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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在比特币网络中采用的传统的工作量证明（Proof-of-Work，简称

PoW）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设计，它创造了第一个真正去信任的公共网

络。然而，工作量证明存在严重的限制，这些限制削弱了比特币成

为一个真正大规模的分布式经济体的潜力，并且传统的工作量证明

还由于速度慢，能耗大以及拥堵定价带来的高手续费被批评。现存

的基于工作量证明的网络的特点都是吞吐量非常低，并且到目前为

止对协议层面的改进没有一个能够证明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能够达

到现在法币支付网络 1体系吞吐量的方式。除此以外，用新的协议模

型替代工作量证明的尝试，比如权益证明（Proof-of-Stake，PoS）或

者通过链下网络和流程（支付通道，侧链）来整合协议的方式都会

降低最初工作量证明设计能够带来的天然的安全保障，抗审查和去

信任的特性。为了解决当下工作量证明机制的限制，我们提出了

Chainweb，一个基于工作量证明的并行链架构，将成百上千个单独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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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的并行链整合为一个单独的网络，交易吞吐量能够超过每 10，000

笔/秒。并行链能够和其他并行链的 Merkle 树根交互，强制执行一

条超级链，该超级链可提供有效的哈希功率，该哈希功率是每条单

独链的哈希率的总和。网络中的每条链挖相同的加密货币，这个加

密货币能够通过智能合约层面的去信任的、两步简单支付验证

（Simple Payment Verification，SPV）来转账。除了大规模提高了吞吐

量以外，Chainweb 同时大规模提高了安全性，大幅度降低了交易确

认深度。我们对多达 3243 个独立链的数种网络配置的宽松概率安

全性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和一份更综合的安全研究包括在随附的一

份论文中。

2 概述

这篇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通过提供一份对前人工作的简

要概述和对 Chainweb 功能实现的详细架构概念来介绍 Chainweb。

第二部分将详细介绍 Chainweb 协议，该体系结构所遵循的结构及其

对安全性的含义，并声明 Chainweb 网络双花攻击的宽松封闭形式概

率，并在随附的论文中提供更全面的证明。最后一部分，我们考虑

了 Chainweb 的一些含义，并描述未来将以的工作。

3 Chainweb 架构

3.1 先前和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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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权益证明机制等在协议设计上的新发展，相比于传统的比特币式

的单链协议在吞吐量和确认延迟性上有非常大的改进。这些改进导

致如以太坊等网络希望尽快脱离工作量证明机制 2。权益证明提供了

如确定性确认以及在性能上的显著提高等显著优势，但是权益证明

从根本上受到应用层因果关系一致的执行速度的限制，这对吞吐量

设定了严格的上限 3。虽然能够进一步提高吞吐量的权益证明分片网

络已经被提出，这些改进将权益证明改成了一个更加中心化的系统，

开始和现有的基于信任的中心化网络 4看齐。

权益证明存在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根据原始工作量证明设计的

概率抗审查性加密货币的持续合法功能存在风险，权益证明的设计

从根本上牺牲了这个特性，因为权益证明需要不同的参与者抵押资

产才能成为验证者验证交易。对工作量证明中的矿工（至少在美国）

之所以能够豁免货币转移法（MTA），是直接源于天然的概率性确

认和系统中对特定矿工的不同权利的缺乏：由于区块必须积累一定

数量的确认深度，没有一个单一矿工可以被视为确认任何交易，并

且没有一个特别的矿工相对于其他的矿工又能力来影响某一笔特定

交易的接收 5。直接相比之下，货币转移法能够轻易地用于任何权益

证明的设计，在权益证明设计中，特定参与方参与某比特定的交易

有确定性的确认 6。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创造一个和其他地方 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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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权益证明“安全港”，但会要求中央机构“擦除”交易，这样

会破坏区块链“平等”的精神。我们坚持认为，权益证明的设计会

使验证者面临受汇款者监管和强制执行的风险，因为在系统中验证

者的独特身份和资金对于实现转账至关重要。

3.1.1 支付通道和侧链

如闪电网络这样的支付通道是提高吞吐量的附加方案。在支付通道

中，资金是和主网络隔离出来的，并被用于一系列在特定参与者组

之间的小额支付（或者承诺），参与者有能力在任何时候在主网络

中结算这些支付 8。虽然支付通道有一系列显著的优势，我们注意到

他们并不从根本上改变系统的整体吞吐量，因为侧链上的承诺和主

网络的转账是不等价的。举例来说，参与者能够互相盗窃，要求受

害者在超时之前将正确的交易放到主网络或者损失资产 9。并且，资

产必须在通道中预先分配，导致了巨大的流动性限制，这会限制除

最大利益相关者或从事复杂多方安排的利益相关者之外的所有资金

的可用性 10。

如 Liquid11 这样的侧链，和支付通道一样有流动性的问题，但是使

用了一个外部的可信任共识账本来执行交易。这个模型对某些交互

是有效的，但部署到完整的网络会在区块链的几个关键要素中引入

不必要的妥协，因为外部信任的参与从根本上改变了安全模型，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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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体系结构存在扩展问题，并且如果一个参与者需要代表其他参

与者验证交易，那么权益证明受到的货币转移法监管问题仍然存在。

一个工作量证明的方案可能会比采用基于信任的确定性共识更加缓

慢，但是工作量证明并没有对参与者的有效限制，其他的封闭式架

构随着共识节点数量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性能问题 12。

3.1.2 工作量证明并行链现有技术

并行链的工作量证明架构曾被提出过要从安全性或部署灵活性中受

益，而不是为了获得可扩展性。在 2014 年的一份提案寻求通过将

每一条其他链的区块哈希整合到区块头 13中来实现“每一条链引用

其他链”，”将区块链关联起来创造一个区块绳“从而“降低 51% 攻

击的几率“。另一个提案希望使用并行链作为一个比特币的“现场

测试版“，通过“某种 UTXO 识别方式”从主链转账到一个测试链，

从而能够被用于“真实的价值转移”以更好地使用测试版 14。并行链

的方案被认为是可行的扩容方案，但是带宽使用的增加被看作是一

个重大的问题 15，并且多链硬分叉所需要的协调的增加对于比特币而

言是不利的 16。

3.2 Chainweb 架构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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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web 的新颖架构基于两个独立却又相关的特点，这些特点运行

在 Chainweb 堆栈的不同层：1）通过链上简单支付验证（SPV）智

能合约进行跨链加密货币转移，以及 2）通过并行链 Merkle 根的目

录包含，并行链在哈希层面上就已经绑定。前者出现在应用（智能

合约）层中，利用后者创建货币转移有效 Merkle 证明。

在本节中，我们将首先详细介绍如何通过简单支付证明（SPV）来全

局启用“质量保存”17的加密货币跨链转移。这个实现对于避免出现

加密货币在每条链上价格波动是必要的，否则就需要专用的交易所

市场在各个链上进行价值转移。

接下来，我们描述将并行链绑定在一起以形成 Chainweb 网络的协

议。该协议本身并没有对网络规模施加上限，而是在理论上受到现

有全球 IP 基础结构和带宽，和必须性所限 - Chainweb 目前不需要

吞吐量超过 10，000 笔交易每秒的配置。

3.2.1 简单支付验证（SPV）历史和应用

在比特币的论文中，中本聪介绍了简单支付验证（SPV），作为一种

“不需要运行全节点就能够验证支付”的手段。这个交易通过获得

“将交易链接到其时间戳的区块的 Merkle 分支”并将其“链接”到

从“最长链”的区块头流中获得的 Merkle 树根。由于需要确定最长

链会为这个流程引入一些不安全因素，举例来说如“网络被一个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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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者控制”的情况。中本聪通过观察总结道，“需要收到频繁支付

的业务将还是需要运行他们自己的节点，来获得更独立的安全性并

更快完成验证。“18

简单支付验证（SPV）主要用于用户的钱包，比如 Electrum19。所谓

“瘦客户端”的不安全性导致大多需要验证的服务端部署需要运行

全节点 20，和中本聪的观察一致。最初“固定侧链”的设计采用简单

支付验证（SPV）来管理跨链所有权转移，但是侧链项目自从采用了

其他的锚定技术之后，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无法在不更改比特币脚本

21的情况下处理简单支付验证（SPV）的证明。基于以太坊的雷电网

络（Raiden Network）采用了切向合并的 Merkle 证明，但是和闪电

网络中使用的类似 22，主要关注在“哈希锁定转移”。

Chainweb 管理跨多链的单一货币，这要求能够以一种去信任的方式

实现跨链流动性转移，在一条链上销毁一个代币并在另一条链上创

建。为此，将一条链上的简单支付验证（SPV）的删除证明提供给创

建代币的链，以通过应用层中的内置功能的验证。在 Chainweb 中捕

获和合并对等 Merkle 树根有助于为简单支付验证（SPV）的验证过

程提供特定节点最长链的去信任预言。对于来自未由创建链直接引

用的节点的转账，最终的 Merkle 证明还必须表示在直接引用的节点

Merkle 树根中捕获的中间 Merkle 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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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Chainweb 链间转账

一笔 Chainweb 转账通过在一条链的账户中删除并在另一条链的对

应账户上创建来转移代币。这里我们描述了转账流程的步骤。

在这个描述中，代币在链 1 的账户 A 中被删除，之后在链 2 的账

户 B 中被创建。收据是在简单支付验证（SPV）Merkle 证明中验证

的交易记录；从收据中恢复的值存储在协议保留字段中，以防止欺

骗。一个简单支付验证（SPV）证明不能被验证，直到区块被对手链

记录（以及在任何中间链上），因此第二部首的发起者必须等待直

到佐证 Merkle 树根被公布并且被确认。

链 1 - 删除：用户签名并广播交易，和争议 A（删除 1 上的账户），

Y（创建链），B（在 2 上创建账户），Q（转账数量）一起调用 cx

- delete（一个指令）。cx - delete 实施如下：

（a）执行对 A 密钥集进行签名。

（b）执行足够的资金来将 Q 从 A 中删除。

（c）将 Q 从 A 中删除

（d）在协议预留的字段里收据证明 X，Y，B，Q，T（交易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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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Y - 创建：任何人发布交易，用简单支付验证（SPV）的证明和

链 1 上交易删除的收据调用 cx - create 指令。cx - delete 将会执行

下面的步骤：

（a）验证交易删除的简单支付验证（SPV）证明，从收据中恢复

X,Y,B,Q,T。

（b）执行（T，X）的独特用法。

（c）执行 Y 对这条链强行标示，并且 B 是链上的有效账户。

（d）在 B 上创建 Q。

对这个流程的一些观察：

创建首先必须要证明删除。Chainweb 转账的主要需求就是有且只有

你能够证明对应的删除操作的确出现了，才能够创建代币。因此，

一次创建必须接受并验证一个之前对同样数量代币的删除操作的简

单支付验证（SPV）的证明。

一个删除操作必须只能允许一次创建操作。（T，X）的元组形成了

唯一的代币，这个元组在给定链上只能使用一次来创建代币。删除

的交易 ID 只能使用一次此功能由创建发生的链通过跟踪已使用的

交易 ID 来强制实施。由于删除步骤决定了创建步骤可以在哪条链

上进行，因此大规模保存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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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只需要对第一个交易进行公布和签名。因此，这为企业提供了

提供清算服务以处理后续步骤的机会。 请注意，此过程的完全链上

自动化执行是不可行的，因为这将要求链知道其他链上的交易数据，

这不是 Merkle 树根交换的一部分。

UTXO 模型或账户模型这个流程对 UTXO 和账户模型类型的验证

是同样可行的，通过 Kadena 发布的公链将能够操作账户模型的验

证。

4 Chainweb 协议

Chainweb 的设计采用了并行性作为一种能够随着网络中每一条链的

增加线性增加吞吐量的方式。一个扩展性的 Chainweb 网络能够同时

运行数千条链，能够将吞吐量提高到能满足现代电子金融支付系统

的水平。更高的带宽要求的需要的，甚至是可取的，我们能够看到

这反映在当前区块链网络利用率的提高上 23。作为一个工作量证明架

构的区块链，Chainweb 能够在货币转移法框架的例外下运行（矿工

目前在该例外情况下运作），并避免了支付通道或侧链的对安全性

和流动性的妥协。Chainweb 同时通过在多条链中分散竞争并减少竞

争性虚假挖矿来减轻当前挖矿作业中令人担忧的能源足迹。多链架

构带来的攻击抵抗能力的提升同时大幅度降低了每条链所要求的哈

希率，同时用于支持新链的哈希率能够用于增加吞吐量和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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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仅仅是增加了安全性。相对于一个单链的 PoW 设计，Chainweb

大幅度提高了哈希率的使用效率。

4.1 概览

Chainweb 网络由多个独立的对等区块链组成，这些区块链铸造相同

货币的不同代币。每条链都会将其他节点的 Merkle 树根整合在它自

己的区块哈希中。抓取其他的树根数据有两个目的。首先，它允许

某条链通过定位它自己之前的、从其他对等链获得 Merkle 树根来确

认对等链维护了一个稳定的分叉。其次，它提供了一个对等 Merkle

树根的去信任的预言，这对于允许应用层转移代码来验证提供的

Merkle 证明来保障跨链资金转移的安全性十分重要。

Merkle 树根的交叉引用可增加对恶意分叉的抵抗力，其作用是所引

用根的数量的函数。为了替代一个特定的区块，一个攻击者必须分

叉在引用发生的时间点开始直接或间接引用那个区块的所有区块

链。一旦完成全部覆盖（例如，网络中的每条链都间接或直接引用

一个区块），攻击者必须分叉网络中的所有的链。实际上，网络的

哈希率是网络中每条链的总和，攻击者必须压倒其总和才能确保欺

诈性分叉的实现。协议本身包含三个部分：生成概率保证，确定所

需的对等链的引用并验证对等链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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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术语

传统的区块链只有一条链，每一个新区块必须引用上一个区块的区

块头。在 Chainweb 中，每个平行区块链必须在引用自己之前区块的

同时，额外引用其他对等链的在同样区块高度的区块头。基础图用

于构造网络中的链的相互作用，并能够被视为如何将链联系起来的

说明。一个“层”是指在某个区块高度的每条链的区块的集合（织

网的横截面）。

4.3 由基础图定义的对等链的区块头关系

基础图的每个顶点表示网络中的一条链。图的顺序（顶点数）定义

了总的链数量，同时描述了网络的总吞吐量。图的程度定义了特定

链必须引用的先前对等链的区块头数量，而一个顶点的边表示所述

特定对等链，对于一个给定的链必须引用先前的区块。图的直径定

义了构建一个在任何一对链之间构建一个 Merkle 证明所要求的链

内跳跃的最大数量，某一特定区块被完全编织所需要的连续的层数，

以及在块高方面，某一特定链可以超前（或者落后）与网络中任何

其他对等链的最大数。

当一个区块被任何一个特定链处理时，在这个区块中发现的对等链

的区块头会被提交到存储区，应用（智能合约）层能够读取这个区

域。在 Kadena 公链的实现中，这个存储地区将会是一张由提交在



24A smart contract that syntactically requires an upgrade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Pact, this
mech- anism can be autonomous (e.g. the mechanism in the Ethereum EVM where a hard fork is
required to upgrade a given contract), centralized (e.g. a specific set of signature capabilities that is
required to enact an upgrade), decentralized (e.g. the cryptocharter tally’s votes for an upgrade
transaction’s hash) or a mixture of the aforementioned.

25For Kadena Public, the fundamental cryptocurrency itself is defined by a cryptocharter committed
in the genesis block. Mov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in to the Pact smart contract layer allows for its
formal verification.

2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ble_of_the_largest_known_graphs_of_a_given_diameter_

and_maximal_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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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块 25中的加密契约 24保护的一张表。可得到的对等链区块头是

共识层的一部分，并且因此他们在应用层获得了去信任的保障。因

此，用户能够在任何两条链间构建一个 Merkle 证明，这些链最多覆

盖少于跨链跳跃的直径数，因为最后一个跳跃可以通过询问应用层

获得。

Chainweb 的设计寻求通过提高网络的吞吐量通知保持平稳的哈希率

来大幅度地提升工作量证明的效率，因此，我们专注于在图论 26中

发现的无向正则图的度径问题的最著名解决方案中找到的图。由于

这些解决方案是给定度数和直径的最大阶图，它们最大化了整体网

络的吞吐量，同时降低了构建一个跨链 Merkle 证明所需要的跳跃

数。



27Petersen, Julius (1898), ”Sur le thorme de Tait”, L’Intermdiaire des Mathmaticiens, 5: 225-22714

图 1: Petersen 图(秩序(Order)10, 度(Degree)3,直径(Diameter)2)

使用如图 1 的 Petersen 图 27作为基础图，以（链 1，层 N）的举

例区块作为起点，我们能够看到下面的区块头对先前层的引用。使

用这些引用，可以构建一个 Merkle 证明，对于网络中的任何发生于

小于 N - 2 层内的交易，这个证明可以被简单支付验证（SPV）系统

直接验证。由于增加密码学保障的机制是接近线性增长的，这个过

程会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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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使用三维图，那么这个流程会变的非常难代表。这样的情况，

如图 3 将基础图视觉化，完全编织，并且前置的 Merkle 树根广播

跨过了四个可能最小化的 Chainweb 配置的连续的层。然而，

Chainweb 协议是完全为（至少）所有非直接。常规的基础图通用的。

图 2: 区块头广播引用



16

图 3: 简单 Chainweb 配置

4.4 对等链引用协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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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础图所指示的对等引用外，Chainweb 必须保证，若要替换网

络中任何一个特定的区块，所有现有的、在未来 Merkle 锥之内的区

块都需要被替换。这个功能对于保障 Chainweb 网络能够保存大规模

加密货币的跨链转账时必要的。两个对等区块头规则，每条规定一

对相邻链的两个区块头的引用路径必须如何以相同的区块头终止，

并执行相同的历史记录要求。

相同链规则要求一条链的区块头和引用的对等方的区块头在链的区

块头的历史记录上达成一致。

图 4:相同链规则

相同对等规则要求区块头和被引用的对等方的区块头对引用对等方

的历史记录达成一致。

图 5:相同对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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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则适用于在任何给定区块头中找到的每个对等引用，但任何

规则的失败都会创建一个无效的区块头。因此，要替换网络中的给

定块，必须替换直接或间接引用该块的每个块。

图 6: 二十链图的区块链 20 ，高度 0 的过去和未来的 Merkle 锥

5 Chainweb 结构体

4.5.1 过去和未来的 Merkle 锥

对于任何给定的区块，引用传播结构由那个区块的 Merkle 锥来确

定；过去的 Merkle 锥描述了在给定的点上过去的对等交易可以去信

证明的情况，而未来的 Merkle 锥描述了一笔特定的交易时如何能够

随着随后的层的形成被去信任地向整个网络证明的。任何不在区块

的 Merkle 锥内的交易都不能通过直接的简单支付验证（SPV）证明。



28Interestingly, the rate at which μ2 increases is not necessarily uniform for all chains when degree-

diameter problem base graphs are used, though the variance is normally less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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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kle 锥是 Chainweb 中一个新颖并且非常底层的功能，并有着广

泛的影响，首先它们是图直径和任一给定的 Chainweb 配置的等待确

认时间的桥梁。这是由于三个功能的关系：一个给定区块的未来的

Merkle 锥直接定义了双花攻击者必须要挖多少区块才能替换那个区

块；图的直径定义了锥的长度；基础图的配置定义了锥的质量。

由于每一层都有一个概率质量，Merkle 锥也是如此。这被称为

Merkle 质量（或简称 μ2），它是它是圆锥体连续层相交的质量之

和，并且它几乎是随着未来区块的 Merkle 锥在网络中建成而指数的

速度 28增长的。由于攻击者必须颠覆全部质量才能成功完成双花攻

击，因此该措施支配了任何 Chainweb 配置的安全模型。

一个没有被完全广播（例如部分构建的）的未来 Merkle 锥会对下一

个层投射阴影。这个阴影包含仅基于部分构建的锥中找到的区块的

层构建的对等链区块头。我们相信这个阴影的尺寸从攻击者的角度

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描述了攻击者能够私下挖矿多远的潜力，

而不需要等待诚实的网络节点跟上并提供要求的对等链的区块头。

在如缺失对等链区块头这样的情况能够阻碍一个双花攻击者，由于

对于攻击者来说更优的策略是参与诚实挖矿并且为它们继续双花攻

击所需要的对等区块作出贡献，这个策略需要进一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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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挖矿资源分配

通过各个链的挖矿来形成层，其中每个链（作为对等方）具有相同

的挖矿难度级别。挖矿难度是从整个网络的视角来调节的，并在给

定的层高上执行调整。矿工有可能找到两个相同的解，但只有一个

能够使用，由于在几乎相同的时间点出现相同的区块概率几乎为零，

因此需要有期望获得最大化的挖矿收益的策略。因此，平均来说每

条链上接收到了接近相等的部分网络总算力，由于这样的分配是每

个矿工自私地企图最小化挖到重复区块（包括个人的和网络的）导

致浪费而形成的均衡。

4.5.3 直径有界网络发展

挖矿是一个随机的过程并且取决于对等链的进展，因此，时不时特

定的某一条链下一个块的出产将会停滞。在这样的情况，全网的哈

嘻算力自然的会涌向那条链，提高这条链的出块速度来跟上网络。

这个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引用被停滞的区块的对等链在没有这个区

块作为引用的时候也不能进一步出块。这些对等链上停滞的区块会

开始停滞后续的区块，也就是所述区块的 Merkle 锥的下一层的所有

区块，诸如此类。未出现的区块在织网中开了一个洞，该洞的未来

Merkle 锥应该在该洞中。随着停滞的继续，能够挖出来的区块越来

越少。若这个问题持续时间够长，被停滞的区块将会是整个网络唯

一能够挖的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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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Petersen 基础图的案例，如果给定某条链比它的对等链落后了

两个区块（直径），没有任何其他链能够继续挖矿，整个网络的所

有哈嘻算力都因此被强制切换到链 1 上，这样会十倍提高当前区块

的平均挖矿成功率。一旦这个区块被发现，被停滞的链就仅落后一

个区块了，只有链 ∈ (1, 3, 4, 6) 是可以挖的，结果导致 2.5 倍的提

高挖矿成功率，最后随着这些区块都被挖到，挖矿成功率会降低到

平均水平。

因此，我们发现，将挖矿资源分配到每条链层面，保持每条链新区

块的产生速度尽可能平均，是对于所有矿工来说都有利可图的。这

个策略是完全自私的，因为落后链的出现会降低他们自己的预期收

益。

4.5.4 Chainweb 攻击分析

在这份论文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对双花攻击的松散封闭形式概率分

析，和传统的中本聪分析框架一致。我们的配套文件中有更严密的

进一步证明。

即使当安全分析限制在无向的常规基础图上，例如度，直径和阶数

的图论结构的添加对网络的安全模型具有深远的影响。未来 Merkle

锥将图论领域和工作量证明连接起来，工作量证明的解捕获了攻击

者希望将它作恶区块替换到网络中必须挖的区块数量。随着特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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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层深入增加，所需要的对等链的区块头接近指数形式增加，直

到层深度和直径相等，在此之后所要求的区块头数量线性增加。

Chainweb 结构提高了网络的安全性，其方式和孤块如何在 GHOST

或 DECOR + 被使用类似，通过这样的包含，Chainweb 能够提供更

快的速度，同时提高网络的吞吐量。和在传统的区块链中恶意的分

叉必须按顺序进行挖矿类似，Chainweb 中攻击者必须挖在后续层中

找到的对等链，这些层按顺序在区块的未来 Merkle 锥中。

处于这份论文的目的，我们仅涵盖概率分析的主题，“私下”（也

就是不公开）地将整个织网完全分叉是几乎是立刻不可能的。这个

结论的直觉很简单：挖矿解法需要的数量越多，维持恶意分叉的难

度越大。在我们伴随的论文中，我们将会展示，对于一位攻击者希

望去挖一个区块的未来 Merkle 锥也是类似的不可能的。第二点的直

觉也是类似的，因为攻击者很快就会发现维持这个锥几户不可能，

即使他一开始处于有利情况，因为随后的层挖矿解法数量会指数形

式增长。

私下挖矿的攻击者成功挖出整个织网分叉的可能性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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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意事项和未来工作

如前所述，最优的挖矿资源分配策略是必要的，但是完整的分析以

及安全模型的完整分析将需要进一步建模分析。为了发现最佳的开

采和攻击策略，很有可能需要一种创新的方法。该分析我们留给后

续论文。

5.1 带宽

整体来看网络带宽使用率随着网络规模线性增长，对于大的基础图

会达到 GB/s 的规模。构成此带宽使用率的两大类数据流值得观察：

单条链区块流的质量相对于 Chainweb 全网的区块头流的质量。

每条链都有一个区块流，特定的链由区块头和区块组成。后者消耗

了绝大多数的带宽，但是幸运的是只有全节点运营者需要消耗所有

的区块流，他们已经准备运行大量的设备集群来运行全节点，毕竟

完整的基础图是不可能在单一服务器上运行的。

同时，完整的 Chainweb 区块头流是轻巧的，充分体现了整个网络的

保证。因此，通过仅访问其区块流和区块头流，个人是能够在网络

中去信任地运行一条链的。

5.2 去中心化，子集复制和挖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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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单链复制的概念进一步讨论，考虑一项将智能合约部署到链

的子集来供应负载的业务。该企业的带宽和基础设施需求会随着他

们部署的链的数量增加线性增长。更一步，如果他们希望关于他们

合约的交易验证更快的话，他们可以直接为子集链贡献算力资源。

由于子集链只需要一部分全球哈希算力，我们相信这个策略是可行

的也是最佳的。和矿工的利益诉求不同，一项业务的财务利益和服

务他们的智能合约相关联，更少在意挖矿收益，因此导致次优挖矿

策略是理性的。我们假设，随着时间推移，区块产生率的提价将会

被其他矿工注意到，挖矿资源将会部分被重新分配到其他链上，来

最大化矿工的预期收益。个人也能够在网络的子集链上挖矿，或者

以类似的方式形成更小的矿池。

5.3 大型矿池的角色

不论是以作为抵押验证者（Staked Validator）的形式或者大矿池的形

式，一定程度的中心化对于任何成功的加密货币项目都是不可避免

的事实。顺着上一节的逻辑，我们发现在 Chainweb 中，中心化为整

个网络提供了几个值得注意的、新颖的服务，比如通过将它们的资

源提交到其他地方并且通知其他人：负载均衡的哈希率；让落后的

链跟上；通过公开提供整个网络区块头流来找到层共识；并且拒绝

通过单链挖矿过载来注入的无效区块（比如那些如果包括在内的话

就会违反质量保护）。



25

虽然前面两个服务的逻辑已经被讨论过了，第三个是更加新颖的假

设，由一下几个点衍生出来：如果挖矿奖励是均匀分配在一层中的，

并且对某个特定区块的密码学保障（例如被包括的可能性）建立迅

速，那么从网络中扣留挖出的区块会给网络带来严重的风险，但是

由于扣留的区块的区块头只是诸多用于构造一条链上的下一个区块

的其中一个区块头，将被扣留的区块包含在内获得的奖励优势并不

多。

因此，矿工会被激励去将新发现的区块尽可能快地广播。由于保障

构建非常快，并且一些矿工可能只在网络的一个子集上挖矿，我们

相信大的矿池也会提供诚实可靠的区块头流给订阅者们，并且帮助

分发它们认为的整个网络的最前端。这个分发，进一步会快速生成

新的层共识。

5.4 私人副本和一步跨链支付

对于大部分个人来说维护一个完整的、带有大型基础图的网络副本

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区块头流提供的安全性是足够为个人

确保它们的单链副本是正确的。

考虑 Alice 和 Bob 每个人都一个 有 1100 个链网在不同链上都有

账户的情况。没有一人有资源运行完整网络的副本，但是每个人都

能够运行他们自己的账户所在的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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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Alice 希望从 Bob 处购买一件商品，这笔支付需要多久才能够

确认？答案基本会是需要和基础图直径相当的层数，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 4 层。即使加密货币跨链转账要求两个独立的交易（也就是至

少两倍直径的层数）来确认，第一个步骤（删除步骤）已经足以确

认交易是发生了的。第二步骤中代币会在其他链上被创造，这一步

骤可以在任何时候执行。因为 Bob 是仅有的能够执行创建代币的

人，没人能够修改他创建代币的权利，因此只有 Bob 会要求 Alice

的删除步骤已经得到完成。

5.5 目标区块时间和层共识

对于多样化的 Chainweb 配置模拟的后续研究对于完整地探索这个

项目是必要的。探索的主要方面是，在某一特定的配置下更短的区

块时间（亚分钟）对于达到新的层共识的能力的影响。如果一条链

分叉率太高，它将会降低整个网络的吞吐量和效率。基础图度也很

可能影响新的层共识。模拟是必要的，用于找到确认延迟（基础图

的直径和出块时间）和新的层共识的效率（出块时间和度）之间的

正确平衡。

我们估计 30 秒的出块时间是可行的，15 秒甚至 5 秒的出块时间

也是可以的。由于实际生产中 Chainweb 的部署可能更偏向直径 4

或 5 的基础图，当支持的整个网络吞吐量达到每秒 10，000 笔的

时候，30，15 和 5 秒的出块时间会分别代表 120-150 秒，60-7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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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25 秒的平均确认延迟。在负载情况下假设 5 秒的出块间隔

是可行的，一个 Chainweb 网络能够达到一个实践中比任何使用确定

性共识机制的网络更低的延迟（比如，Alice 和 Bob 之间的 100，

000 笔交易从进入交易内存池到被确认的时间）。

6 结论

总的来说，在可扩展性公链的方向上，Chainweb 比现有方案有更多

的优势。它在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下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吞吐量增长，

同时保持了全局哈希率，并且因此保持了所需能量的稳定。相比传

统工作量证明机制，Chainweb 的确认延迟也大幅度的降低，甚至可

能比权益证明系统更低。Chainweb 达到这些进步的同时，保持了工

作量证明机制核心的去信任、去中心化的天然特性。这个协议

（Chainweb）允许更加实际的去中心化，并且让创建一个企业级，个

人用户和大矿池都能够在追求自私的个人利益的同时和平共存的生

态系统成为可能。Chainweb 避免了使用抵押通道作为扩容方案带来

的流动性和中心化的问题，并且维持在现存的全球监管框架之下。

我们将 Chainweb 作为一个能够使用工作量证明机制来支持真正的

去中心化经济体的方案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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