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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拜占庭节点

分布式系统中试图故意破坏系统运行的参与者，例如，通过将消息不转发给其
他参与者来破坏系统。
共识

指如何在分布式多代理系统中对存在分歧的特定数据或值达成一致的问题。
协调器

发布里程碑的可信实体，以保证最终结果并保护缠结(Tangle)免受攻击。
字典攻击

一种暴力攻击技术，通过不断尝试无数种可能性（类似于查字典），来找出密
码以破坏认证机制。
日食攻击

一种网络攻击方式，旨在隔离并攻击特定节点，而不是整个网络。
创世交易

在缠结(Tangle)中生成的第一笔交易。
心跳

由硬件或软件生成的周期性信号，用于指示正常操作或同步计算机系统的其他
部分。
历史

被给定交易直接或间接验证的交易记录。
里程碑

协调器发布的特殊里程碑交易。里程碑的属性将在 2.1 节中详细讨论。
邻居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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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中相连的节点。
节点

作为 IOTA 网络中的机器，它的作用是发布交易并验证现有交易。
对等连接

发现并连接其他网络节点的过程。
工作量证明
一种通过高成本，耗时久的方式来产生数据以满足某些要求，而其他节点可以快捷方
便的验证。
彩虹表攻击

预先计算生成的表，用于反推攻击加密哈希函数。
无规行走

一种数学方法，描述由某些数学空间上的一系列随机步骤所组成的路径。
盐

一种随机数，被用于单向哈希数据的附加输入。
社交工程

以欺诈为目的，并使用不正当手段操纵个体泄露机密或个人信息。
女巫攻击

女巫攻击是指试图通过伪造多个虚假身份来控制对等网络。
Tip

尚未被验证的交易。
交易

在两个节点之间传输价值或数据的信息。如果某交易的完整历史为已知状态，则该交
易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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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ASIC

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特定用途的集成电路

CA

Cellular Automata. 元胞自动机

CLIRI

Coo-Less IOTA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无协调器的 IRI（IOTA 参考实现）

DAG

Directed Acyclic Graph. 有向无环图

DLT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分布式账本技术

IF

IOTA Foundation. IOTA 基金会

IRI

IOTA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IOTA 的参考实现

PoW

Proof-of-Work. 工作量证明

TSA

Tip Selection Algorithm. Tip 选择算法

VDF

Verifiable Delay Function 可验证延迟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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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IOTA 的愿景旨在通过安全的零交易费和数据传输系统，为物联网和未来的
互联网建立一个实时经济体系。实现这一愿景，是为了解决当前各种分布式账本
技术(DLT)普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首先，IOTA 需要有比区块链明显更高的吞吐
量，而区块链的内在瓶颈使得交易记录聚合成链式数据；其次，交易手续费在小
额交易中是一种障碍，但这种手续费在基于 PoW，同时包含用户和矿工的 DLT 中
却是必要的。与这些现存的 DLT 不同的是，IOTA 使用一种叫做有向无环图（DAG）
的结构，如同 IOTA 白皮书[30]中所述，它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无上限的数据吞吐量
1

。此外，每个网络节点都能够发布和批准交易，这种模型使得 IOTA 可以去除区

块链架构中的交易手续费，从而促进小额支付网络系统的构建[31]。
早期 DLT 项目的一个常见问题是，网络不够健壮，不足以支撑它依赖的安全
机制按照设计的方式运行，因为它们的安全机制需要假定网络已经足够成熟。因
此，DLT 通常在一开始就在外部采取各种“引导”措施，确保网络安全成长到成熟
阶段2。在 IOTA 的当前实现中，同样也是依靠一个中心化的协调器(COO)来提供
安全性，以消除不诚实节点破坏尚未成熟网络的风险。在这个阶段，IOTA 对共识
的定义是，要求每一笔交易都被协调器签署的交易(直接或间接)所确认。换而言
之，协调器可以被视为“终极裁决设备”。
我们认为基于中本聪共识机制的加密货币体系的愿景，可以通过改变网络中
关于多数算力的基本假设(即最长链机制)来进行改进。在 IOTA 当前的实现中，由
于协调器的存在，则无需诚实节点来构成网络的主要算力。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
举措，IOTA 的愿景是超越传统区块链的网络共识机制。本文的目的即在于，论述
Coordicide 项目是如何通过一组相互配合的网络组件，来实现协调器的移除工作。
这些组件的添加，不会对缠结(Tangle)网络现存的基础功能特性造成影响。
根据 IOTA 基金会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的章程，我们研究部门的目标包含：
透明度，协作和社区参与。我们计划开放式地展现研究工作，以期获取学术界和
社区志愿者的反馈意见。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高度动态

1
2

实际吞吐量受硬件和物理定律的限制
例如，比特币过去曾使用检查点。链接：https://en.bitcoin.it/ wiki/Checkpoint_Loc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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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需要对各种提案进行模拟和测试，然后才能在主网上对这些组件进行部
署。我们强调，这里展现的一些提案，依然还在研究当中，没有完全定型。当我
们的研究取得进展，进行模拟的时候，这部分提案是有可能被修改的。

图 1：Coordicide 模块之间的连接图

为了去除协调器，需要解决一系列的挑战性问题。本文中涵盖的这些问题，
可以用图 1 中的模块来表示。接下来，我们对 Coordicide 的当前状态和未来的研
究方向，给出一个简要的概述：
l

节点责任。在第 3 节中，我们提出全局节点 ID 的概念，并且描述了一种
在不需要节点拥有者去冒险或者展示资产的情况下，能够防范女巫攻击
的保护机制。对发布消息的节点进行识别，是执行特定网络拓扑(通过节
点自动互联)或者惩罚不良行为(通过速率控制)的基础。

l

节点自动互联。每个分布式系统都需要一个能够发现，并且可靠地连接
到邻居的自动化过程。在第 4 节中，我们将会讨论在缠结(Tangle)网络中
的节点自动互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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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速率控制。为了确保网络不超过其容量，在第 5 节中，我们引入一种机
制来控制通过网络传播交易的速率。这种方法可以根据发布节点的统计
信息，选择性地过滤掉一些交易。

l

共识机制。基于以上的模块，我们最终得到了第 6 节所描述的扩展网络
共识框架。这个框架由两个部分组成：首先，我们描述了 tip 选择算法的
当前研究成果(第 6.1 节)；然后，为了主动解决某些冲突，我们描述了两
种不同投票机制，使得节点之间可以找出他们对于网络当前状态的意见。

2 最新技术情况
在介绍中，我们提到当前的 IOTA 的主网采用协调器（Coordinator）来达到
共识，更通俗的来说，是为了保证网络的安全。然而，该中心化的协调器应仅仅
被认作是一个必要的引导（bootstrapping ） 机制，而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章节中，我们首先讨论通过 IRI（IOTA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软件实现
IOTA 当前的主网状态3，然后介绍当我们按照 IOTA 白皮书构建一个 Coo-less 网络
所面临的挑战（即一个没有协调者（Coordinator）的网络）[30]。由于在当前协
调器（Coordinator）与其里程碑已深深内置 IRI，因此去除这些依赖，不仅仅意味
着对软件进行全面地更改，而且还会导致新的研究问题。

2.1 当前的 IOTA 实现
根据 IRI 软件实现当前的 IOTA 主网，其中协调器（Coordinator）起到重要的
作用。在下文中，我们介绍在当前主网中主要实现的任务，并不是所有的任务都
与共识密切相关：
l

手动添加节点（Manual peering）。为了加入缠结(Tangle)，需要一个节点连
接到一些现有的节点（peering）。当前 IRI 软件仅允许手动添加节点（peering），
即节点需要手动寻找其他 Tangle 节点的地址。节点互连（peering）是传播/
广播交易与同步当前账本状态的基础。至于后者，里程碑是判定两个节点的

3

https://github.com/iotaledger/iri

9

是否已经同步的有用锚点：如果一个节点的最新可靠里程碑低于它的节点中
的里程碑，那么这个节点可能是落后了。
l

速率控制机制（Rate control mechanism）。为了发布交易，节点必须解决加
密难题（工作量证明机制）。必须保证该节点不会在在网络中任意地发送垃
圾交易（spam），或者避免它们注入超过网络所能处理的交易。

l

Tip 选择策略 (Tip selection strategy)。验证交易是建构 Tangle 的 DAG 结构的
基本过程。要验证交易，节点必须验证以确保不会向账本引入不一致性。尽
管不可能强制对哪笔交易进行验证，但 IOTA 的白皮书提出了一种基于无规
行走（random walk）的 tip 选择算法：(i)阻止懒惰行为，而鼓励验证新的 tip；
(ii)持续将小分支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大分支，从而提高确认速率；(iii)如果发生
冲突，仅会保留其中一个分支，其他所有分支都会被抛弃。

l

共识 (Consensus)。里程碑的主要作用是确定共识。Tangle 运用一个简单的规
则：当且仅当一笔交易被里程碑所引用，则该交易得到确认。在 IRI 中，它体
现在 getBalances 与 getInclusionStates 这两个 API 中，它们分别显示账户有多
少代币以及交易是否被确认。
此外，我们还想强调里程碑用来优化 IRI 代码：例如，不是从创世交易开始

计算全账本状态，而是为每个里程碑都保存了一个中间状态；类似地，里程碑用
于进行本地快照，即 IRI 修剪机制，其允许节点避免存储 Tangle 中较早期的数据。

2.2 无协调器的(Coo-less)IOTA 网络
作为无协调器网络的初步实施，我们正在构建 CLIRI，它代表了无协调器的
IRI。它的核心是 IRI 的一个分支，删除了所有与协调器相关的组件。CLIRI 的主要
目的是提供一个工作测试平台，运行第一个无协调器的 IOTA 网络，在该平台上
我们可以模拟各种 Coordicide 提案。这是理解无协调器的主网必将面临挑战的必
要第一步。
如上所讨论，协调器在目前的 IOTA 实现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构
建 CLIRI 会带来许多挑战。对于它的第一次迭代，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遵循最
初的 IOTA 白皮书[30]，我们选择启发式算法及简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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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账本确认。由于重写无里程碑账本的计算逻辑是一个重要的事情，CLIRI 第一
个迭代仅支持零值交易。

l

本地快照。我们在 CLIRI 上取消了本地快照模块，并且我们在每周自动删除
整个数据库。

l

无规行走起点（random walk starting point）。CLIRI 随机选择一个 tip，然后
回溯到过去达到“足够远”的交易。
目前 CLIRI 处于早期的开发阶段，在 2019 年 5 月 5 日推出了第一个测试网

络。

2.3 新的研究挑战
CLIRI 除了上述的"工程"选择之外，它的逻辑是基于 IOTA 白皮书的，因此它
具有相同的模型假设。其中最重要的是（勤勉的）诚实交易占多数的条件[8]：具
体来说，网络可行的话，白皮书上的共识算法要求大多数交易总是来自诚实的网
络参与者，即诚实的行为者需要拥有绝大多数的哈希算力并持续产生交易。这意
味着诚实的节点需要不断地发送交易，无论实际上他们是否使用网络。此外，实
现大多数哈希是昂贵的，否则作恶代理人很容易去购买足够的哈希算力并超越网
络。这里存在一个激励问题，此外发布交易还受工作量证明机制（PoW）的限制。
由于它的复杂性，慢速的节点将被排除在参与网络之外。
以上问题直接导致以下的研究问题，将在整篇文章中进行研究：
l

速率控制。需要一个更有效的速率控制算法来解决以下问题：如果 PoW 的
难度太高，那么小型设备（例如电话或感应器）将会花费过长时间来计算它，
因此这将无法发送交易。另一方面，低难度可能会导致网络拥堵，并/或进行
垃圾交易攻击。

l

共识。在没有协调器的支持下，在诚实交易是多数的假设中，我们需要一个
可靠的共识机制。
在下个章节中，我们将介绍节点身份的概念，它是解决上述研究课题的先决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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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点责任
在没有协调器的网络中，各种应用程序需要可靠地将交易或其他消息与发布
这些交易或消息的节点进行关联。这些应用包括：
l

速率控制：在超负荷的场景中，节点尝试发布超过整个网络能够处理的交易，
这时尤其应阻止或惩罚那些交易量贡献最大的节点。

l

基于投票的共识机制：为了防止双重投票，需要将投票与节点权重相关联，
实际投票必须与节点 ID 进行关联。
在 3.1 节中，我们提议一种将全局身份与节点相关联的方法。由于这个可能

将网络暴露于潜在的女巫攻击，因此在 3.2 节中，我们引入了 mana，一种新型
的防女巫攻击机制。

3.1 全局节点身份
为了识别节点，有必要引入全局节点身份。为此，我们设想使用普通公钥加
密对确定的数据进行签名，并通过防篡改的方式将其关联到其发布节点。此外，
我们要求发布节点添加它的公钥到每个签名信息中。这样，节点无需某种形式的
全球数据库的 ID 和密钥，就可以校验发布节点的真实性。重要的是要注意，实
施这些机制仅仅用来保护通信层及密钥，并且一旦节点开始处理，ID 和签名不需
要存储在 Tangle 中。这允许了更好的灵活性，因为可以交换实际签名方案，而对
存储的数据没有任何的影响。与之相反的是，相对于存储在 Tangle 中的任何数
据，通信层现在无需使用后量子加密算法，但是当量子攻击在未来变得更加流行
时可以更换它。
当节点与身份相关联的话，分布式系统容易受到女巫攻击[16]，其中恶意实
体伪装成多个伪造身份。这将克服依赖于有限数量的此类身份的任何机制，网络
就易于受到协调攻击。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介绍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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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女巫攻击保护
让女巫攻击变得更加困难的一种常见方法称为资源测试，每个身份必须证明
拥有某些难以获取资源的所有权。因为在加密货币世界中，用户拥有一定数量的
某些代币，我们提出基于这些代币所有权的女巫保护机制。然而，无需要求自身
所有权的证明，我们允许网络中的每个用户发布交易时，将代币分配给他选择的
任何节点。我们称这些代币为 mana；它们既是难以获得的资源，也是某种形式
的“名誉 ”，它可以分配给值得信任的节点。实际机制的基本原理如下：
l

当发布交易时，它会产生双重流程：（i）它将数据或代币从一个地址发送到
另外一个地址，（ii）并给某些节点分配虚拟代币（称为 mana）。mana 的数
量对应转移的代币数量。

l

必须在交易的签名部分指定应接收 mana 的节点 ID。节点在一定的时间后得
到 mana。有必要防止节点为它们发出的每条信息生成新 ID。

l

只要实际代币再次转移，从先前引用的节点扣除相应的 mana，并可能将其
重新分配给新节点。
我们再次强调，该过程不会以任何形式影响到实际余额，但它仅用来为“受

信任”节点赋予更高的权重。
人们可以委托的 mana 数量取决于他们拥有的多少代币，这意味着在该过程
中，持有更多代币的人有更大的影响力。特别的是，节点不需要在它们自己的网
络中质押很多代币的，它就能积累许多 mana。在传统权益证明共识的女巫保护
机制中，每个节点需要证明它有一定数量的抵押品。相反，委托 mana 带来一些
关键优势：因为 mana 作为常规交易的一部分，节点不需要经常使用它们账户的
私钥进行签名，而那就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此外，该方法不需要激励节点运
营商拥有或申报大量代币；最后，用户可以向节点发放额外的 mana，以便为社
区提供好的服务。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可信的节点身份，我们可以使用这些身份发现和连
接到网络中其他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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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节点自动互连
在 IOTA 中，一个节点是一个存有缠结(Tangle)所有信息的设备。为了让网络
更高效地工作，节点之间互相交换信息并且实时更新账本状态。目前，节点需要
一个手动配对过程，使之和其它节点成为邻居。然而，手动配对可能容易受到攻
击（比如社会工程学攻击）从而改变网络的拓扑结构。为了阻止这些攻击，简化
新节点的配置过程，我们引入了一个允许这些节点自动配对的机制。节点运营人
员在选择邻居的整个过程中无需手动干涉，这种方法叫自动配对互连。
具体而言，在这个章节中我们提出的自动互连机制可以实现两个重要目标：
第一，它为新创立的节点提供基础设施，使其更容易加入网络；第二，我们能够
确保在互连过程中，攻击者不能瞄准一些特定的节点，比如，我们能够确保网络
能对抗日蚀攻击。

4.1 节点发现
每个节点从一个潜在的互连节点列表中选择它的邻居。在无许可开放式的环
境中，这个列表会随着时间变化，因为每时每刻都有节点加入或者离开网络。为
了保持列表实时更新，我们假定节点会定期对已知节点列表中的一部分节点与其
他节点保持联络。这个机制简单高效，因为它允许每个节点去了解其它的网络参
与者。有一点需要指出，这个机制仅需要节点与一个足够大的网络子集相连接，
比如潜在互连列表包括“足够”的节点4。

4.2 邻居节点选择
节点自己选择一半的邻居，节点的另外一半邻居是让邻居来选择它们。因此
这两种不同的邻居分别称作：
l

主动选择的邻居。节点主动从它的列表中选出的邻居。

l

被动接受的邻居。邻居选择这个节点作为互连节点。

4

潜在配对节点的数量取决于 Gossip 协议和全网系统参数，比如邻居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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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潜在互连节点列表中选出主动选择的邻居，我们通过如下距离方程来
测量两个节点的距离 d：
𝑑 𝑛𝑜𝑑𝑒𝐼𝑑1 , 𝑛𝑜𝑑𝑒𝐼𝑑2 , ϛ = ℎ𝑎𝑠ℎ(𝑛𝑜𝑑𝑒𝐼𝑑1 + ϛ) ⊕ ℎ𝑎𝑠ℎ(𝑛𝑜𝑑𝑒𝐼𝑑2 )
其中 ϛ 是公共盐5。
为了连接到新的邻居，每个具有 ID ownId 和公共盐的节点保存着根据距离
d（ownId,· , ϛ）分类的一个潜在互连列表。随后，节点按照这个列表的升序排序
方式，发给潜在的互连节点配对请求，请求中含有节点自己的 ID，目前的公共盐
和节点的地址（比如，IP+端口）。在这之后，收到请求的节点能够用如下的方式
决定接受或者拒绝连接请求。需要配对的节点反覆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它和足够多
的邻居建立连接。这些邻居建立它的主动选择的邻居列表。算法 1 也对这个过程
进行了阐述。
算法 1 邻居节点选择

和之前的情况类似，为了接受邻居，每个带有 ID ownId 的节点必须生成一个
私有盐 ϛ*，当它接收到来自一个带有 ID remoteId 节点的配对请求时，它测量 d

（ownId, remoteId, ϛ*），仅接受满足至少以下一个要求的请求：

5

密码学中，盐被定义为可用于防御字典攻击，或抵抗它们等效的哈希，即预编译的彩虹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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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连接的节点比目前已存在的被动邻居节点更近。

l

连接的节点没有足够的邻居。
当不满足上述要求时，这个节点拒绝配对请求，同时它能够使用公共盐得到

一个新的潜在节点，并加入到新的潜在互连列表中。算法 2 用形式化语言描述了
这个过程。
算法 2 可接受邻居的过滤选择

4.3 网络重组
我们设想通过公共和私有盐帮助产生不对称的网络视角来阻止攻击者破坏
系统。事实上，瞄准一个节点的唯一方式是在自动互连过程中是通过暴力破解不
同的节点身份和期望获得比已有邻居更近的距离（距离 d）。为了阻止暴力破解
成功，我们让盐仅在特定时间范围内有效，在这之后节点更新主动选择的邻居和
被动接受的邻居6。
另外一个降低攻击者控制网络拓扑能力的方法是，在产生盐时加入一个“全
局随机源”。

6

降低攻击者控制网络拓扑的能力的另一种方法是在生成盐时包含“全局随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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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频繁的重组带来双重好处：首先，它可以防止攻击者影响网络拓扑; 第
二，它倾向于想要加入网络的新节点，因为他们的互连请求将被更大的概率接受。

4.4 节点初始化
一个想加入网络的新节点最初对网络是一无所知的。它既不知道账本的状态，
也不知道目前谁在网络中。为了让所有新的节点获取第一份含有“其他节点”的列
表，我们使用一种可信的“入口节点”硬编码列表，这个列表由 IOTA 基金会或者
可信的社区成员运行，从而能够响应新加入节点的互连请求。
这是常见的做法，几乎在所有分布式网络中都以这种方式来处理。

5. 速率控制
每个通信网络的基本目标是要通过限制加入网络的交易速率来控制其节点
注入的流量。 事实上，由于恶意行为者的原因，这种流量可能会导致不愉快的
情况，例如由于资源限制导致的网络阻塞或垃圾信息：
l

阻塞控制。在大多数网络中，传入的流量负载在有些情况下大于网络可以处
理的能力。如果不限制流量的涌入，就会造成网络瓶颈，从而降低整个网络
的速度。可以对分布式账本进行相关分析，其中输入的流量（即由网络中节
点发布的交易）可以滥用诸如带宽，计算能力或磁盘空间等有限的资源。此
外，节点可能会失去彼此之间的同步，有时甚至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l

垃圾信息检测。Gossip 协议（目前用于在 IOTA 网络中进行交易转发）是一种
有效且可靠的传播信息的方式。然而，这些协议有一个缺点：它们无法限制
垃圾信息的传播。实际上，消息在网络中冗余地分布，并且一小撮节点转发
垃圾消息，以致使大多数节点都接收到这些垃圾信息。
通信网络的速率控制策略在阻塞控制[24]和垃圾信息检测[17]领域都有较为
充分的研究。 对于分布式账本技术，PoW 是一种内置的速率控制机制，而
不仅仅用于达成共识。 然而，PoW 会带来不良的副作用，例如挖矿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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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通用设备与优化的硬件之间，在 PoW 性能方面存在几个数量级的差
异。因此，任何基于 PoW 的速率控制最终都会使得算力较小的设备处于劣
势。因此，需要全新的交易速率控制机制来处理 Tangle 网络的全局和每个节
点的控制。

5.1 速率控制算法
在纯粹基于 PoW 的体系中，高难度值会阻碍低算力节点发布交易，这不是
令人满意的，尤其是在物联网环境中更不适合; 另一方面，低难度值就会很快导
致网络阻塞。我们提出了一种自适应 PoW 算法，允许每个节点发布交易，同时
惩罚垃圾信息攻击行为。
在我们的算法中，当一个节点决定发布一笔交易时，它必须解决一个加密难
题，其中难度是所拥有的 𝑚𝑎𝑛𝑎 和最近发布的交易数量的函数。假设节点 𝑖 在之
前的 𝑇 ≫ ℎ 个时间单位时生成了 𝑛𝑖𝑇 笔交易，其中 ℎ 是网络延迟时间，这意味着，
如果在时间 𝑡 时发送消息，则所有在线节点将在时间 𝑡 + ℎ 内接收到相同的消息。
节点 𝑖 的 PoW 的难度设置为 𝑑𝑖 ，其定义为：
𝑑𝑖 = 𝑑0 + 𝑤 𝑠𝑖 , 𝑛𝑖𝑇 ，
其中𝑑0 是基本难度，𝑤 是 𝑚𝑎𝑛𝑎 值 𝑠𝑖 和交易数量 𝑛𝑖𝑇 的函数。我们基于所
期望的全网均衡水平，来设置时间窗口 𝑇 ，基本难度 𝑑0 以及函数 𝑤 等参数。
作为一项额外的安全措施，我们要求用户发出的交易总数限制为
𝑛𝑖𝑇 ≤ 𝑧 𝑠𝑖 ，∀𝑖 ,（1）
其中 𝑧: ℛ + → ℛ + 是一个依赖于 𝑚𝑎𝑛𝑎 值 𝑠𝑖 的函数，这样使得节点的 𝑚𝑎𝑛𝑎
值 𝑠𝑖 越大，同一节点可以发出的交易数量越多。方程（1）确保即使具有无限计
算能力的用户也不能随意通过垃圾信息进行网络攻击。

5.2 实施细节
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传入交易的顺序与节点发出的顺序相同。 由于执行
PoW 所需的预期时间通常远大于网络延迟时间 ℎ ，因此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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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次看到交易时，节点存储发出交易的节点 𝑖𝑑，接收它的时间 𝑡0 和
PoW 难度。 可以使用第 3 节中描述的方法来确定发布节点的身份标识 id 以及
𝑚𝑎𝑛𝑎 的 𝑠𝑖𝑑 。基于此信息，可以检查由同一节点在最近的 𝑇 个时间单位内发布
的交易数量不超过根据其 𝑚𝑎𝑛𝑎 数量所得到的最大数量 𝑧 𝑠𝑖𝑑 ,并且最近这些交
易的难度值确实足够大。 这些想法在算法 3 中有更正式地描述。

算法 3

速率控制算法

5.3 可验证的延迟函数
虽然本节中描述的自适应速率控制算法解决了 PoW 的一些缺点，但我们相
信，当前分布式账本生态系统对更高效算法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在下文中，我
们提出了一种可持续性更好的机制，可代替 PoW 算法：可验证的延迟函数（VDFs）。
通俗地来说，VDFs 是特殊的函数：(i) 即使假定能够拥有无限并行资源（即
使用无限数量的 CPU）[6]，也难以预测计算，（ii）易于验证。大量研究人员根
据特定的数论函数提出了不同的 VDF（例如模态指数[17,27]，椭圆曲线上的超奇
异同构[15]，椭圆曲线上的配对，有限域扩张之间的内射有理图[5]）。与 PoW 相
比，这些函数具有以下优势：
l

VDF 可以被认为更环保，因为它们可以避免挖矿竞争。

l

由于它们不可并行化，因此无法有效地使用专用硬件（例如 ASIC），从而解
决了高算力节点和低算力节点之间的不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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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并行化的条件使得对这些函数的追求成为一个有趣且非常重要的问题。
从函数实现的角度来看，主要问题是函数计算求解（预测计算）所需时间与验证
其正确性（验证）所需时间之间的比率。表 1 提供了不同 VDF 关于此性能指标比
较的良好见解。

表 1： 不同 VDFs 的计算与验证时间比率

关于可验证延迟函数的第一个想法可以追溯到 Dwork 和 Naor 在抵抗垃圾信
息领域的开创性论文[17]，但只有在 Boneh 等人的论文[5]之后，对 VDF 的开发和
实现的兴趣才大大增加。实际上 VDF 已经成为某些 DLT 设计中的基本要素（例
如，Chia Network7）。此外文献[5]显示了去中心化随机性的潜在应用。我们相信
VDF 可以在替换基于 PoW 算法方面提供很大帮助，因为它们能够限制具有强大
哈希运算能力的节点的计算能力。

6

共识
由于网络中交易的传播有延迟，在同一时刻每个节点未必拥有相同的视

野。这可能使得在验证的时候，会有多个互相有冲突的交易加入到 Tangle 中。
IOTA 白皮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Tangle 本身确实可以包含有冲突的交易。然
而，在发生冲突时，节点需要决定哪些交易最终应被视为有效，即，他们需要
就那些冲突的交易达成共识。

7

www.ch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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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A 白皮书中，仅通过使用 tip 选择算法（TSA）来达成目的。即诚实节
点目前基本上用无规行走（random walk）的方法来选择有效交易。如果交易有
冲突，基本上会留下一个分支。但是正如本文中已经说明的那样，该方法只有
在诚实交易占多数的假设下有效。此外，这个解决冲突的办法速度缓慢，这会
导致选择“错误”分支的交易，从而需要进行重新添加（reattachments）。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共识机制，它含有着一个投票机制，有助
于处理上述问题。虽然投票模型有其局限性，但它们已成功广泛用于工程和经
济应用之中[2,26,33]，并导致了新兴的社会物理科学产生[10]。为了便于说明，
我们将共识分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另请参见图 2）：
l

tip 选择算法。在 6.1 节中，我们对 IOTA 白皮书中提出的基于无规行走
（random walk）的算法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目的是提高整体吞吐量以
及对寄生链和分裂攻击的防范。

l

投票机制。在 6.2 节中，我们描述了两种投票机制，其中节点相互通信，以
便在有冲突交易时 Tangle 决定接受哪些交易。

图 2：我们的创新共识机制增加了一个投票层，以提高安全性和多数诚实节点之假设的缺陷。

6.1 Tip 选择
Tangle 是根据以下规则构建而成的数据结构：

为了加入 Tangle，每笔交易必须验证已有的两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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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验证是验证一个地址是否拥有代币的过程8。如果交易 𝑦 验证了交易
𝑥 ，我们说 𝑦 直接验证 𝑥 。相反，如果交易 𝑥 和 𝑦 之间没有直接的验证关系，
但它们之间存在有向的验证路径，那么我们说 𝑦 间接地验证 𝑥 。
IOTA 白皮书最初仅使用基于偏无规行走的 Tip 选择算法（TSA）来确定要验
证的 tip 交易。这种 TSA 具有双重好处：首先，它可以有效地对抗自私节点进
行简单的选择（例如，纯随机选择或选择创世交易），从而避免自私节点进行
这些简单的 tip 选择; 第二，它使 Tangle 对恶意节点执行例如寄生链攻击更具抵
抗力（见图 3）。但是，白皮书中的方法如第 2 节所述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特
别是多数交易为诚实交易这一假设是算法安全性的必要条件。

图 3：寄生链攻击的一个例子：交易 x 花费了攻击者想要在交易 y 中再次花费的资金，
然后显式包含了交易 x 的子网络。为清楚起见，灰色区域包含许多没有显式表示出来
的交易。粗蓝线对应于典型的无规行走轨迹。

在本节的其余部分，我们概述了 TSA 的研究现状：具体而言，在 6.1.1 节
中，我们介绍了一种基于无规行走的 TSA，旨在改进原始白皮书中的算法; 然
后，在 6.1.2 节中，我们研究了一种替代方法，其中使用两种不同的算法来选择
要验证的两个 tips 中的每一个。

8

IOTA 中的实际验证过程更加复杂，我们邀请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 https://docs.iota.org 以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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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重点强调的是，由于 TSA 没有（并且不能）强制实施，特定 TSA 的选
择最终取决于节点的所有者。因此，任何参与者将以合理的方式选择他们自己
的 TSA，如[31]中所述。由于这种内在的选择自由，并且因为所有可能的 TSA 的
“空间”是巨大的，所以可供选择的合理算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绝对没有义务
满足特定版本的 TSA; 相反，我们的愿景是，与人类社会本身类似，系统将持续
发展。因此，虽然现有的基于无规行走的 TSA 已经做得很好，但我们将在下面
描述几种有用的方法和研究方向，希望能够邀请学术界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
息。

6.1.1 基于无规行走的 TSA
白皮书中的 TSA 是一个基于偏无规行走的算法，从创世交易开始，走向
tips。 一旦行走到达前沿 tips，该 tip 被选为第一笔直接验证的交易。然后进行
第二次行走以选择第二笔直接验证交易。为了防止选择验证旧交易的“懒惰”tips
的无规行走，从交易 𝑥 到交易 𝑦 的转移概率是有概率取向的，并且正比例于：
Ρ 𝑥 → 𝑦 ∝ 𝑒𝑥𝑝 𝛼 ∙ 𝑤𝑦

(2)

其中 𝛼 > 0 是权重参数，𝑤𝑦 是累积权重9，即直接或间接验证 𝑦 的交易数量。
为了获得实际概率，可以简单地将方程（2）进行归一化。由于每个节点看到的
是一组不同的 tips，因此不可能强加特定的 TSA。
在本节中，我们提供另一种基于无规行走的算法，以提高算法性能和安全
性。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虽然 TSA 无法强制实施，但我们期望节点跟随
可用的“最佳”算法。 主要思想是引入 Tangle 的本地（即每节点）视图，使得一
些交易是基于节点本地可用的各种信息而优选的。 例如，固化时间10可用于降
低寄生链攻击的有效性：由于攻击者需要一些时间来构建一个 subtangle，一个
诚实的节点可能会决定惩罚一笔出现得比应该出现时间要晚的交易。这种局部
视图通常称为局部修饰符[29]。

9
10

白皮书中对累积权重的定义略微更为一般化，并且还考虑了发布交易所需要的工作量。
交易 x 的固化时间不仅包括交易本身，而且还包括给定节点接收交易 x 所引用的所有交易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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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局部修饰符可以实现多种特征：它们可以增强 Tangle 的安全
性，特别是对抗寄生链和分裂攻击; 它们减少了对 PoW 和累积权重计算的依赖;
它们使网络能够在暂时失去诚实交易的情况下生存下来。
设 𝑡𝑥 （相应的 𝑡𝑦 ）是给定节点处交易 𝑥（相应的交易 𝑦）的固化时间。 根
据以上讨论，从交易 𝑥 到交易 𝑦 的转移概率正比例于：

其中 𝛽 > 0 是权重参数，𝐷 是时间差截止参数。如果 𝑡𝑦 − 𝑡𝑥 ≥ 𝐷 ，则转移概率
变为 0，即从无规行走和累积权重计算中排除相应的引用边。基本上，我们可
以设想一种系统，其中 TSA 在现有交易的子集上执行，具体取决于节点的本地
视图。这个想法将在 6.2 节中进行扩展。
了解固化时间的引入是如何增加缠结对抗寄生链和分裂攻击的稳健性是极
为有意思的。为了执行寄生链攻击，恶意行为者在包含资金的原始交易已被接
受之后，附加隐藏的 subtangle（批准双重支付交易），并试图使其增长。分裂
攻击则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恶意节点代理将缠结分裂成两部分：当其中一个分
支增长时，恶意节点同时也在另一个分支上发布交易以保持两者都存活。分裂
攻击的目的是进行双重支付并破坏网络。这两类攻击情况的共同点都是把那些
交易隐藏了一段时间。从节点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看起来象是新的交易验证
旧的交易。但通过交易的固化时间可以发现这种非典型异常的时间差异，并且
这些攻击可以有效地降低 TSA 选择此类交易的概率。除上述情况之外，任何通
过隐藏交易攻击，或延长交易固化时间到超长时间，都可以通过使用局部修饰
符来增强其稳健性。
同样重要的是要提到方程（3）可以容易地进行扩展，以便模拟了解节点已
知的任何本地信息，例如发布节点信誉。作为这种扩展的另一个自然案例，考
虑两笔交易 𝑥, 𝑦，其中 𝑦 验证 𝑥 。现在我们定义兄弟数 𝑠 𝑦, 𝑥 ∈ 𝑁：如果交易
𝑦0 , … , 𝑦𝑘 是直接验证交易 𝑥 ，并且节点以此顺序连续看到它们，然后我们定义
𝑠 𝑦𝑖 , 𝑢 = 𝑖。下面我们考虑对方程（3）进行如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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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γ∈（0,1）是一个重要参数，兄弟数。方程（4）中，当前位于 𝑢 的行走者
因此将更偏好对应节点之前看到的那些“后继者”。为了解释为什么采用这种规
则是合理的，请首先注意，平均而言每笔交易将（直接）被两笔交易验证，因
此过多的直接验证可被视为是可疑的。这确实是一个恶意行动者的策略，旨在
“过滤”一笔正常交易（即阻止它被 TSA 选中）：通过发布许多交易并将它们附
加到同一笔交易，攻击者希望 TSA 通常会选择“他发布的”那些交易之一，而不
是被他攻击的那笔良性交易。现在观察上述修改，确实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种行
为的发展。

6.1.2 替代 TSA
无规行走的 TSA 的随意性使得并非所有交易最终都能被验证。 一般来说，
这可以被视为一个特征，因为这样系统中有些交易被“留下”来了，并对缠结具
有潜在的损害。 但是，如果合法交易未在一定延迟内得到验证，则可以假设它
不再会被验证，因此这笔交易应该重新附加到较新的 tips。由于较低的确认
率，这会给系统引入额外开销，所以我们也在探索一种新的算法，旨在确保所
有交易在有限时间内得到验证[21]。
关键的直觉是白皮书 TSA 中的高 α 值（参见前面小节）有利于从创世交易
到 tips 具有更长路径，因此选择较旧的 tips 的概率随着时间增加会减少。相比
之下，较小的 α 值允许选择较旧的 tips，但它们使得缠结容易受到双重支付攻
击。这里所提出的方法旨在通过使用两种不同的算法来选择每个 tip 以组合两种
情景（大和小 α 值）的最佳属性：通过使用具有高 α 值的白皮书算法来选择第
一个 tip, 从而确保优先选择诚实的 tip 并保证安全; 至于第二个 tip，我们使用
随机选择来确保不会有任何 tips 被第一个 tip 所留下。
仍需要对某些方向进行更仔细的研究。例如，无法阻止一个节点只进行
tips 的随机选择，从而减少节点自己的验证开销。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额
外的措施来防止这种懒惰行为。例如，一种可能的措施可以使用第 3 节中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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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点责任特性：网络的参与者可能以某种方式惩罚发布验证那些“不应该验证
的内容”的交易节点。

6.2 投票表决机制
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一种投票机制，这个附加层能够确保在被攻击的情
况下共识的安全性。其做法是节点向其他节点查询他们当前账本的内容，根据
他们得到的其他节点意见之比然后调整自己，在经过几轮之后，决定自己账本
的内容。在本节中，我们仅考虑对单个冲突取得共识的算法，其结果是将—个
交易标记为“喜欢”或“不喜欢”。
基本思路是让节点相互通信，以便主动解决冲突。当有冲突时，从分布式
账本的初始状态开始执如下：考虑一个交易 v ，如果在给定的时间内节点没有
看到有其他交易从同一地址花费，我们说该节点喜欢交易 v; 否则，节点不喜欢
交易 v11。并且，必须考虑 tip 是怎样挑选的。最直接地的方法是，简单地删除
不喜欢的交易，并且排除这个交易之后锥体形中的所有交易。
把这种机制应用到任何随机行走 Tip 选择算法的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将
这笔被否决的交易在缠结生成的边缘分支删除掉，包括这笔交易本身和他之后
关联的任何交易形成的锥形分支。
之后，我们会定期对缠结中的每个交易应用一种投票方案，每个节点都会
询问一些邻居的状态。在投票后，一个交易要么被节点所喜欢，要么被一个节
点肯定不喜欢，直到这种状态不会改变。我们希望保持单调性，如果一个节点
喜欢交易 u，那么它就喜欢交易 u 赞同的任何交易，如果节点不喜欢交易 v 那
么它不喜欢赞同交易 v 的任何交易，参见图 4。实现这一点，我们可以放心地
假设我们只喜欢交易 v 当我们喜欢它的所有前锥体形，如果我们不喜欢 v 那么
我们不喜欢它的所有后锥体。
在以下两个小节中，我们将描述我们正在考虑的两种投票机制。第一个称
为 “快速概率共识”，它已通过严格的数学证明; 但是，这个解决方案需要节点

11

重要的是要注意，此规则不包括重新附加：如果𝑣1 , … , 𝑣𝑘 都是同一交易的重新附加，我们要么全部喜欢这些交易，要么全部
不喜欢这些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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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来自不是邻居节点之连接，并使用非中心化的随机数，这就需要另一个附
加层。另一方面，第 6.2.2 节的 ”元胞自动机共识“ 方法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且
快过第一种机制。然而，这种方案缺乏严格的证明，也需要更严格的节点自动
互连解决方案，以避免日蚀攻击，不然就可能被孤立成可疑节点。这两种解决
方案可以被认为是相互不排斥的投票机制的实现，它们可以组合使用，以建立
一个坚固的框架。

图 4. 投票必须一致

6.2.1

快速概率共识

论文[32]引入了一种通信复杂度低的协议，它允许一组节点通过（可以是
随机的）投票的手段对一位变量的值达成共识。（参见文献例如
[3,13,14,18,19,25]及其中有关该主题的大量文献; 我们也提到了关于（概率）拜
占庭共识协议的经典工作，参见文献例如[1,4,7,11,20,22,34]，但通信复杂度要
大得多）。文献[32]中描述的机制的特点是允许更多数量的可疑（或拜占庭）
节点，其数量可以占节点总数的（固定）比例。那些可疑节点意图是要么推迟
达成共识，要么打破共识（即至少让一些诚实节点得出不同的结论）。尽管如
此，该协议在适当选择其参数时，它的成功的概率很大。在给定概率下明确估
算产生共识的时间，参见定理 2.1 和 2.4。
与这一领域的经典作法不同，它并不要求在一开始，持有相同意见的比例
很高来达到共识。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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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如果最初时，没有绝大部分的节点12更喜欢 1，那么最终共识是 0 的概率就
很大；

l

如果最初时，绝对多数的节点13更喜欢 1，那么最终的共识是 1 的概率就很
大。
为解释为什么这与加密货币之使用有关，请考虑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交易

的情况; 例如，其中一个将地址 𝐴1 的所有余额转移到地址 𝐴2 ，而另一个交易将
地址 𝐴1 的所有余额转移到地址𝐴3 ≠ 𝐴2 。如果两笔交易在网络中存在冲突，那
么安全的做法是声明两者都是无效的。另一方面，总是声明它们无效的想法，
不是一件好事。实际上，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恶意行为者将能够通过下列方
式利用它：首先，他发布了合法的交易，例如，从商家购买一些商品。当他收
到货物时，他发布了如上所述的双重支付交易，希望两者都被系统取消，所以
他会成功地收回他的退款（或者至少从商家那里取回钱）。为了避免这种情
况，如果，第一笔交易（付款给供营商 是可以信任的）的那个时候，节点可能
已经获得了一些信任，所以这笔交易将被确认，那么，随后的双重支付就可以
被取消了。
这个协议[32]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利用了一系列随机数，这些随机数由
可信来源提供或生成。节点本身使用一些分散的随机数生成协议，参见文献例
如[9,28,35,36]。重要的是要注意，即使可疑对手有时设法（全部或部分）控制
了随机数，这只能导致延迟达成共识，但他无法使不同诚实节点得到不同的结
果，也就是不会违反安全性。而且，无需所有的诚实节点都具有相同的意见;
如果它们中大多数意见相同，这已经足够达成共识（也就是说，生成的随机数
不需要任何形式的 “强烈共识“）。我们没有在这里描述所述协议的所有细节，
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文献[32]。

12

松散地说，一个显著大多数是指统计上不同于 50/50 的情况; 例如，意见为 1 的比例大于某些 φ, 其中 φ > 1/2。

13

这是一个松散的概念; 超级大多数是已经接近于共识，例如，超过 90％的节点具有相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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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元胞自动机共识

本文讨论的第二种实施是元胞自动机共识（CA）。CA 方法最初是作为 Ising
模型而开发的[23]。与其他共识算法相比，CA 的最大优势之一是它能实现非常
高水平的并行性。仅这一优势就能驱动更深入的研究。CA 带来了以下新颖的关
键属性
l

每个节点都按照元胞自动机机制[12]运行，即在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仅根据
其直接邻居的状态改变其观点，并始终采用多数意见。

l

在每一回合的运行期间，节点的邻居集合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第 4
节中提到的重组只能在不同回合的运行中发生，即不一样的冲突。

l

在评估邻居的意见时，节点将邻居的邻居意见作为“证据”。这将允许节点监
视彼此的行为并防止节点独立于其邻居。

l

行为异常的邻居，即持有与证据不一致的邻居，将立即被删除掉。这个信
息还会传播到网络，以便其他节点验证并将该节点标记为“恶意节点”，并防
止将来的连接尝试。
在每一回合开始时，每个节点发送一个当前状态的心跳。这包括其签了名

的自己的当前状态，以及上一轮中每个邻居当时的状态，每个状态均由发布节
点各自签名。这使邻居们的以前状态不可能被伪造，每个节点都会接收到这个
心跳，可以验证当前的状态是否正确，并遵循共识机制的规则。
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将上述想法规范化为共识协议。
算法 4: 发送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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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假设存在一个由 n 个节点组成的网络，并且这些节点需要对一个一位变量
的值达成共识。为清楚起见，我们在下文中假设每个节点通过第 4 节中描述的
节点自动互连机制直接连接到 k 个邻居。节点 i 的邻居集由 Ni 表示。节点自动
互连机制是这种方法安全性的关键因素：实际上，恶意节点不应该被选择，也
不能影响它的邻居。
在算法的每个阶段期间，每个节点对这个一位变量的值保持意见。意见可
以是 0,1 或空，具体取决于节点是选 0，1，还是空（即不是 0，不是 1）。第 m
个回合中,节点 i 的观点由 𝑋𝑚 𝑖 ∈ 0,1, ⊥ 来表达。我们进一步假设，每个节
点 i 具有初始意见 𝑋0 𝑖 ∈ 0,1 。
该协议取决于以下参数 :
l

𝑘 ∈ ℕ，每个节点的（初始）邻居数量。

l

𝑀 ∈ ℕ，最大回合数。

l

𝑙 ∈ ℕ，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所需的回合数。

l

𝑝: 0, … , 𝑘 → ℝ≥0 为单调递增权重函数，即将邻居数量映射到权重。这样
可惩罚邻居数少于 k 的节点。

30

算法 5 元胞自动机共识

算法

每个节点 𝑖 知道其邻居 𝑗 ∈ 𝑁𝑖 的意见以及他们邻居的邻居 𝑁𝑗 的意见。这通
过广播步骤来确保所有意见都以这样的方式签名，即意见始发节点以及广播节
点是没法伪造的。这已在算法 4 中表现出来。
CA（元胞自动机共识）是这样一种共识机制，其中每个节点都使用其邻居
的意见来更新自己的状态。当大多数邻居支持 0 或 1 时，节点采用该意见。如
果不存在被大多数邻居支持的意见，则采用”空”，即没有。如果集合 𝑁𝑖 至少对
于 i 所有的邻居都是已知的，任何节点都可以使用这些简单规则来验证所报告
的邻居 i 的意见与 𝑁𝑖 中所有节点的意见是否一致。在算法 5 中更形象地解释了
元胞自动机共识机制，并且在图 5 中可以找到示例场景的 CA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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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CA 共识的可视化过程：每个方块对应一个连接到随机邻居的节点。最初，两笔互相冲突的交易在网
络上传播。然后，节点在最终达成共识之前不停地调整他们的意见（0：红色，1：青色，空：黑色）。
(a)意见“碰撞” (第一个节点更新意见)

(b)意见竞争(节点更新他们的意见)

(c)意见竞争(节点更新他们的意见)

(d)唯一一个意见”幸存”下来 (网络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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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概述了 Coordicide 项目的整体方案。其中，我们重点围绕
着共识机制，安全性和防御攻击，垃圾交易管控和节点自动互连等方面阐述了
我们的想法； 所有这些都为实现 Coordicide 项目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尽管我们
已经明确定义了实现 Coordicide 的步骤，但我们仍然在评估各种选项和设定，
以便在整体框架中实施和部署这些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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