 位。MD5 比 MD4 更加安全，但过程更加复杂，计算速度要慢一点。
MD5 已被证明不具备“强抗碰撞性”。
SHA（Secure Hash Algorithm）并非一个算法，而是一个 Hash 函数族。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于 1993 年发布其首个实现。目前知名的 SHA-1 算法
在 1995 年面世，它的输出为长度 160 位的 Hash 值，抗穷举性更好。SHA-1 设计时模仿了
MD4 算法，采用了类似原理。SHA-1 已被证明不具备“强抗碰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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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安全性，NIST 还设计出了 SHA-224、SHA-256、SHA-384 和 SHA-512 算法（统
称为 SHA-2），与 SHA-1 算法原理类似。SHA-3 相关算法也已被提出。
目前，MD5 和 SHA-1 已经被破解，一般推荐至少使用 SHA-256 或更安全的算法。

3.1.3

性能

Hash 算 法 一 般 都 是 计 算 敏 感 型 的。 意 味 着 计 算 资 源 是 瓶 颈， 主 频 越 高 的 CPU 运 行
Hash 算法的速度也越快。因此可以通过硬件加速来提升 Hash 计算的吞吐量。例如采用
FPGA 来计算 MD5 值，可以轻易达到数十 Gbps 的吞吐量。
也有一些 Hash 算法不是计算敏感型的。例如 Scrypt 算法，计算过程需要大量的内存资
源，节点不能通过简单地增加更多 CPU 来获得 Hash 性能的提升。这样的 Hash 算法经常用
在避免算力攻击的场景。

3.1.4

数字摘要

顾名思义，数字摘要是对数字内容进行 Hash 运算，获取唯一的摘要值来指代原始完整
的数字内容。数字摘要是 Hash 算法最重要的一个用途。利用 Hash 函数的抗碰撞性特点，
数字摘要可以解决确保内容未被篡改过的问题。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从网站下载软件或文件时，有时会提供一个相应的数字摘
要值。用户下载原始文件后可以在本地自行计算摘要值，并与提供的摘要值进行比对，可检
查文件内容是否被篡改过。

3.1.5

Hash 攻击与防护

Hash 算法并不是一种加密算法，不能用于对信息的保护。但 Hash 算法常用于对口令的
保存。例如用户登录网站需要通过用户名和密码来进行验证。如果网站后台直接保存用户的
口令明文，一旦数据库发生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大量用户倾向于在多个网站选用相同或关联
的口令。
利用 Hash 的特性，后台可以仅保存口令的 Hash 值，这样每次只要比对 Hash 值一致，
则说明输入的口令正确。即便数据库泄露了，也无法从 Hash 值还原回口令，只有进行穷举
测试。
然 而， 有 时 用 户 设 置 口 令 的 强 度 不 够， 只 是 一 些 常 见 的 简 单 字 符 串， 如 password、
123456 等。有人专门搜集了这些常见口令，计算对应的 Hash 值，制作成字典。这样通过
Hash 值可以快速反查到原始口令。这一类型以空间换时间的攻击方法包括字典攻击和彩虹
表攻击（只保存一条 Hash 链的首尾值，相对字典攻击可以节省存储空间）等。
为了防范这一类攻击，一般采用加“盐”
（salt）的方法。即保存的不是口令明文的 Hash
值，而是口令明文再加上一段随机字符串（即“盐”）之后的 Hash 值。Hash 结果和“盐”
分别存放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只要不是两者同时泄露，攻击者就很难破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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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中的 Hash 应用

3.1.6

Hash 在区块链中用处广泛，其一我们称之为 Hash 指针。Hash 指针是指该变量的值是
通过实际数据计算出来的且指向实际的数据所在位置，即其既可以表示实际数据内容又可以
表示实际数据的存储位置。Hash 指针在区块链中主要有两个应用，第 1 个就是构建区块链
数据结构。了解区块链的读者应该知道，区块链数据结构由创世区块向后通过区块之间的指
针进行连接，每个区块中都存储了前一个区块的 Hash 指针。这样的数据结构的好处在于，
后面区块可以查找前面所有区块中的信息，且区块的 Hash 指针的计算包含了前面区块的信
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区块链的不易篡改的特性。第 2 个应用是构建 Merkle Tree。
Merkle Tree 的各个节点使用 Hash 指针进行构建。
Hash 在区块链的其他技术中也有所应用，例如：交易验证以及数字签名等。

3.2

加密算法
加解密算法是密码学的核心技术，从设计理念上可以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如表 3-1

所示。
表 3-1
算法类型

3.2.1

特点

加解密算法的类型
优势

缺陷

代表算法

对称加密

加解密的密钥
计 算 效 率 高， 须提前共享密钥，易
DES、3DES、AES、
IDEA
相同
加密强度高
泄露

非对称加密

加解密的密钥
无须提前共享
计算效率低，仍存在
RSA、EIGamal、椭圆
曲线系列算法
不相关
密钥
中间人攻击可能

加解密系统基本组成

现代加解密系统的基本组成一般包括：加解密算法、加密密钥、解密密钥。其中，加
解密算法自身是固定不变的，并且一般是公开可见的；密钥则是最关键的信息，需要安全地
保存起来，甚至通过特殊硬件进行保护。一般来说，对同一种算法，密钥需要按照特定算法
在每次加密前随机生成，长度越长，加密强度越大。加解密的基本过程如图 3-1 所示。
ԟࢴࢴᮂ

ԟࢴᏗ໗

ࢴౙ

ಕ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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ᢱࢴࢴᮂ

图 3-1

加解密的基本过程

加密过程中，通过加密算法和加密密钥，对明文进行加密，获得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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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过程中，通过解密算法和解密密钥，对密文进行解密，获得明文。
根 据 加 解 密 过 程 中 所 使 用 的 密 钥 是 否 相 同， 算 法 可 以 分 为 对 称 加 密（symmetric
cryptography，又称公共密钥加密，common-key cryptography）和非对称加密（asymmetric
cryptography，又称公钥加密，public-key cryptography）。两种模式适用于不同的需求，恰
好形成互补。某些时候可以组合使用，形成混合加密机制。
并非所有加密算法的安全性都可以从数学上得到证明。公认的高强度的加密算法和实
现往往需要经过长时间各方面充分实践论证后，才被大家所认可，但也不代表其绝对不存在
漏洞。因此，使用自行设计和发明的、未经过大规模验证的加密算法是一种不太明智的行
为。即便不公开算法加密过程，也很容易被攻破，在安全性上无法得到保障。
实际上，密码学实现的安全往往是通过算法所依赖的数学问题来提供的，而并非通过
对算法的实现过程进行保密。

3.2.2

对称加密算法

对称加密算法，顾名思义，加密和解密过程的密钥是相同的。该类算法的优点是加解
密效率（速度快，空间占用小）和加密强度都很高。缺点是参与方都需要提前持有密钥，一
旦有人泄露则安全性被破坏；另外如何在不安全通道中提前分发密钥也是个问题，需要借助
Diff ie-Hellman 协议或非对称加密方式来实现。
对称密码从实现原理上可以分为两种：分组密码和序列密码。前者将明文切分为定长数
据块作为基本加密单位，应用最为广泛。后者则每次只对一个字节或字符进行加密处理，且
密码不断变化，只用在一些特定领域，如数字媒介的加密等。
分组对称加密的代表算法有 DES、3DES、AES、IDEA 等。
1）DES（Data Encryption Standard）：是一种经典的分组加密算法。1977 年，美国联邦
信息处理标准（FIPS）采用 FIPS-46-3，将 64 位明文加密为 64 位的密文，其密钥长度为 64
位（包含 8 位校验位）。现在已经很容易被暴力破解。
2）3DES ：采取三重 DES 操作，加密→解密→加密，处理过程和加密强度优于 DES。
但现在也被认为不够安全。
3）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由美国国家标准研究所（NIST）采用，取代
DES 成为对称加密实现的标准。1997 年～ 2000 年 NIST 从 15 个候选算法中评选 Rijndael
算 法（由 比 利 时 密 码 学 家 Joan Daemon 和 Vincent Rijmen 发 明） 作 为 AES， 标 准 为 FIPS197。AES 也是分组算法，分组长度有 128、192、256 位三种。AES 的优势在于处理速度快，
整个过程可以用数学描述。目前尚无有效的破解手段。
4）IDEA（International Data Encryption Algorithm）： 是 1991 年 由 密 码 学 家 James
Massey 与来学嘉联合提出的。其设计类似于 3DES，密钥长度增加到 128 位，具有更好的
加密强度。
序列密码，又称流密码。1949 年，Claude Elwood Shannon（信息论创始人）首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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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绝对安全的完善保密性（perfect secrecy），可以通过“一次性密码本”的对称加密处
理。即通信双方每次使用与明文等长的随机密钥串对明文进行加密处理。序列密码采用了类
似的思想，每次通过伪随机数生成器来生成伪随机密钥串。代表算法有 RC4 等。
对称加密算法适用于大量数据的加解密过程，但不能用于签名场景，并且往往需要提
前分发好密钥。

3.2.3

非对称加密算法

非对称加密是现代密码学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发明，可以很好地解决对称加密算法中提
前分发密钥的问题。
顾名思义，非对称加密算法中，加密密钥和解密密钥是不同的，分别称为公钥（public
key）和私钥（private key）。私钥一般需要通过随机数算法生成，公钥可以根据私钥生成。
公钥一般是公开的，他人可获取的；私钥一般是个人持有，他人不能获取。
非对称加密算法的优点是公私钥分开，在不安全通道中也可使用。缺点是处理速度（特
别是生成密钥和解密过程）往往比较慢，一般比对称加解密算法慢 2 ～ 3 个数量级，同时加
密强度也往往不如对称加密算法。
非对称加密算法的安全性需要基于数学问题来保障，目前主要有基于大数质因子分解、
离散对数、椭圆曲线等经典数学难题进行保护。
代表算法包括：RSA、ElGamal、椭圆曲线、SM2 等。
1）RSA ： 是 经 典 的 公 钥 算 法，1978 年 由 Ron Rivest、Adi Shamir、Leonard Adleman
共同提出，他们于 2002 年因此获得图灵奖。算法利用了对大数进行质因子分解困难的特
性，但目前还没有数学证明两者难度等价，或许存在未知算法可在不进行大数分解的前提下
解密。
2）Diff ie-Hellman 密钥交换：基于离散对数无法快速求解的特性，可以在不安全的通
道上，由双方协商一个公共密钥。
3）ElGamal ：由 Taher ElGamal 设计，利用了模运算下求离散对数困难的特性。被应用
在 PGP 等安全工具中。
4） 椭 圆 曲 线 算 法（Elliptic Curve Cryptography，ECC）： 是 现 代 备 受 关 注 的 算 法 系
列，基于对椭圆曲线上特定点进行特殊乘法逆运算难以计算的特性。最早在 1985 年由 Neal
Koblitz 和 Victor Miller 分别独立提出。ECC 系列算法一般被认为具备较高的安全性，但加
解密计算过程往往比较费时。
5）SM2（ShangMi 2）：是我国商用密码算法，由国家密码管理局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
发布。它同样基于椭圆曲线算法，加密强度优于 RSA 系列算法。
非对称加密算法一般适用于签名场景或密钥协商，但不适于大量数据的加解密。
目前普遍认为，RSA 类算法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被破解，一般推荐采用安全强度更高的
椭圆曲线系列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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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选择明文攻击

在非对称加密中，由于公钥是可以公开获取的，因此任何人都可以给定明文，获取对
应的密文，这就带来选择明文攻击的风险。
为了避免这种风险，现有的非对称加密算法（如 RSA、ECC）都引入了一定的保护机制。
对同样的明文使用同样密钥进行多次加密，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这就避免了选择明文攻击
的破坏。
在实现上可以有多种思路。一种是对明文先进行变形，添加随机的字符串或标记，再
对添加后结果进行处理。另外一种是先用随机生成的临时密钥对明文进行对称加密，然后再
进行对称密钥的加密，即混合利用多种加密机制。

3.2.5

混合加密机制

混合加密机制同时结合了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的优点。
先用计算复杂度高的非对称加密协商出一个临时的对称加密密钥（也称为会话密钥，一
般相对所加密内容来说要短得多），然后双方再通过对称加密算法对传递的大量数据进行快
速的加解密处理。
典型的应用案例是现在大家常用的 HTTPS 协议。HTTPS 协议正在取代传统的不安全的
HTTP 协议，成为最普遍的 Web 通信协议。
HTTPS 在 传 统 的 HTTP 层 和 TCP 层 之 间 通 过 引 入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Secure
Socket Layer（TLS/SSL）加密层来实现可靠的传输。
SSL 协议最早是 Netscape 于 1994 年设计出来的、实现早期 HTTPS 的方案，SSL 3.0 及
之前版本存在漏洞，被认为不够安全。TLS 协议是 IETF 基于 SSL 协议提出的安全标准，目
前最新的版本为 1.2（2008 年发布）。推荐使用的版本号至少为 TLS 1.0，对应于 SSL 3.1 版
本。除了 Web 服务外，TLS 协议也广泛应用于 E-mail、实时消息、音视频通话等领域。
采用 HTTPS 建立安全连接（TLS 握手协商过程）的基本步骤如图 3-2 所示。
1）客户端浏览器发送信息到服务器，包括随机数 R1、支持的加密算法类型、协议版
本、压缩算法等。注意，该过程为明文。
2）服务端返回信息，包括随机数 R2、选定加密算法类型、协议版本以及服务器证书。
注意，该过程为明文。
3）浏览器检查带有该网站公钥的证书。该证书需要由第三方 CA 来签发，浏览器和操
作系统会预置权威 CA 的根证书。如果证书被篡改或作假（中间人攻击），很容易通过 CA 的
证书验证出来。
4） 如 果 证 书 没 问 题， 则 客 户 端 用 服 务 端 证 书 中 的 公 钥 加 密 随 机 数 R3（又 叫 PreMasterSecret），发送给服务器。此时，只有客户端和服务器都拥有 R1、R2 和 R3 信息，基于
随机数 R1、R2 和 R3，双方才能通过伪随机数函数来生成共同的对称会话密钥 MasterSecret。
5）后续客户端和服务端的通信都通过对称加密算法（如 AES）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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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TLS 握手协商过程

可以看出，该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在防止中间人窃听和篡改的前提下完成会话密钥的协
商。为了保障前向安全性（perfect forward secrecy），TLS 对每个会话连接都可以生成不同的
密钥，避免某次会话密钥泄露之后影响其他会话连接的安全性。需要注意，TLS 协商过程支
持的加密算法方案较多，要合理地选择安全强度高的算法，如 DHE-RSA、ECDHE-RSA 和
ECDHE-ECDSA。

3.2.6

离散对数与 DH 密钥交换协议

上一小节中，对称密钥的协商过程采用了 RSA 非对称加密算法，实践中也可以通过
Diff ie-Hellman 协议来完成。
DH（Diff ie-Hellman）密钥交换协议是一个经典的协议，最早发表于 1976 年，应用十
分广泛。使用该协议可以在不安全信道完成对称密钥的协商，以便后续通信采用对称加密。
DH 协议的设计基于离散对数问题（Discrete Logarithm Problem，DLP）。离散对数问题
是指对于一个很大的素数 p，已知 g 为 p 的模循环群的原根，给定任意 x，求解 X = g^x mod
p 是可以很快获取的。但在已知 p、g 和 X 的前提下，逆向求解 x 目前没有多项式时间实现
的算法。该问题同时也是 ECC 类加密算法的基础。
DH 协议的基本交换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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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lice 和 Bob 两个人协商密钥，先公开商定 p 和 g；
2）Alice 自行选取私密的整数 x，计算 X = g^x mod p，发送 X 给 Bob；
3）Bob 自行选取私密的整数 y，计算 Y = g^y mod p，发送 Y 给 Alice；
4）Alice 根据 x 和 Y，求解共同密钥 Z_A = Y^x mod p；
5）Bob 根据 X 和 y，求解共同密钥 Z_B = X^y mod p。
实际上，Alice 和 Bob 计算出来的结果将完全相同，因为在 mod p 的前提下，Y^x =（g^y）^
x = g^（xy）=（g^x）^y = X^y。而信道监听者即便在已知 p、g、X、Y 的前提下，也无法求得 Z。

3.2.7

区块链加密技术

数字加密技术是区块链技术应用和开发的关键。一旦加密方法遭到破解，区块链的数
据安全将受到挑战，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将不复存在。区块链主要应用非对称加密算法。非
对称加密技术在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主要包括信息加密、数字签名和登录认证等。
1）信息加密场景主要是由信息发送者（记为 A）使用接收者（记为 B）的公钥对信息加
密后再发送给 B，B 利用自己的私钥对信息解密。比特币交易的加密即属于此场景。
2）数字签名场景则是由发送者 A 采用自己的私钥加密信息后发送给 B，B 使用 A 的公
钥对信息解密、从而可确保信息是由 A 发送的。
3）登录认证场景则是由客户端使用私钥加密登录信息后发送给服务器，后者接收后采
用该客户端的公钥解密并认证登录信息 .
注意，上述 3 种场景加密的不同之处：
信息加密是公钥加密、私钥解密，确保信息的安全性；数字签名是私钥加密、公钥解
密，确保数字签名的归属性；登录认证是私钥加密、公钥解密。
以比特币系统为例，其非对称加密机制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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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非对称加密机制

比特币系统一般通过调用操作系统底层的随机数生成器来生成 256 位随机数作为私钥。
比特币私钥的总量大，很难通过遍历全部私钥空间来获得存有比特币的私钥，因而在密码
学上是安全的。为便于识别，256 位二进制形式的比特币私钥将通过 SHA-256 哈希算法和
Base-58 转换，形成 50 字符长度易识别和书写私钥提供给用户。比特币的公钥是由私钥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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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经过 Secp256k1 椭圆曲线算法生成 65 字节长度的随机数。该公钥可用于产生比特币交易
时使用的地址，其生成过程是：首先将公钥进行 SHA-256 和 RIPEMD160 双哈希运算，生
成 20 字节长度的摘要结果（即 Hash160 的结果），再经过 SHA-256 哈希算法和 Base-58 转
换形成 33 字符长度的比特币地址。公钥生成过程是不可逆的，即不能通过公钥反推出私钥。
比特币的公钥和私钥通常保存在比特币钱包文件中，其中私钥最为重要，丢失私钥就意味着
丢失了对应地址的全部比特币资产。现有的比特币和区块链系统中，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已经
衍生出多私钥加密技术，以满足多重签名等更为灵活和复杂的场景。
下面介绍一下区块链项目 fabric 的加密算法。fabric 的加密算法由 BCCSP（Blockchain
crypto provider，区块链加密服务提供商）提供，用于定义选择使用的密码学实现库。负责
摘要生成、非对称密钥的签名与验证、根据证书查找私钥等。该模块提供了一系列的接口，
这些接口定义了摘要的生成方法、签名、验证、加密、解密等。所有自定义的密码学实现库
都需要实现这些接口，以达到密码学算法的可插拔。目前 fabric BCCSP 模块的接口有 3 种
实现类，如图 3-4 所示。
BCCSPȧinterfaceȨ
impl
SW

golang crypto
primitives

图 3-4

PKCS11

GM

ECDSA

SM2 SM3 SM4

libsoftsm.so

libsmcrypto.so

fabric BCCSP 模块接口的 3 种实现类

1）SW（software based）实现方式是直接调用 golang 提供的库文件来进行加密解密、
哈希算法、签名验签等。
2）PKCS11 是调用 ECDSA 来进行加密、解密、哈希算法、签名验签等，而 ecdsa 是通
过调用动态运行库来完成以上功能。
3）GM 国密算法实现方式与 PKCS11 一致。中间层提供 SM2 进行签名与验签，用 SM3
进行哈希算法，用 SM4 实现加密。
ECDSA：全名是 Elliptic Curve DSA，即椭圆曲线 DSA。它是数字签名算法 Digital Signature Algorithm，DSA）应用了椭圆曲线加密算法的变种。椭圆曲线算法的原理很复杂，但
是具有很好的公开密钥算法特性，通过公钥无法逆向获得私钥。
PKCS：是由 RSA 实验室与本行业、学术界和政府的代表一起合作开发出的一套称为公
共密钥加密标准（Public-Key Cryptography Standards）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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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消息认证码与数字签名
消息认证码和数字签名技术通过对消息的摘要进行加密，可用于消息防篡改和身份证

明问题。

3.3.1

消息认证码

消息认证码的全称是“基于 Hash 的消息认证码”（Hash-based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HMAC）。消息验证码基于对称加密，可以用于保护消息完整性（integrity）。
基本过程为：对某个消息利用提前共享的对称密钥和 Hash 算法进行加密处理，得到
HMAC 值。该 HMAC 值持有方可以证明自己拥有共享的对称密钥，并且也可以利用 HMAC
确保消息内容不被篡改。
典型的 HMAC（K、H、Message）算法包括 3 个因素：K 为提前共享的对称密钥，H 为
提前商定的 Hash 算法（一般为公认的经典算法如 SHA-256），Message 为要处理的消息内容。
如果不知道 K 或 H 的任何一个，则无法根据 Message 得到正确的 HMAC 值。
消息认证码一般用于证明身份的场景。如 Alice、Bob 提前共享 HMCA 的密钥和 Hash
算法，Alice 需要知晓对方是否为 Bob，可发送随机消息给 Bob，Bob 收到消息后进行计算，
把消息 HMAC 值返回给 Alice，Alice 通过检验收到 HMAC 值的正确性来判断对方是否是
Bob。注意，这里并没有考虑中间人攻击的情况，假定信道是安全的。
消息认证码使用过程中主要问题是需要共享密钥。当密钥可能被多方拥有的场景下，
无法证明消息来自某个确切的身份。反之，如果采用非对称加密方式，则可以追溯到来源身
份，即数字签名。

3.3.2

数字签名

数字签名基于非对称加密，与在纸质合同上签名确认合同内容和证明身份类似，既可
以用于证实某数字内容的完整性，同时又可以确认来源（或不可抵赖，Non-Repudiation）。
一个典型的场景是，Alice 通过信道发给 Bob 一个文件（一份信息），Bob 如何获知所
收到的文件是否 Alice 发出的原始版本？ Alice 可以先对文件内容进行摘要，然后用自己的
私钥对摘要进行加密（签名），之后将文件和签名都发给 Bob。Bob 收到文件和签名后，用
Alice 的公钥来解密签名，得到摘要，与收到文件进行摘要后的结果进行比对。如果一致，
说明该文件确实是 Alice 发过来的（别人无法拥有 Alice 的私钥），并且文件内容没有被修改
过（摘要结果一致）。
知名的数字签名算法包括 DSA（Digital Signature Algorithm）和安全强度更高的 ECSDA
（Elliptic Curve Digital Signature Algorithm）等。
除普通的数字签名应用场景外，针对一些特定的安全需求，产生了一些特殊数字签名
技术，包括盲签名、多重签名、群签名、环签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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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盲签名：盲签名（blind signature）是在 1982 年由 David Chaum 在论文“ Blind Signatures for Untraceable Payment ”中提出的。签名者需要在无法看到原始内容的前提下对信
息进行签名。
一方面，盲签名可以实现对所签名内容的保护，防止签名者看到原始内容；另一方面，
盲签名还可以实现防止追踪（unlinkability），签名者无法将签名内容和签名结果进行对应。
典型的实现包括 RSA 盲签名算法等。
2）多重签名：多重签名（multiple signature）即在 n 个签名者中，收集到至少 m 个
（n >= m >= 1）签名，即认为合法。其中，n 是提供的公钥个数，m 是需要匹配公钥的最少
的签名个数。
多重签名可以被有效地应用在多人投票共同决策的场景中。例如双方进行协商，第三
方作为审核方。三方中任何两方达成一致即可完成协商。
比特币交易中就支持多重签名，可以实现多个人共同管理某个账户的比特币交易。
3）群签名：群签名（group signature）即某个群组内一个成员可以代表群组进行匿名签
名。签名可以验证来自于该群组，却无法准确追踪到签名的是哪个成员。
群签名最早于 1991 年由 David Chaum 和 Eugene van Heyst 提出。它需要存在一个群管
理员来添加新的群成员，因此存在群管理员可能追踪到签名成员身份的风险。
4）环签名：环签名（ring signature）由 Rivest、Shamir 和 Tauman 三位密码学家在 2001
年首次提出。环签名属于一种简化的群签名。签名者首先选定一个临时的签名者集合，集合
中包括签名者自身。然后签名者利用自己的私钥和签名集合中其他人的公钥就可以独立地产
生签名，而无须他人的帮助。签名者集合中的其他成员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被包含在最终的签
名中。环签名在保护匿名性方面有很多的用途。

3.3.3

安全性

数字签名算法自身的安全性由数学问题进行保障，但在使用上，系统的安全性也十分
关键。目前常见的数字签名算法往往需要选取合适的随机数作为配置参数，配置参数不合理
的使用或泄露都会造成安全漏洞，需要进行安全保护。
2010 年，SONY 公司因为在其 PS3 产品上采用安全的 ECDSA 进行签名时，不慎采用
了重复的随机参数，导致私钥被最终破解，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3.3.4

区块链数字签名

数字签名涉及公钥、私钥和钱包等工具，它有两个作用：一是证明消息确实是由信息发
送方签名并发出来的，二是确定消息的完整性。数字签名技术是将摘要信息用发送者的私钥
加密，与原文一起传送给接收者。接收者只有用发送者的公钥才能解密被加密的摘要信息，
然后用 Hash 函数对收到的原文产生一个摘要信息，与解密的摘要信息对比。如果相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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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收到的信息是完整的，在传输过程中没有被修改，否则说明信息被修改过。因此数字签
名能够验证信息的完整性。数字签名流程图如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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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证书
对于非对称加密算法和数字签名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钥的分发。理论上，任

何人都可以公开获取对方的公钥。然而这个公钥有没有可能是伪造的呢？传输过程中有没
有可能被篡改呢？一旦公钥自身出了问题，则整个建立在其上的安全体系的安全性将不复
存在。
数字证书机制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证书一样，可以证明
记录信息的合法性。比如证明某个公钥是某个实体（如组织或个人）的，并且确保一旦内容
被篡改能被探测出来，从而实现对用户公钥的安全分发。
根据所保护公钥的用途，数字证书可以分为加密数字证书（Encryption Certif icate）和签
名验证数字证书（Signature Certif icate）。前者保护用于加密信息的公钥；后者则保护用于进
行解密签名进行身份验证的公钥。两种类型的公钥也可以同时放在同一证书中。
一般情况下，证书需要由证书认证机构（Certif ication Authority，CA）来进行签发和背
书。权威的证书认证机构包括 DigiCert、GlobalSign、VeriSign 等。用户也可以自行搭建本
地 CA 系统，在私有网络中进行使用。

3.4.1

X.509 证书规范

一般来说，一个数字证书内容可能包括基本数据（版本、序列号）、所签名对象信息（签
名算法类型、签发者信息、有效期、被签发人、签发的公开密钥）、CA 的数字签名等。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标准为 ITU 和 ISO 联合制定的 X.509 的 v3 版本规范（RFC 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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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定义了如下证书信息域。
● 版本号（Version Number）：规范的版本号，目前为版本 3，值为 0x2；
● 序列号（Serial Number）：由 CA 维护的、为它所颁发的每个证书分配的唯一的序列
号，用来追踪和撤销证书。只要拥有签发者信息和序列号，就可以唯一标识一个证
书，最大不能超过 20 字节；
● 签 名 算 法（Signature Algorithm）： 数 字 签 名 所 采 用 的 算 法， 如“ sha256WithRSAEncryption ”或“ ecdsa-with-SHA256”；
● 颁发者（Issuer）：颁发证书单位的标识信息，如“ C = CN，ST = Beijing，L = Beijing，
O = org.example.com，CN = ca.org.example.com ”；
● 有效期（Validity）：证书的有效期限，包括起止时间；
● 主体（Subject）：证书拥有者的标识信息（Distinguished Name），如“ C = CN，ST =
Beijing，L = Beijing，CN = person.org.example.com ”；
● 主体的公钥信息（Subject Public Key Info）：所保护的公钥相关的信息；
● 公钥算法（Public Key Algorithm）：公钥采用的算法；
● 主体公钥（Subject Public Key）：公钥的内容；
● 颁发者唯一号（Issuer Unique Identif ier）：代表颁发者的唯一信息，仅 2、3 版本支持，
可选；
● 主体唯一号（Subject Unique Identif ier）：代表拥有证书实体的唯一信息，仅 2、3 版
本支持，可选；
● 扩展（Extensions，可选）：可选的一些扩展，v3 中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① Subject Key Identif ier：实体的密钥标识符，区分实体的多对密钥；
② Basic Constraints：一般指明是否属于 CA；
③ Authority Key Identif ier：证书颁发者的公钥标识符；
④ CRL Distribution Points：撤销文件的发布地址；
⑤ Key Usage：证书的用途或功能信息。
此外，证书的颁发者还需要对证书内容利用自己的公钥添加签名，以防止对证书内容
进行篡改。

3.4.2

证书格式

X.509 规范中一般推荐使用 PEM（Privacy Enhanced Mail）格式来存储证书的相关文件。
证书文件的文件名后缀一般为 .crt 或 .cer，对应私钥文件的文件名后缀一般为 .key，证书请
求文件的文件名后缀为 .csr。有时候也统一用 .pem 作为文件名后缀。
PEM 格式采用文本方式进行存储，一般包括首尾标记和内容块，内容块采用 Base64 进
行编码。
例如，一个 PEM 格式的示例证书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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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CERTIFICATE-----MIICMzCCAdmgAwIBAgIQIhMiRzqkCljq3ZXnsl6EijAKBggqhkjO
PQQDAjBmMQswCQYDVQQGEwJVUzETMBEGA1UECBMKQ2FsaWZvcm5pYTEWMBQGA1UEBxMNU2FuIEZyYW5jaX
XXbzEUMBIGA1UEChMLZXhhbXBsZS5jb20xFDASBgNVBAMTC2V4YW1wbGUuY29tMB4XDTE3MDQyNTAzMzAz
N1oXDTI3MDQyMzAzMzAzN1owZjELMAkGA1UEBhMCVVMxEzARBgNVBAgTCkNhbGlmb3JuaWExFjAUBgNVBA
cTDVNhbiBGcmFuY2lzY28xFDASBgNVBAoTC2V4YW1wbGUuY29tMRQwEgYDVQQDEwtleGFtcGxlLmNvbTBZ
MBMGByqGSM49AgEGCCqGSM49AwEHA0IABCkIHZ3mJCEPbIbUdh/Kz3zWW1C9wxnZOwfyyrhr6aHwWREW3Z
pMWKUcbsYup5kbouBc2dvMFUgoPBoaFYJ9D0SjaTBnMA4GA1UdDwEB/wQEAwIBpjAZBgNVHSUEEjAQBgRV
HSUABggrBgEFBQcDATAPBgNVHRMBAf8EBTADAQH/MCkGA1UdDgQiBCBIA/DmemwTGibbGe8uWjt5hnlE63
SUsXuNKO9iGEhVqDAKBggqhkjOPQQDAgNIADBFAiEAyoMO2BAQ3c9gBJOk1oSyXP70XRk4dTwXMF7qR72i
jLECIFKLANpgWFoMoo3W91uzJeUmnbJJt8Jlr00ByjurfAvv-----ENDCERTIFICATE-----

可以通过 OpenSSL 工具来查看其内容：
# openssl x509 -in example.com-cert.pem -noout -textCertificate:Data:Version:3
(0x2)SerialNumber:22:13:22:47:3a:a4:0a:58:ea:dd:95:e7:b2:5e:84:8aSignatureAlgo
rithm: ecdsa-with-SHA256Issuer:C=US, ST=California, L=SanFrancisco, O=example.
com,CN=example.comValidityNotBefore:Apr2503:30:372017GMTNotAfter:Apr2303:30:372
027GMTSubject:C=US, ST=California, L=SanFrancisco, O=example.com,CN=example.com
SubjectPublicKeyInfo:PublicKeyAlgorithm: id-ecPublicKeyPublic-Key: (256 bit)pub:0
4:29:08:1d:9d:e6:24:21:0f:6c:86:d4:76:1f:ca:cf:7c:d6:5b:50:bd:c3:19:d9:3b:07:f2:ca:
b8:6b:e9:a1:f0:59:11:16:dd:9a:4c:58:a5:1c:6e:c6:2e:a7:99:1b:a2:e0:5c:d9:db:cc:15:4
8:28:3c:1a:1a:15:82:7d:0f:44ASN1OID: prime256v1X509v3extensions:X509v3KeyUsage:
criticalDigitalSignature, KeyEncipherment, CertificateSign,CRLSignX509v3ExtendedKe
yUsage:AnyExtendedKeyUsage, TLSWebServerAuthenticationX509v3BasicConstraints: crit
icalCA:TRUEX509v3SubjectKeyIdentifier:48:03:F0:E6:7A:6C:13:1A:26:DB:19:EF:2E:5A:3B
:79:86:79:44:EB:74:94:B1:7B:8D:28:EF:62:18:48:55:A8SignatureAlgorithm: ecdsa-withSHA25630:45:02:21:00:ca:83:0e:d8:10:10:dd:cf:60:04:93:a4:d6:84:b2:5c:fe:f4:5d:19:3
8:75:3c:17:30:5e:ea:47:bd:a2:8c:b1:02:20:52:8b:00:da:60:58:5a:0c:a2:8d:d6:f7:5b:b3:
25:e5:26:9d:b2:49:b7:c2:65:af:4d:01:ca:3b:ab:7c:0b:ef

此外，还有 DER（Distinguished Encoding Rules）格式，它采用二进制来保存证书，可
以与 PEM 格式互相转换。

3.4.3

证书信任链

证书中记录了大量信息，其中最重要的是“签发的公开密钥”和“ CA 数字签名”两个
信息。因此，只要使用 CA 的公钥再次对这个证书进行签名比对，就能证明某个实体的公钥
是否合法。
读者可能会想到，怎么证明用来验证对实体证书进行签名的 CA 公钥自身是否合法呢？
毕竟在获取 CA 公钥的过程中，它也可能被篡改。
实际上，要想知道 CA 的公钥是否合法，一方面可以通过更上层的 CA 颁发的证书来进
行认证；另一方面某些根 CA（Root CA）可以通过预先分发证书来实现信任基础。例如，主
流操作系统和浏览器里往往会提前预置一些权威 CA 的证书（通过自身的私钥签名，系统承
认这些是合法的证书）。之后所有基于这些 CA 认证的中间层 CA（Intermediate CA）和后继
CA 都会被验证为合法。这样就由预先信任的根证书，经过中间层证书，到最底层的实体证
书，构成一条完整的证书信任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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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时候用户在使用浏览器访问某些网站时，可能会被提示是否信任对方的证书。这
说明该网站证书无法被当前系统中的证书信任链进行验证，需要进行额外检查。另外，若信
任链上任一证书不可靠，则依赖它的所有后继证书都将失去保障。
可见，证书作为公钥信任的基础，对其生命周期进行安全管理十分关键。下节将介绍
的 PKI 体系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证书管理的框架，包括生成、颁发、撤销等。

3.5

PKI 体系
在非对称加密中，公钥可以通过证书机制来进行保护，但证书的生成、分发、撤销等

过程并没有在 X.509 规范中进行定义。
实际上，安全地管理和分发证书可以遵循 PKI（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体系来完成。
PKI 体系的核心是证书生命周期相关的认证和管理问题，在现代密码学应用领域处于十分重
要的地位。
需要注意，PKI 是建立在公私钥基础上实现安全可靠传递消息和身份确认的一个通用框
架，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密码学技术和流程。实现了 PKI 规范的平台可以安全可靠地管理
网络中用户的密钥和证书。目前包括多个实现和规范，知名的有 RSA 公司的 PKCS（Public
Key Cryptography Standards）标准和 X.509 相关规范等。

3.5.1

PKI 基本组件

一般情况下，PKI 至少包括如下核心组件。
● CA（Certif ication Authority）：负责证书的颁发和作废，接收来自 RA 的请求，是最
核心的部分。
● RA（Registration Authority）：对用户身份进行验证，校验数据合法性，负责登记，审
核过了就发给 CA。
证书数据库：存放证书，多采用 X.500 系列标准格式，可以配合 LDAP 目录服务管理
用户信息。
其中，CA 是最核心的组件，主要完成对证书信息的维护。
常见的操作流程为，用户通过 RA 登记申请证书，提供身份和认证信息等；CA 审核后
生成证书，颁发给用户。用户如果需要撤销证书则需要再次向 CA 发出申请。

3.5.2

证书的签发

CA 对用户签发证书实际上是对某个用户公钥使用 CA 的私钥对其进行签名。这样任何
人都可以用 CA 的公钥对该证书合法性进行验证。验证成功则认可该证书中所提供的用户公
钥内容，实现用户公钥的安全分发。
用户证书的签发可以有两种方式。一般可以由 CA 直接来生成证书（内含公钥）和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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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钥发给用户；也可以由用户自己生成公钥和私钥，然后由 CA 来对公钥内容进行签名。
后一种情况下，用户一般会首先自行生成一个私钥和证书申请文件（Certif icate Signing
Request，csr）， 该 文 件 中 包 括 了 用 户 对 应 的 公 钥 和 一 些 基 本 信 息， 如 通 用 名（common
name，cn）、组织信息、地理位置等。CA 只需要对证书请求文件进行签名，生成证书文件，
颁发给用户即可。整个过程中，用户可以保持私钥信息的私密性，不会被其他方获知（包括
CA 方）。
生成证书申请文件的过程并不复杂，用户可以很容易地使用开源软件 OpenSSL 来生成
csr 文件和对应的私钥文件。
例如，安装 OpenSSL 后可以执行如下命令来生成私钥和对应的证书请求文件：
$ openssl req -new -keyout private.key -out for_request.csr
Generating a 1024 bit RSA private key..............++++++..............++++++
writing new private key to 'private.key'
Enter PEM pass phrase:
Verifying - Enter PEM pass phrase:----You are about to be asked to enter information that will be incorporatedinto
your certificate request.
What you are about to enter is what is called a Distinguished Name or a DN.
There are quite a few fields but you can leave some blank
For some fields there will be a default value,If you enter '.', the field will
be left blank.----Country Name (2 letter code) [AU]:CN
State or Province Name (full name) [Some-State]:Beijing
Locality Name (eg, city) []:Beijing
Organization Name (eg, company) [Internet Widgits Pty Ltd]:Blockchain
Organizational Unit Name (eg, section) []:Dev
Common Name (e.g. server FQDN or YOUR name) []:example.com
Email Address []:
Please enter the following 'extra' attributes
to be sent with your certificate request
A challenge password []:
An optional company name []:

生成过程中需要输入地理位置、组织、通用名等信息。生成的私钥和 csr 文件默认以
PEM 格式存储，内容为 Base64 编码。
如生成的 csr 文件内容可能为：
$catfor_request.csr1-----BEGINCERTIFICATEREQUEST-----MIIBrzCCARgCAQAwbzELMAk
GA1UEBhMCQ04xEDAOBgNVBAgTB0JlaWppbmcxEDAOBgNVBAcTB0JlaWppbmcxEzARBgNVBAoTCkJsb2Nr
Y2hhaW4xDDAKBgNVBAsTA0RldjEZMBcGA1UEAxMQeWVhc3kuZ2l0aHViLmNvbTCBnzANBgkqhkiG9w0B
AQEFAAOBjQAwgYkCgYEA8fzVl7MJpFOuKRH+BWqJY0RPTQK4LB7fEgQFTIotO264ZlVJVbk8Yf l42F7d
h/8SgHqmGjPGZgDb3hhIJLoxSOI0vJweU9v6HiOVrFWE7BZEvhvEtP5klXXEzOewLvhLMNQpG0kBwdIh2
EcwmlZKcTSITJmdulEvoZXr/DHXnyUCAwEAAaAAMA0GCSqGSIb3DQEBBQUAA4GBAOtQDyJmfP64anQtR
uEZPZji/7G2+y3LbqWLQIcjIpZbexWJvORlyg+iEbIGno3Jcia7lKLih26lr04W/7DHn19J6Kb/CeXrj
DHhKGLOI7s4LuE+2YFSemzBVr4t/g24w9ZB4vKjN9X9i5hc6c6uQ45rNlQ8UK5nAByQ/TWDOxyG----ENDCERTIFICATE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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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SL 工具提供了查看 PEM 格式文件明文的功能，如使用如下命令可以查看生成的
csr 文件的明文：
$ openssl req -in for_request.csr -noout -textCertificateRequest:Data:Version:
0 (0x0)Subject:C=CN, ST=Beijing, L=Beijing, O=Blockchain, OU=Dev,CN=yeasy.github.
comSubjectPublicKeyInfo:PublicKeyAlgorithm: rsaEncryptionRSAPublicKey: (1024 bit)
Modulus (1024 bit):00:f1:fc:d5:97:b3:09:a4:53:ae:29:11:fe:05:6a:89:63:44:4f:4d:02:
b8:2c:1e:df:12:04:05:4c:8a:2d:3b:6e:b8:66:55:49:55:b9:3c:61:f9:78:d8:5e:dd:87:ff:1
2:80:7a:a6:1a:33:c6:66:00:db:de:18:48:24:ba:31:48:e2:34:bc:9c:1e:53:db:fa:1e:23:95
:ac:55:84:ec:16:44:be:1b:c4:b4:fe:64:95:75:c4:cc:e7:b0:2e:f8:4b:30:d4:29:1b:49:01:
c1:d2:21:d8:47:30:9a:56:4a:71:34:88:4c:99:9d:ba:51:2f:a1:95:eb:fc:31:d7:9f:25Expon
ent:65537 (0x10001)Attributes:a0:00SignatureAlgorithm: sha1WithRSAEncryptioneb:50:
0f:22:66:7c:fe:b8:6a:74:2d:46:e1:19:3d:98:e2:ff:b1:b6:fb:2d:cb:6e:a5:8b:40:87:23:2
2:96:5b:7b:15:89:bc:e4:65:ca:0f:a2:11:b2:06:9e:8d:c9:72:26:bb:94:a2:e2:87:6e:a5:af
:4e:16:ff:b0:c7:9f:5f:49:e8:a6:ff:09:e5:eb:8c:31:e1:28:62:ce:23:bb:38:2e:e1:3e:d9:
81:52:7a:6c:c1:56:be:2d:fe:0d:b8:c3:d6:41:e2:f2:a3:37:d5:fd:8b:98:5c:e9:ce:ae:43:8
e:6b:36:54:3c:50:ae:67:00:1c:90:fd:35:83:3b:1c:86

需要注意，用户自行生成私钥情况下，私钥文件一旦丢失，CA 方由于不持有私钥信息，
无法进行恢复，这意味着无法解密该证书中公钥加密的内容。

3.5.3

证书的撤销

证书超过有效期后会作废，用户也可以主动向 CA 申请撤销某证书文件。
由于 CA 无法强制收回已经颁发的数字证书，因此为了作废证书，往往还需要维护一个
撤销证书列表（Certif icate Revocation List，CRL），用于记录已经撤销的证书序号。
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当第三方对某个证书进行验证时，需要首先检查该证书是否在
撤销列表中。如果存在，则该证书无法通过验证；如果不在，则继续进行后续的证书验证
过程。

3.6

Merkle 树结构
Merkle（默克尔）树，又叫哈希树，是一种典型的二叉树结构，由一个根节点、一组

中间节点和一组叶节点组成。在区块链系统出现之前，它广泛用于文件系统和 P2P 系统中，
如图 3-6 所示。
其主要特点为：最下面的叶节点包含存储数据或其哈希值；非叶子节点（包括中间节点
和根节点）都是它的两个孩子节点内容的哈希值。
进一步地，默克尔树可以推广到多叉树的情形，此时非叶子节点的内容为它所有的孩
子节点内容的哈希值。
默克尔树逐层记录哈希值的特点，让它具有了一些独特的性质。例如，底层数据的任
何变动，都会传递到其父节点，一层层沿着路径一直到树根。这意味树根的值实际上代表了
对底层所有数据的“数字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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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Hash(N4 + N5)
N4
Hash(N0 + N1)

N5
Hash(N2 + N3)

N0 = Hash(D0)

N1 = Hash(D1)

N2 = Hash(D2)

N3 = Hash(D3)

D0

D1

D2

D3

图 3-6

Merkle 树示例

目前，默克尔树的典型应用场景有很多，下面分别介绍。

3.6.1

快速对比大量数据

对每组数据排序后构建默克尔树结构。当两个默克尔树根相同时，则意味着两组数据
必然相同；否则，必然存在不同。
由于 Hash 算法计算的过程可以十分快速，预处理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利用默克尔树
结构能带来巨大的对比性能优势。

3.6.2

快速定位修改

如图 3-5 所示，如果 D1 中数据被修改，会影响到 N1、N4 和 Root。因此，一旦发现某
个节点如 Root 的数值发生变化，沿着 Root → N4 → N1，最多通过 O（logn）时间即可快速
定位到实际发生改变的数据块 D1。

3.6.3

零知识证明

仍以图 3-5 为例，如何向他人证明拥有的某组数据（D0，…，D3）中包括给定某个内容
D0 而不暴露其他任何内容呢？很简单，构造如图 3-6 所示的一个默克尔树，公布 N1、N5、
Root。D0 拥有者通过验证生成的 Root 是否跟提供的值一致，即可很容易检测 D0 存在。整个
过程中验证者只知道 D0 以及公布的 N、N5、Root，验证的方法是沿着 D0、N1 得到 N4，再
由 N4、N5 得到 Root, 验证计算得到 Root 和公布的 Root 是否一致即可。无法获知其他内容。

3.7

布隆过滤器
布 隆 过 滤 器（Bloom Filter） 于 1970 年 由 Burton Howard Bloom 在 论 文“ Space/Time

Trade-offs in Hash Coding with Allowable Errors ”中提出。布隆过滤器是一种基于 Hash 的高
效查找结构，能够快速（常数时间内）回答“某个元素是否在一个集合内”的问题。
布隆过滤器因为其高效性，大量应用于网络和安全领域，例如信息检索（BigTable 和
HBase）、垃圾邮件规则、注册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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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Hash 值的快速查找

在运用布隆过滤器之前，先来看基于 Hash 的快速查找算法。在前面的讲解中我们提
到，Hash 可以将任意内容映射到一个固定长度的字符串，而且不同内容映射到相同串的概
率很低。因此，这就构成了一个很好的“内容→索引”的生成关系。
试想，如果给定一个内容和存储数组，通过构造 Hash 函数，让映射后的 Hash 值总不
超过数组的大小，则可以实现快速的基于内容的查找。例如，内容“ hello world ”的 Hash
值如果是“100”，则存放到数组的第 100 个单元上去。如果需要快速查找任意内容，如
“ hello world ”字符串是否在存储系统中，只需要在常数时间内计算其 Hash 值，并用 Hash
值查看系统中对应元素即可。该系统“完美地”实现了常数时间内的查找。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映射后的值限制在一定范围（如总数组的大小）内时，会发现
Hash 冲突的概率会变高，而且范围越小，冲突概率越大。很多时候，存储系统的大小又不
能无限扩展，这就造成算法效率的下降。为了提高空间利用率，后来人们基于 Hash 算法的
思想设计出了布隆过滤器结构。

3.7.2

更高效的布隆过滤器

ᩜҍҢࢭ

布隆过滤器采用了多个 Hash 函数来提高空间
利用率。对同一个给定输入来说，多个 Hash 函数

Hash#1

Hash#2

Hash#3

计算出多个地址，分别将位串的这些地址上标记
为 1。查找时，进行同样的计算过程，并查看对
应元素，如果都为 1，则说明该输入存在有较大概
率，如图 3-7 所示。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图 3-7

布隆过滤器

布隆过滤器查找相对于单个 Hash 算法查找，大大提高了空间利用率，可以使用较少的
空间来表示较大集合的存在关系。
实际上，无论是 Hash 算法，还是布隆过滤器，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内容的编
址。Hash 函数存在冲突，布隆过滤器也存在冲突。这就造成了两种方法都存在误报（false
positive）的情况，但绝对不会漏报（false negative）。
布隆过滤器在应用中误报率往往很低，例如，在使用 7 个不同 Hash 函数的情况下，记
录 100 万个数据，采用 2MB 大小的位串，整体的误判率将低于 1%。而传统的 Hash 查找算
法的误报率将接近 10%。

3.8

同态加密

3.8.1

定义

同态加密（homomorphic encryption）是一种特殊的加密方法，允许对密文进行处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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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仍然是加密的结果。即对密文直接进行处理与对明文进行处理后再对处理结果加密，得
到的结果相同。从抽象代数的角度讲，叫作保持了同态性。
同态加密可以保证实现处理者无法访问到数据自身的信息。如果定义一个运算符 Δ，对
加密算法 E 和解密算法 D，满足：E（XΔY）= E（X）ΔE（Y），则意味着对于该运算满足同态性。
同态性来自代数领域，一般包括 4 种类型：加法同态、乘法同态、减法同态和除法同
态。同时满足加法同态和乘法同态，则意味着代数同态，称为全同态（full homomorphic）。
同时满足 4 种同态性，则称为算数同态。对于计算机操作来讲，实现了全同态意味着对于
所有处理都可以实现同态性。只能实现部分特定操作的同态性，称为特定同态（somewhat
homomorphic）。

3.8.2

问题与挑战

同态加密的问题最早是由 Ron Rivest、Leonard Adleman 和 Michael L.Dertouzos 在 1978
年 提 出， 同 年 提 出 了 RSA 加 密 算 法。 但 第 一 个“全 同 态” 的 算 法 直 到 2009 年 才 被 克 雷
格·金特里（Craig Gentry）在论文“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Using Ideal Lattices ”中
提出并进行数学证明。仅满足加法同态的算法包括 Paillier 和 Benaloh 算法；仅满足乘法同
态的算法包括 RSA 和 ElGamal 算法。同态加密在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时代意义十分重大。目
前，虽然云计算带来低成本、高性能和便捷性等优势，但从安全角度讲，用户还不敢将敏感
信息直接放到第三方云上进行处理。有了比较实用的同态加密技术之后，大家就可以放心地
使用各种云服务了，同时各种数据分析过程也不会泄露用户隐私。加密后的数据在第三方服
务处理后得到加密后的结果，这个结果只有用户自身可以进行解密，整个过程中，第三方平
台无法获知任何有效的数据信息。
对于区块链技术，同态加密也是很好的互补。使用同态加密技术，运行在区块链上的
智能合约只能处理密文，而无法获知真实数据。这极大地提高了隐私安全性。
目前，全同态的加密方案主要包括如下 3 种类型。
1）基于理想格（ideal lattice）的方案：Gentry 和 Halevi 在 2011 年提出的基于理想格的
方案可以实现 72 位的安全强度，对应的公钥大小约为 2.3GB，同时刷新密文的处理时间需
要几十分钟；
2）基于整数上近似 GCD 问题的方案：Dijk 等人在 2010 年提出的方案（及后续方案）
采用了更简化的概念模型，可以降低公钥大小至几十兆比特量级；
3） 基 于 带 扰 动 学 习（Learning With Errors，LWE） 问 题 的 方 案：Brakerski 和
Vaikuntanathan 等在 2011 年前后提出了相关方案；Lopez-Alt A 等在 2012 年设计出多密钥全
同态加密方案，接近实时多方安全计算的需求。
目前，已知的同态加密技术往往需要较高的计算时间或存储成本，而且相比传统加密
算法的性能和强度还有差距，但该领域被关注度一直很高。可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
接近实用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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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加密

与同态加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函数加密。同态加密保护的是数据本身，而函数加密保护的
是处理函数本身，即让第三方在看不到处理过程的前提下，对数据进行处理。该问题已被证明
不存在对多个通用函数的任意多密钥的方案，目前仅能做到对某个特定函数的一个密钥的方案。

3.9

其他问题
密码学领域涉及的问题还有许多，这里列出一些还在发展和探讨中的相关技术。

3.9.1

零知识证明概述

零知识证明（zero knowledge proof）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证明者在不向验证者提供任何
额外信息的前提下，使验证者相信某个论断是正确的。
例如，Alice 向 Bob 证明自己知道某个数字，在证明过程中 Bob 可以按照某个顺序提出
问题（比如数字加上某些随机数后的变换）由 Alice 回答，并通过回答确信 Alice 较大概率
确实知道某数字。证明过程中，Bob 除了知道 Alice 确实知道该数字外，自己无法获知或推
理出任何额外信息（包括该数字本身），也无法用 Alice 的证明去向别人证明（Alice 如果提
前猜测出 Bob 问题的顺序，存在作假的可能性）。
零知识证明的研究始于 1985 年 Shaf i Goldwasser 等人的论文“The Knowledge Complexity
of Interactive Proof-Systems ”，目前一般认为至少要满足以下 3 个条件。
1）完整性（Completeness）：真实的证明可以让验证者成功验证；
2）可靠性（Soundness）：虚假的证明无法让验证者保证通过验证，但允许存在小概率
例外；
3）零知识（Zero-Knowledge）：如果得到证明，无法从证明过程中获知除了所证明信息
之外的任何信息。

3.9.2

量子密码学

量子密码学（quantum cryptography）随着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的研究而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将会对已有的密码学安全机制产生较大的影响。
量子计算的概念最早由物理学家费曼于 1981 年提出，基本原理是利用量子比特可以同
时处于多个相干叠加态，理论上可以同时用少量量子比特来表达大量的信息，并同时进行处
理，大大提高计算速度。如 1994 年提出的基于量子计算的 Shor 算法，理论上可以实现远超
经典计算速度的大数因子分解。这意味着大量加密算法，包括 RSA、DES、椭圆曲线算法
等都将很容易被破解。但量子计算目前离实际可用的通用计算机还有一定距离。
量子通信则提供对密钥进行安全分发的机制，有望实现无条件安全的“一次性密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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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通信基于量子纠缠效应，两个发生纠缠的量子可以进行远距离的实时状态同步。一旦信道
被窃听，则通信双方会获知该情况，丢弃此次传输的泄露信息。该性质十分适合于进行大量
的密钥分发，如 1984 年提出的 BB84 协议，结合量子通道和公开信道，可以实现安全的密
钥分发。
“一次性密码”最早由香农提出，实现理论上绝对安全的对称加密。其特点为密钥真随
机且只使用一次；密钥长度与明文一致，加密过程为两者进行二进制异或操作。

3.9.3

社交工程学

密码学与安全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工业界都十分关心的重要话题，相关的技术也一
直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然而，即便存在理论上完美的技术，也不存在完美的系统。无数实例
证实，看起来设计十分完善的系统最后被攻破，并非是因为设计上出现了深层次的漏洞，而
问题往往出在事后看来十分浅显的某些方面。
例如，系统管理员将登录密码写在纸条上贴到计算机前；财务人员在电话里泄露用户
的个人敏感信息；公司职员随意运行来自不明邮件的附件；不明人员借推销或调查问卷的名
义进入办公场所窃取信息……

3.9.4

安全多方计算

安全多方计算用于解决一组互不信任的参与方之间保护隐私的协同计算问题。安全多
方计算要确保输入的独立性、计算的正确性，同时不泄露输入值给参与方。通常，一个安全
多方计算问题是指在一个分布式网络上计算基于任何输入的任何概率函数，每个输入方在这
个分布式网络上都拥有一个输入，这个分布式网络要确保输入的独立性、计算的正确性，而
且除了各自的输入外，不透露任何可用于推导其他输入和输出的信息。
可以将安全多方计算简单地概括为如下数学模型：在一个分布式网络中，有 n 个互不信
任的参与者 P1, P2, …, Pn，每个参与者 Pi 秘密输入 xi，他们需要共同执行函数 F:(x1, x2, …,
xn) → (y1, y2, …, yn)，其中 yi 为 Pi 得到的相应输出。在函数 F 的计算过程中，要求任意参
与者 Pi（除 yi 外）均不能够得到其他参与者 Pi(j ≠ i) 的任何输入信息。
一般化的安全多方计算协议由于其计算任务的无关性（可以计算任意的功能函数），不
需要再考虑特定的安全属性及外部运行环境，所以对现阶段复杂应用的安全保障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

3.10

小结

本章主要总结了密码学与安全领域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和经典算法。
通过阅读本章内容，相信读者已经对现代密码学的发展状况和关键技术有了初步了解。
掌握这些知识，对于理解区块链系统如何实现隐私保护和安全防护都很有好处。

第3章

密码学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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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密码学安全技术在设计上大量应用了现代数学专业知识，如果读者希望成为这方
面的专家，则需要进一步学习并深入掌握近现代的数学科学，特别是数论、抽象代数等相关
内容。可以说，密码学安全学科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另外，从应用的角度来看，一套完整的安全系统除了核心算法外，还包括协议、机制、
系统、人员等多个方面。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漏洞都将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因此，要实现高
安全可靠的系统是十分困难的。
区块链技术中大量利用了现代密码学的已有成果，包括哈希、加解密、签名、Merkle
树数据结构等。另一方面，区块链系统和诸多新的场景也对密码学和安全技术提出了很多新
的需求，反过来也将促进相关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