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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Pact is a new programming language for writing smart
contracts to be executed by a blockchain, namely Kadena, the
breakthrough solution for private blockchains. Pact empowers
developers to implement robust, performant transactional
logic, executing mission-critical business operations quickly and
safely.

Pact 是⼀一种新的编程语⾔言，⽤用于编写由区块链来执⾏行行的智能合约，
即 Kadena，这是私有区块链的突破性解决⽅方案。 Pact 使开发⼈人员
能够实施强⼤大的⾼高性能交易易逻辑，从⽽而快速安全地执⾏行行关键任务业

务操作。

区块链产业的落落地，也代表了了业务计算领域的重⼤大变⾰革，很多机构

想要完美复制这样的变⾰革，来获得⾼高可⽤用性，经过密码验证的交

易易，以及清晰强⼤大的业务逻辑。但是，现有的智能合约语⾔言存在的

问题极⼤大地阻碍了了这个可能。尽管比特币脚本的功能远远不⾜足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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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整的应⽤用程序，但以太坊的 Solidity 语⾔言和底层虚拟机存在非
常⼤大的⻛风险。

Pact 是从头开始设计的，旨在⽀支持开发在区块链上运⾏行行的解决⽅方案
所⾯面临的独特挑战。代码以未经修改的，⼈人类可读的形式存储在帐

本中。 Pact 声明在稳定性和图灵不完整的设计可抵制漏洞洞被利利
⽤用。还有出⾊色的开发⼯工具可加快开发速度，并可以协助进⾏行行故障排

除。借助 Pact，区块链 终可以实现其全部的转型潜⼒力力。

本⽂文讨论了了 Pact 的设计背景，包括关于区块链上的“事务性”与“分
析性⼯工作负载”的讨论。讨论了了Pact 的安全计算功能及其在 Pact 代
码模块中“封装”数据库表的概念念。它介绍了了密钥集，即 Pact 的签名
验证和授权⽅方法。 后，提供了了⼀一⼩小代码⽰示例例，详细说明了了⼀一个简

单的帐户余额的应⽤用场景。

 

主要功能  

图灵不完整的安全导向设计

简单可读的账本代码

原⼦子交易易

模块定义和导入

独特的“键⾏行行” + 列列式数据库象征
表达语法和函数定义

类型推断

“模块保护”表
单签名和多签名公钥授权

多步“合约”可保密执⾏行行
密钥交替⽀支持

专为与⼯工业数据库直接集成⽽而设计



 

简要说明 Pact 智能合约  

Pact 中的智能合约包括三个核⼼心元素：表，密钥集和代码模块。

合约表  

Pact 中的数据存储在表中，这些表具有“密钥⾏行行”结构，⽀支持架构，
并⽀支持版本列列表历史记录。

合约密钥集  

Pact 密钥集将⼀一组带有预测功能的公钥组成⼀一个⽤用于授权的“密钥
验证规则”。密钥集可以全局定义，也可以按⾏行行定义。所有模块均
由“管理理者”密钥集控制。

合约模块  

模块是声明所有代码实现智能合约的地⽅方，其中包括函数定义，

pact 定义（⽤用于机密执⾏行行的多步函数），表和框架。该模块定义智
能合约的 API，并“守卫”所有对合约表的访问。

执⾏行行合约交易易  

通过发送⼀一个或多个模块函数调⽤用，来执⾏行行合约操作。在数据库进

⾏行行类似原⼦子执⾏行行的操作，给定的区块链信息包含了了⼀一个交易易：⽽而如

果发⽣生任何故障，则整个操作将回滚到执⾏行行该功能之前的状态。

查询合约数据  



Pact 中的查询专注于数据导出，⽽而不是繁重的分析处理理。为了了获得
佳性能，应在区块链的“本地模式”中执⾏行行查询；直到交易易ID被纪
录在区块链中，⼤大多数历史查询都可以采⽤用交易易ID来保证数据的有
效性。

 

设计背景  

Pact 的设计受益于现有的智能合约，即比特币和以太坊，以及存储
过程语⾔言，SQL和LISP。

比特币合约  

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始于比特币，比特币通过执⾏行行非图灵完备，并

以 ⼩小字节码语⾔言编写的“脚本”来验证每笔交易易。

比特币脚本的功能不⾜足以在 Pact 或以太坊上充当完整的“智能合
约”，因为它们只能完成交易易或失败交易易：实际转移发⽣生在硬编码的
比特币软件中。使⽤用智能合约的⽬目的是验证和“制定”指定交易易的全
部逻辑。

不过，比特币脚本激发了了 Pact 的设计。比特币签名验证也给了了
Pact 的密钥集验证⽅方案灵感，就像是比特币 CHECKSIG 和
OP_CHECKMULTISIG 的操作码执⾏行行。比特币原则上拒绝图灵完备
性，也为 Pact 带来了了启发，伴随著可能的漏洞洞和⻛风险。

以太坊合约  



像比特币⼀一样，以太坊提供了了⼀一种字节码语⾔言来执⾏行行交易易，但⼤大⼤大

扩展了了其功能：它指定了了⼀一个完整的虚拟机（EVM）来执⾏行行其丰富
的，图灵完备的指令集。在 EVM 内，合约可以写入⻓长期存储，访
问短期内存位置，调⽤用其他合约（可递归）并⽆无限期地循环，这受

到 “gas” 计算成本模型的限制。

图灵完备可能带来的伤害  

图灵完备的设计对 EVM 的⽆无限制计算能⼒力力带来了了伤害，是非常现
实的⻛风险， 近造受5,000万美元以太坊的 “DAO hack” 就充分说明
了了这⼀一点，它利利⽤用了了 DAO 智能合约复杂逻辑中的漏洞洞。简⽽而⾔言
之，在货币处理理交易易环境中进⾏行行图灵完备的计算，是不适当且危险

的。

Pact 是⼀一成不变的，图灵不完备，并且倾向于采⽤用声明式⽅方法⽽而不
是复杂的控制流。这使得错误更更难编写且更更容易易发现。Pact 智能合
约旨在强制执⾏行行业务规则，以保护记录系统的更更新：复杂的，投机

性的应⽤用程序逻辑根本不属于此关键层。

存储过程和 SQL  

⻓长期以来，⼯工业 RDBMS 系统都⽀支持“存储过程”，以将业务逻辑容
纳入数据库中。通常将智能合约与存储过程进⾏行行比较，它们的差异

值得检验。

使⽤用存储过程与 “仅使⽤用SQL”  

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存储过程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 SQL 具有执⾏行行
⼤大多数数据库操作的能⼒力力。因此，存储过程的使⽤用标志着⼀一种更更为

严格的数据库 API 设计⽅方法：随着存储过程被⻓长久存储在数据库
中，它们将标准化业务逻辑并⿎鼓励代码重复使⽤用。此外，存储过程

可以“保护”数据库，防⽌止⽤用户发出可能损害系统性能或破坏数据完



整性的任意 SQL 语句句。

在这⽅方⾯面，Pact 和以太坊的 Solidity 等智能合约语⾔言，类似于存储
过程，代码被部署到区块链中，从⽽而暴暴露了了包含详细交易易逻辑的功

能。通过发送简短的代码片段来执⾏行行事务，这些代码片段使⽤用适当

的参数值调⽤用公开的函数。

以太坊和 Pact 智能合约都以⾃自⼰己的⽅方式“保护”数据。以太坊合约在
永久存储中有⼀一个专⽤用的“命名空间”，⽆无法在合约外部访问。在
Pact 中，⼀一个或多个表可以由模块“保护”，以防⽌止直接访问该表，
并允许该模块定义⼀一个⼀一致且安全的数据访问 API。

编码即数据  

使⽤用存储过程，代码可以通过⾼高权限的⽅方式进⾏行行部署，⽽而⽆无需在数

据库上⽀支持该代码的历史版本记录。有了了区块链，我们可以看到了了

⼀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型。对于在每次交易易中都保留留执⾏行行字节码的比特

币⽽而⾔言，存储代码对于透明执⾏行行链的概念念⾄至关重要：如果您⽆无法验

证脚本，则⽆无法确保交易易在各处均得到相同执⾏行行。

因此，“代码即数据”模型出现在区块链中，其中要执⾏行行的代码对交
易易和业务数据本⾝身⼀一样重要。

以太坊类似地为每个合约和交易易将字节码存储在帐本中，从⽽而可以

快速执⾏行行：字节码不需要翻译或编译即可执⾏行行。但是，没有办法可

靠地验证链上确实在运⾏行行什什么代码：Solidity 的编译是⼤大量量不可理理
解的字节码。

Pact 代码直接存储在帐本中，易易于阅读且易易于验证。 LISP 语法的
使⽤用可确保代码尽快解析和执⾏行行。 LISP 的简单表达语法可以快速的
被解析，并直接对于要由计算机执⾏行行的语法树（AST）进⾏行行建模。
Pact 实⽤用的，非图灵完备的⽅方法⿎鼓励缩短程序。原始代码直接在帐



本上执⾏行行，并且可以作为不可变交易易历史的⼀一部分被⼈人眼验证。

结果就是，Pact 会是⼀一个极其“清晰”的计算环境，其⼯工具可以进⼀一
步详细表达。编译器和运⾏行行时错误会提供详细的信息，以及栈跟踪

和功能⽂文档。 Pact 随附功能丰富的 REPL，可进⾏行行快速，迭代的开
发，并具有⼤大量量事务执⾏行行功能以及环境和数据库检查功能。开发

Pact 代码既有趣⼜又⾼高效。

原⼦子执⾏行行  

RDBMS 系统提供“原⼦子执⾏行行”：数据更更新代码在“交易易”内部运⾏行行，“交
易易”仅在整个代码路路径成功后提交所有更更改。在中⽌止执⾏行行之前，遇到
的任何错误都会⾃自动退回对数据库的任何更更改。

对事务数据库环境的硬要求是对原⼦子执⾏行行的⽀支持。期望程序员在出

现任何错误情况后，⼿手动“清理理”不仅笨拙，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能
的。在 Pact 中，智能合约是原⼦子执⾏行行的：仅在成功执⾏行行代码后才
保留留更更新。

 

事务性与分析性⼯工作量量  

区块链的⼤大多数⽤用例例都是“可交易易性”。这对于比特币和其他⾯面向账
本的解决⽅方案显然是正确的，但对于医疗记录传输，存储等区块链

的新⽤用例例也是如此。⽬目标是实现⼀一个“记录系统”，该系统可以永久
不变，捕获和复制某些业务事件的结果。

我们将其描述为“事务性⼯工作量量”，在业务案例例所需的任何功能上都
需要⾼高性能。⽤用数据库术语将其标识为 OLTP 系统（在线交易易处
理理），⽽而不是 OLAP 系统（在线分析处理理）。 OLAP系统或“数据仓
库”具有完全不同的操作要求：它们必须完全⽀支持⾼高效查询，并迅速



执⾏行行诸如聚合，过滤器和联接之类的操作。

数据库中的 佳实践要求将 OLTP 和 OLAP 设计明确分开。 OLAP
寻求彻底的规范化，强类型（⽅方案），来⾃自外⾯面的私钥约束和⼴广泛

的索引。在 OLTP 上下⽂文中，这些功能是不必要的，并且会损害性
能，尤其是索引。 OLTP 佳实践避免建立索引和联接，更更喜欢使
⽤用非规范化（“胖”）表，并且不⿎鼓励使⽤用外钥约束和复杂的架构。

OLTP 和分布式帐本  

⼤大多数 OLTP 系统定期将数据导出到 OLAP 仓库。 OLTP 系统本⾝身
⼏几乎不需要历史数据，⽽而⼤大型数据集会对性能产⽣生负⾯面影响。因

此，在导出之后，通常会删除数据： 佳做法是定期“清理理” OLTP
表。

另⼀一⽅方⾯面，区块链可以永久保存所有数据。根据比特币经验，新的

客户端安装，这会被视为⼯工业应⽤用程序的⼀一个缺点，新客户安装后

会在上线前仔细检查75GB +（并且还在增⻓长）的交易易数据。在
Kadena，我们相信可以通过标准数据库技术轻松解决此问题：
Kadena ⽀支持智能合约数据库的 checkpointing，从⽽而可以有效地
重放和启动。如果管理理得当，区块链的持久性将是⼀一项好处，因为

它消除了了复制，灾难恢复和⾼高可⽤用性的后顾之忧。

但是，区块链不提供的是⾼高效的 OLAP 解决⽅方案。我们认为，这
种“分析⼯工作量量”不适合区块链，并⿎鼓励将智能合约数据定期导出
到“下游”系统以⽀支持分析⽤用例例。如果需要有效发布历史数据， Pact
的设计可与⼯工业 RDBMS 直接集成。

超越 OLTP  



区块链不仅仅包含事件捕获，以密码“证明”正确性的能⼒力力，⿎鼓励将
关键不变的验证添加到事务⼯工作量量中。 终数据访问是需要的，从

⽽而摆脱了了“纯” OLTP 只写或仅追加⽅方法。

比特币是纯交易易数据模型局限性的⼀一个很好的例例⼦子。尽管基于

UTXO 的交易易具有强⼤大的功能，但它给上游系统带来了了沉重负担，
以指定在特定交易易中要花费哪些输出，这需要⼀一个 新的“钱包”数
据库。

智能合约语⾔言应提供“⾜足够”的查询功能，以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为此，Pact 提供了了⼀一种混合数据模型，该模型结合了了列列式，关系式
和键列列⽅方法。表具有“键列列”界⾯面，列列具有多个列列值。智能合约读取
和写入条⽬目的“ 新值”，⽽而数据库则维护完整版本的列列历史记录。

为了了处理理关键数据，合约使⽤用 with-read 绑定结构来填充具有指定
列列值的变量量。合约使⽤用类似 JSON 的对象语法写入数据，以⼀一次更更
新多个列列值。对历史数据的计算更更受限制。尽管 Pact 通过过滤器
和折叠之类的功能提供了了⼀一些聚合功能，但它不提供连接，并且通

常是为了了促进数据导出⽽而不是分析。

 

Pact 的安全计算  

Pact 具有类似于 LISP 的语法，⽤用户功能和模块以及命令式⻛风格，
类似于通⽤用的图灵完备语⾔言。但是，为了了⽀支持事务性区块链解决⽅方

案“刚好⾜足够”的设计⽬目标，Pact 对其计算能⼒力力有故意的限制。

不变性  



使⽤用标准的 LISP let 以及特殊的 with-read 和绑定形式，Pact 中的
变量量是“绑定”的，⽽而不是“分配的”。不能更更改或重新分配变量量，从⽽而
提⾼高了了 Pact 代码的安全性和可理理解性。

没有⽆无限循环或递归（图灵不完备）  

检测到 Pact 中的递归并导致模块加载时立即失败。仅在有限列列表
结构上使⽤用 map 和 fold ⽀支持循环。

这种限制的好处在于，Pact 不需要采⽤用任何类型的成本模型（如以
太坊的“ gas”）来限制计算。缺乏递归还意味着 Pact 可以在模块加
载时主动“内联”函数调⽤用，从⽽而提⾼高性能。

附加条件  

如果有分⽀支的话，Pact 具有执⾏行行的标准语句句。但是，⿎鼓励作者尽可
能强制执⾏行行验证不变量量，如果不满⾜足，则中⽌止事务。

类型安全  

Pact 在2.0版中添加了了 type inference ，从⽽而可以对模块代码进⾏行行
强类型化，⽽而不必在每个声明中都添加类型信息。表获得了了定义框

架，并获得将安全性扩展到数据库的能⼒力力。我们推测具有限制运⾏行行

时间的附加好处：开发⼈人员可以使⽤用类型检查添加 “正好⾜足够的类
型” 以消除警告，并且仅在需要时在运⾏行行时强制执⾏行行类型。通常，
与 SQL 类似，表模式仅提供⾜足够的信息来对整个模块进⾏行行类型检
查！

不⽀支持空值  



Pact 不⽀支持代码或数据库中的空值。这是对 SQL 和 RDBMS 传统
的背离（具有讽刺刺意味的是，因为 NULL 违反了了关系演算）。实际
上，通过允许作者避开由于丢失数据未处理理的情况，或过度的非规

范化⽽而导致的处理理⽅方案，NULL 违反了了 “totality”。

Pact 的 with-read 函数按名称将变量量绑定到数据库列列。如果数据中
不存在任何列列，则交易易将失败。这迫使模块作者在实体属性建模⽅方

⾯面，需要“全部”属性必须具有值：如果 Pact 要在实体属性上进⾏行行计
算。如果没有⼀一⾏行行，作者可以使⽤用 with-default-read 函数提供默
认值。

没有 lambda, macros, or eval  

与 LISP 不同，Pact 不⽀支持 lambda（匿名函数）：作者只能声明模
块层⾯面的函数。这主要是为了了提⾼高性能，但也避免了了创建终⽌止，因

为终⽌止会使变量量范围复杂化，从⽽而导致错误或实现递归（使⽤用 Y-
combinator）。同样，出于安全和简单，Pact 模块不能评估任意
字符串串或运⾏行行巨集。

 

模块和表  

智能合约逻辑是在通过函数声明和表规范构建的“模块”中定义的，
然后在交易易代码和其他模块中调⽤用。 Pact 中模块的主要功能是通
过“守卫”表来封装数据访问。

表是使⽤用 deftable 关键字在模块声明中定义的。对该表的访问由模
块控制：对该表的直接访问仅限于管理理员，由模块的管理理密钥集来

保护。但是，在模块内声明的代码具有⽆无限访问权限。



结果是使模块作者可以完全控制交易易中数据的授权，表⽰示和操纵。

只有通过调⽤用模块功能，才能对表进⾏行行“常规”业务访问。作者可以
利利⽤用 Pact 密钥集提供所需的任何⽤用户等级授权⽅方案。同时，管理理
访问也允许数据迁移和紧急程序。

 

密钥集和交易易签名  

Pact 的其中之⼀一的主要功能是 keysets，这是 Pact 的公钥签名授权
⽀支持。 Pact 的设计⽤用于与比特币类似的公共密钥签名⽅方案，在该
⽅方案中，转入的交易易使⽤用该交易易提供的⼀一个或多个公共密钥进⾏行行签

名。

在执⾏行行任何代码之前，Pact 运⾏行行时⾸首先会验证所有签名，并且验证
失败会中⽌止交易易。成功后，将使⽤用已验证的密钥执⾏行行。然后，契约

代码可以将这些经过验证的密钥与称为 keyset 的预定义规则进⾏行行匹
配，该规则将定义的⼀一组公共密钥与 keyset predicate function 相
结合。

Keyset predicate function 将指定确定交易易密钥如何与密钥集匹配
的逻辑。单个密钥的琐碎场景显然只需要⼀一个匹配，⽽而多种多样的

multi-sig ⽅方案则很容易易建模：全部匹配，⾄至少匹配⼀一个，多数匹配
等等。

密钥转换  

密钥天然地⽀支持旋转。密钥集的初始定义不需要特殊权限。但是，

密钥集的任何“重新定义”都要求交易易对照现有的旧密钥集和叙述词
进⾏行行验证。这样，可以安全地修改密钥集，删除或添加密钥，或更更

改叙述词功能。



⾏行行级密钥集  

密钥集可以作为正常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从⽽而启⽤用“⾏行行级授权”：
合约代码可以访问⾏行行，以读取其密钥集，并在合约执⾏行行之前强制执

⾏行行。这样就可以启⽤用授权⽤用例例，例例如比特币的 Pay-To-
PubkeyHash，其中通过不同的密钥分别授权帐户访问。因此⾏行行级
功能也是“可多重签名”的，并通过上述机制⽀支持转换。

具有 “Pact” 的机密计算  

在参与者只能解密和运⾏行行智能合约执⾏行行⼦子集的保护隐私的区块链

中，我们看到 Pact 数据库在不同的“实体”（例例如公司或集团）之间
变得分离，像是由不同的数据集组成。

这给传统的区块链合约带来了了问题，传统的区块链合约期望写出交

易易的“所有⽅方⾯面”。例例如，付款转移⽤用例例不能再执⾏行行⼀一个代码块来将
资⾦金金从⼀一个实体的帐户转移到下⼀一个实体。

为了了解决这个问题，Pact 寻求计算机科学中的 “coroutines”：可以
在单个函数执⾏行行的关键点上“屈服”和“恢复”的函数。在 Pact 中，这
些功能称为 pacts，它们定义了了执⾏行行步骤，并将由不同实体作为区
块链上的交易易执⾏行行顺序。

表⽰示为多步协议的付款转帐，在产⽣生交易易之前，⾸首先要从付款⼈人实

体的数据库中扣除付款⼈人的帐户。成功完成，会导致签名的“恢复消
息”被发送回区块链。收款⼈人的实体节点可以检测到这⼀一点，然后该
实体节点将在第⼆二笔交易易中将收款⼈人的帐户存入贷⽅方。如果此步骤

中⽌止，则可以使⽤用回滚逻辑定义借记步骤，以便便在看到第⼆二笔交易易

失败后重新记入付款⼈人帐户的贷⽅方。

 

⽰示例例：⼀一个 accounts 模块



⽰示例例：⼀一个 accounts 模块  

我们提供⽰示例例 Pact 代码，实现⼀一个简单的“帐户余额”智能合约，并
具有创建帐户和转移资⾦金金的功能。

(define-keyset 'accounts-admin (read-keyset 
"accounts-admin-keyset"))
(module accounts 'accounts-admin "Simple account 
functionality."
(defschema account
"Schema for accounts table." balance:decimal 
amount:decimal keyset:keyset
note)
(deftable accounts:{account})
(defun create-account (address keyset) (insert 
accounts address
{ "balance": 0.0, "amount": 0.0, "keyset": keyset, 
"note": "Created account" }))
(defun transfer (src dest amount) "transfer AMOUNT 
from SRC to DEST"
(with-read accounts src
{ "balance":= src-balance
, "keyset" := src-ks } (enforce-keyset src-ks)
(check-balance src-balance amount)
(with-read accounts dest { "balance":= dest-bal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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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e accounts src
{ "balance": (- src-balance amount) , "amount": (- 
amount)



安装模块

此代码被部署为交易易信息，其中包含带有管理理员密钥集定义的代码

和 JSON 数据：

通过指定keys-any作为其叙述词，accounts-admin-keyset 允许使
⽤用两个密钥中的任何⼀一个进⾏行行访问。

密钥集定义  

, "note": { "transfer-to": dest } })
(write 'accounts dest
{ "balance": (+ dest-balance amount)
, "amount": amount
, "note": { "transfer-from": src } })))))
(defun check-balance (balance amount)
(enforce (<= amount balance) "Insufficient funds"))
)
(create-table accounts)

{ "code": ... above code encoded as JSON string ..., 
"data": {
"accounts-admin-keyset": {
"keys": 
["a987def98f7d543fad97...","f470bc3cd6ff23d77e7..."]
, "pred": "keys-any"
} }
...digest and signer pubkey...
}



define-keyset 调⽤用创建 accounts-admin 密钥集，并通过具有
read-keyset 的 JSON 交易易有效负载读取密钥集定义。⽆无效的 JSON
或缺少密钥会导致交易易失败。

模块定义  

module 关键字定义模块帐户，将 accounts-admin 指定为其管理理
密钥集。该模块定义了了⼀一个模式，⼀一个表和三个函数。

defschema 创建⼀一个模式，在这⾥里里称为 “account”，该⽤用户定义⽤用
于表，以及表返回的对象的数据类型。随后的 deftable 可定义表格
定义 “account”，并使⽤用 “account” 模式。

create-account 将⼀一个新值插入到以 address 值为密钥的
accounts 表中，并输入提供的密钥集，初始⾦金金额和余额以及注释。
如果密钥的条⽬目已经存在，则输入会使事务失败。

check-balance 调⽤用 enforce，测试可⽤用余额。 Pact 具有 LISP 样
式的前缀语法，具有通常的比较和算术运算。

Transfer 是模块的主要功能

1. 它调⽤用 with-read 将 src-balance 和 src-ks 绑定到 src 帐户条⽬目
的 balance 和 keyset 属性，如果未找到该条⽬目或未填充列列，则
失败。

2. 它使⽤用 force-keyset 强制执⾏行行⾏行行密钥集 src-ks，并调⽤用 check-
balance 强制 src 帐户有⾦金金额。

3. 它读取⽬目标帐户条⽬目，以强制其存在。现在它已强制执⾏行行所有不
变量量，并准备执⾏行行更更新

4. 写入 src 帐户会借记余额，记录⾦金金额并记下⽬目标帐户。
5. 写入⽬目标帐户会将余额记入贷⽅方，记录⾦金金额，并记下源帐户。



表格创建  

后，创建 accounts 表并将其与 accounts 模块关联。因此，可以
通过 accounts-admin 密钥集来保护对表的直接访问，⽽而诸如
transfer 之类的功能，可以强制执⾏行行定制授权⽅方案与访问表。

调⽤用 accounts 模块  

使⽤用帐户模块的交易易代码将包含带有 Pact 代码和 JSON 数据的签名
消息。例例如，要创建⼀一个新帐户，⼀一条消息可能如下所⽰示：

该代码使⽤用合格的语法，从帐户模块引⽤用了了 create-account 函数。
事务性代码可以被⽤用来导入模块的功能，但是性能较低。创建帐户

ABC ，并从 JSON 数据中读取密钥集。如果后续的转账借记 ABC 调
⽤用中没有此密钥，则交易易将失败。

 

结论  

{ "code":
"(accounts.create-account \"ABC\" (read-keyset 
\"keyset\"))"
         "data": {
           "keyset": {
"keys": ["b67a66e17ddd2c30acd..."],
"pred": "keys-all" }
}
...digest and signer pubkey...
}



智能合约提出了了⼀一种具有独特需求和⻛风险的交易易处理理的新模式，因

此需要对哪些功能应该存在，以及应该避免什什么⻛风险进⾏行行仔细的推

理理。尽管如此，历史仍然可以提供很多东⻄西，数⼗十年年的防弹数据库

⽀支持的交易易系统，80年年代的原始数据编码 LISP 环境以及比特币本
⾝身。我们认为，Pact 代表了了丰富的背景知识的有⼒力力综合，它将发动
私链⾰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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