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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点网络

对等网络是一种对等计算机网络，它通过因特网运行，并使用TCP / IP协议作为网络内数据和命

令的主要传输协议。 TCP / IP协议栈包括四个级别：

● 应用程序层

● 传输层

● 互联网层

● 链接层

这些级别的协议完全实现了OSI模型的功能。 IP网络中的所有用户交互均建立在TCP / IP协

议栈上。 该堆栈独立于物理数据传输环境，特别是确保有线和无线网络之间完全透明的通

信。

为了操作Credits平台的点对点网络，使用以下内容：

1. 互联网层：最初设计用于将数据从一个网络传输到另一个网络。 IP网络数据包包含指示

用于从数据包中提取数据的下一层协议的代码。 该值是协议的唯一IP地址。

2. 传输层：传输层协议可以解

决这个问题

无保证地传送消息（“消息是否到达收

件人？”），并保证正确的数据到达顺

序。 在TCP / IP协议栈中，传输协议

决定了这个数据的目标应用。 TCP

（IP标识符6）是具有预先建立的连接

的“有保证的”传输机制，其向应用程

序提供可靠的数据流，该数据流给接收

到的数据的准确性带来信心，在丢失的

情况下重新请求数据，以及消除

数据重复。 TCP调整网络负载，同时减少长距离数据传输的等待时间。 此外，TCP确

保接收到的数据已经完全按照相同的顺序发送。

3. 应用层：该层提供网络软件之间的数据交换。

DHT（分布式散列表）的概念用于节点之间的连续

和稳定的连接。 DHT是一类分散式的分布式搜索

引擎系统，像哈希表一样运行。 作为一个数据结

构，哈希表可以是一个包含对（键值）的关联数

组。 此外，术语DHT指的是许多原理和算法，它

们允许通过在特定的一组存储节点之间分配信息

来写入数据，并且还原



他们通过一键分布式搜索。 分布式表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在一组存储节点之间分配信息，使得每

个参与节点都可以找到与该密钥相关的值。 DHT具有以下特性：

● 分散化：集体节点不协调的体系形式;

● 可扩展性：系统对数千或数百万个节点同样适用。

● 容错：系统将同样可靠（从某种意义上说）节点不断地切换，跳闸和发布错误。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技术是任何节点必须与系统中只有少数节点协调工作 - 通常是O（logn），

其中n是参与者的数量（见下文），以便只有有限的工作量是为每个参与者数量的变化完成的。

Credits平台对等网络的工作协议决定了节点之间的通信和信息交换方式之间的网络结构。 网络节

点通过TCP传输层协议相互通信。 积分节点通过分布式散列表（DHT）存储数据。 结果，在基于IP

协议的现有互联网网络上，创建了一个新的虚拟网络，其中每个节点由一个特殊号码（“节点

ID”，表示为一个散列值）来指定。 一个想要加入网络的节点必须经历一个引导过程。 此时，节

点必须知道已经包含在虚拟网络中的其他节点（从用户接收到或从列表中获取）的地址。 如果连

接的节点还没有包含在这个网络中，则计算一个随机的ID值，这个值不属于任何节点。 使用ID直

到退出网络。 网络操作算法基于通过对这些节点的ID应用异或运算来计算节点之间的“距离”。

异或（模2加法）是一个布尔函数，以及一个逻辑和位操作。 在两个变

量的情况下，操作的结果是真实的，当且仅当其中一个参数是真的，第

二个是假的。 对于三个或更多个变量的函数，只有当参数个数等于1，

构成当前集的个数为奇数时，操作的结果才是真的。

这个“距离”与地理位置无关。 例如，德国和澳大利亚的节点可以在虚拟

网络中“相邻”

DHT中的信息存储在所谓的“值”中。 每个“价值”链接到一个“钥匙”。

当搜索与密钥对应的值时，算法分几步检查网络。 每个步骤都会使目标节点更加靠近，直到

完全查找“值”或者不存在这样的节点。 联系节点的数量取决于网络规模的对数：如果参与

者数量增加两次，请求数量将增加一个。

莱杰

分类账是用于存储在账户（价值）计算系统中进行的系统中进行的交易（动作）的数据的系统。

分类帐以字典形式呈现Key = Value，其中Key是在系统中注册时分配给该条目的唯一值; 值是在

系统中执行操作的事务内容。

在节点投票阶段由批准的交易形成的交易池被添加到分类账。 交易池是以动态字典格式呈现的批

准交易的列表。

本地分类帐以压缩（归档）格式存储在本地磁盘上，由称为Deflate的无损压缩算法制成。

Deflate是一种无损压缩算法，使用LZ77和Huffman算法的组合。



放气流量包含一系列的块。 在每个块之前有一个三位标题：

● 一点：最后一个块的标志。

● 1：最后一个块。

● 0：不是最后一个块。

● 两位：数据编码的方法。

● 00：数据未编码（输出数据直接在块中）。

● 01：数据使用静态霍夫曼方法进行编码。

● 10：数据使用动态霍夫曼方法进行编码。

● 11：保留值（错误）。

大多数块使用方法10（动态霍夫曼）进行编码，动态霍夫曼是针对每个新块的优化霍夫曼码树。

用于创建霍夫曼代码树的指令紧跟在块标题之后。

压缩分两个阶段进行：

● 用指针替换重复的行（LZ77算法）;

● 使用新字符替换字符的使用频率（霍夫曼算法）。

LZ77操作原理。 该算法的主要思想是用一个前一个输入位置的引用来替换一个行的重复输入。 滑

动窗口方法用于此目的。 滑动窗口可以以动态数据结构的形式表示，以便记住之前“所说”的信

息并提供对其的访问。 因此，根据LZ77的压缩编码过程类似于编写命令允许访问滑动窗口的元素

的程序，而不是可压缩序列的值插入对滑动窗口的这些值的引用。 在标准的LZ77算法中，行匹配

被编码在一起：

● 比赛长度

● 偏移或距离

编码对被精确处理为从特定位置复制滑

动窗口中的字符的命令，或者直接作

为：“将字典返回到字符偏移值并复制从

当前位置开始的字符长度的值”。 这

种压缩算法的特点是使用编码的长度 -

偏移量对不仅是可接受的，而且在长度

值超过偏移值的情况下也是有效的。

与副本的例子

命令不是很明显：“将1个字符返回到缓冲区，从当前位置开始复制7个字符”。 当缓冲区中只有1

个字符的时候，我们如何从缓冲区复制7个字符？ 但是，对编码对的以下解释可以澄清这种情况：

每7个后续符号与它们之前的1个字符重合（相当）。 这意味着即使在解码当前长度 - 偏移对时给

定字符在缓冲器中仍然缺失，每个字符也可以通过在缓冲器中向后移动来唯一地标识。



霍夫曼算法是一种贪婪算法，用于对冗余度最小的字母表进行最优前缀编码。 这种编码方

法由两个主要阶段组成：

1. 构建最佳的代码树。

2. 基于构建的树构建代码符号映射。

输入端的经典霍夫曼算法接收消息中的字符出现频率表。 进一步在此表的基础上，建立霍夫曼编

码树（H-tree）。

1. 输入字母的字符形成一个空闲节点的列表。 每个叶片的权重可以等于可压缩消息

中字符的出现概率或出现次数。

2. 选择具有最小权重的树的两个空闲节点。

3. 他们的父母被创造与他们的总重量相等的重量。

4. 父节点被添加到空闲节点列表中，并且它的两个后代从这个列表中移除。

5. 一个离开父节点的弧被分配比特1，另一个比特为0.源自根的分支的比特值不依赖于

后代的权重。

6. 重复从第二个开始的步骤，直到在空闲节点列表中只剩下一个空闲节点。 它将被

视为树的根。

这个过程可以表示为一棵树的构造，其根是一个字符，其组合字符与最后一个字符相结合得

到的组合字符的概率之和，它的n0后裔是来自上一步的字符，等等。

为了确定消息中包括的每个字符的代码，当

沿树的分支移动时，必须从当前字符对应的

树叶到其根累积位（路径中的第一个分支对

应于最低的位）。 以这种方式获得的位序

列是以相反顺序写入的这个字符的代码。

由于没有一个获得的代码是另一个的前

缀，所以当它们从流中读取时，它们可以

被唯一地解码。 另外，最常见的消息字符

是用最少的位数编码的，最稀有的字符是

最大的数字。

自适应压缩不允许将消息模型与消息模型一

起传输，并且在编码和解码过程中都将自身

限制为沿着消息传递一次。

在开发自适应霍夫曼编码算法时，在开发用

下一个字符更新模型的过程中产生最大的困难。 从理论上讲，可以简单地在这个过程中插入霍夫

曼编码树的全部结构，然而，这样的压缩算法将具有不可接受的低速度，因为构建H-树是劳动密

集的，并且当做这个时是不合理的处理每个角色。 幸运的是，有一种方法可以修改一个已经存在

的H-tree，以便反映这个H-tree的处理过程



新角色。 最流行的重建算法是Faller-Gallagher-Knuth算法（FGK）和Witter算法。

读取下一个字符时重建树的所有算法包括两个操作：

- 首先是增加树节点的权重。 首先，将读取的字符对应的叶子的重量增加1。 然后增加父母

的权重，使其与后代的新权重值一致。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我们到达树的根部。

增加操作的平均次数等于编码字符所需的平均位数。

- 当增加节点的权重导致排序属性的中断时，即节点的增加的权重变得大于下一个节点的权

重时，需要第二个操作 - 树节点的重新排列。 如果我们继续处理重量增加，移动到树

根，那么树就不再是霍夫曼树了。

为了保持编码树的排序，算法的工作原理如下：设新节点的权值为W + 1。 然后，我们开始沿着

增加权重的方向沿着列表移动，直到找到具有权重W的最后一个节点。在列表中排列当前节点和

找到的节点，从而恢复树中的顺序（每个父节点的父节点节点也将改变）。 这完成了排列操

作。

置换之后，增加节点权重的操作继续进行。 下一个节点的权重将由算法增加，是节点的新父节

点，其权重增加引起排列。

更新霍夫曼树的算法应该改变如下：当增加权重时，检查它达到可接受的最大值。 如果我们已经

达到最大值，那么我们需要“权衡”权重，通常是将叶子的权重除以整数，例如2，然后重新计算

所有其他节点的权重。

但是，将权重除以一半时，就会出现与执行该操作之后相关的问题，树可以改变其形式。 这是通

过分割整数来解释的，小数部分被丢弃。

缩放后组织良好的霍夫曼树可能有一个与原来的显着不同的形式。 这是因为缩放会导致统计精

度的损失。 但是，通过收集新的统计数据，这些“错误”的后果实际上是徒劳的。

通过交换由主节点发送的事务池，在编译白名单事务的联合投票之后，数据被同步。

同步的数据格式是JSON。

下面是一个数据模型，其中包含了实现网络中分析和投票的过程所必需的领域，需要公布交易。



标准化的JSON格式（http://json-rpc.org）用于数据同步：

节点

网络节点是具有完整网络客户端和分类账存储器的计算机，其连接到参与投票轮回的普通系

统，用于选择处理节点和可信节点，确认/拒绝交易并将其存储在分类账中。 系统将所有计算

机（节点）细分为三类：

- 主节点是一个提供交  易分析和确认的节点（白名单），将交易添加到分类账。

- 受信任节点是提供事务分析和编译主白名单的节点。

http://json-rpc.org/


- 正常节点是参与选择主要和可信节点的节点。

- 系统中的每个节点由唯一代码表示，这是计算MD5哈希函

数的结果。

MD5是由Ronald L. Rivest教授开发的128位散列算法。 它旨在

创建任何长度的消息的“打印”或摘要，并随后检查其真实性。

算法的输入接收输入数据流，必须找到该哈希。 消息长度可以

是任何（包括零）。 在L中写下消息的长度。这个数字是一个整

数

非负。 多任务到任何数字是可选的。 在接收到数据之后，流准

备进行计算。

以下是该算法的5个步骤：步骤1：

流对齐

首先，将一个位添加到流结束（字节80h），然后是所需的零位数。 输入数据对齐，使得它们

的新尺寸L'与模数512（L'= 512×N + 448）相当。 即使长度已经与448相当，也会发生对齐。

第2步：添加消息长度

在消息结尾处，数据长度的64位表示（消息中的位数）被附加直到对齐。 首先，写下4个字节，

然后写出更高的字节。 如果长度超过264-1，则仅添加低位（相当于取模264）。 之后，流的长度

将是512的倍数。计算将基于以512位字数组的形式表示该数据流。

第3步：缓冲区初始化

对于计算，初始化4个大小为32位的变量，初始值以十六进制数字表示（字节顺序为小

端，低位字节在前）：

A = 01 23 45 67; // 67452301h
В = 89 AB CD EF; // EFCDAB89h
С = FE DC BA 98; // 98BADCFEh
D = 76 54 32 10. // 10325476h

中间计算的结果将被存储在这些变量中。 初始状态ABCD被称为初始化向量。

还定义我们需要进行计算的函数和常量。

● 我们将需要四个功能四轮。 引入三个参数 - 词的功能; 结果也是一个字：

第1轮：FunF（X，Y，Z）=（X∧Y）∨（XX∧Z），

回合2：FunG（X，Y，Z）=（X∧Z）∨

（∧Z∧Y），回合3：FunH（X，Y，Z）

=X⊕Y⊕Z，



第四轮：FunI（X，Y，Z）=Y⊕（¬Z∨X），

其中⊕，∧，∨，¬分别是按位逻辑运算XOR，AND，OR和NOT。

● 定义常量表T [1 ... 64] - 一个64个元素的数据表，构造如下：T [n] = int

（232⋅| sinn |）。

● 每个512位块在16轮中经过4个计算阶段。 为此，该块被表示为32位的16个字的阵列

X. 所有回合都是相同类型的，形式为：[abcd ksi]，定义为a = b +（（a + Fun

（b，c，d）+ X [k] + T [i]）） k是来自当前512位消息块的32位字的数量，并

且...是所获得的32位参数的循环左移s位。 数字s分别为每一轮设置。

第四步：循环计算

我们从512位块的数组中放入元素n到数据块中。 在前面块上操作之后剩余的值A，B，C和D（或

者它们的初始值，如果块是第一个值）仍然存在。

AA = A

BB = B

CC = C

DD = D

阶段1

/* [abcd ksi] a = b +（（a + F（b，c，d）+ X [k] + T [i]）<<< s）。 * /

[ABCD 0 7 1][DABC 1 12 2][CDAB 2 17 3][BCDA 3 22 4]
[ABCD 4 7 5][DABC 5 12 6][CDAB 6 17 7][BCDA 7 22 8]
[ABCD 8 7 9][DABC 9 12 10][CDAB 10 17 11][BCDA 11 22 12]
[ABCD 12 7 13][DABC 13 12 14][CDAB 14 17 15][BCDA 15 22 16]

第二阶段

/* [abcd ksi] a = b +（（a + G（b，c，d）+ X [k] + T [i]）<<< s）。 * /

[ABCD 1 5 17][DABC 6 9 18][CDAB 11 14 19][BCDA 0 20 20]
[ABCD 5 5 21][DABC 10 9 22][CDAB 15 14 23][BCDA 4 20 24]
[ABCD 9 5 25][DABC 14 9 26][CDAB 3 14 27][BCDA 8 20 28]
[ABCD 13 5 29][DABC 2 9 30][CDAB 7 14 31][BCDA 12 20 32]

第三阶段

/* [abcd ksi] a = b +（（a + H（b，c，d）+ X [k] + T [i]）<<< s）。 * /

[ABCD 5 4 33][DABC 8 11 34][CDAB 11 16 35][BCDA 14 23 36]
[ABCD 1 4 37][DABC 4 11 38][CDAB 7 16 39][BCDA 10 23 40]
[ABCD 13 4 41][DABC 0 11 42][CDAB 3 16 43][BCDA 6 23 44]
[ABCD 9 4 45][DABC 12 11 46][CDAB 15 16 47][BCDA 2 23 48]

第四阶段



/* [abcd ksi] a = b +（（a + I（b，c，d）+ X [k] + T [i]）<<< s）。 * /

[ABCD 0 6 49][DABC 7 10 50][CDAB 14 15 51][BCDA 5 21 52]
[ABCD 12 6 53][DABC 3 10 54][CDAB 10 15 55][BCDA 1 21 56]
[ABCD 8 6 57][DABC 15 10 58][CDAB 6 15 59][BCDA 13 21 60]
[ABCD 4 6 61][DABC 11 10 62][CDAB 2 15 63][BCDA 9 21 64]

总结上一个周期的结果：

A = AA + A
B = BB + B
C = CC + C
D = DD + D

循环结束后，我们需要检查是否有更多的块进行计算。 如果是，则转到数组（n + 1）的下一个

项目并重复该循环。

第5步：计算的结果

计算结果在缓冲区ABCD中，这是一个散列。 如果我们按字节输出，从低字节A开始到高字节D结

束，我们得到MD5-Hash。 1，0，15，34，17，18 ...

下面是所有类型的节点的主要区别和功能的表格

参数 通用节点 受信任的节点 主节点

交流的

方向

1.

2.

与所有常见的节

点

点对点网

络

与主要节点

1.

2.

用当前一轮的主节点

交换清单Receiving

分类帐更新

点对点网络

1.

2.

3.

用当前轮次的可信

节点与主节点进行

同步

交易清单，以确定双

重开支

从对等网络接收分

类帐更新

数据为 1. Hashcode的 1. 节点的哈希码 1. 候选人名单
交换 节点和校验和 并生成 交易

的分类账 白名单发送 发送到信任
参与 到主节点和 节点
一轮选择 编译最后的 2. 白名单
主要和可信的 白名单 交易
节点 2. 排名列表 发送给所有的节点

2. Hashcode的 节点*承认 网络添加
节点注册 投票成为一个 新生成的
在网络上 可信或主节点 事务池来的
得到最新的 本地的副本
分类账的版本 总帐

3. 过滤的节点列表*



被承认成为发送给

本轮信任节点的主

要或可信节点

4.生成可信节点列表*和

下一轮主节点

主要功

能

1. 分类账的本地副本

的同步

2. 产生参与投票的

分类帐的校验和

1. 分类账的本地副本的

同步

2. 形成有机会成为下一

轮主要或可信节点并

发送到主节点的节点

列表*

3. 通过检查主节点发送

的事务池并确认或拒

绝来自池的事务并发

送到主节点来形成事

务列表

1. 分类账的本地副本的

同步

2. 形成有机会成为下一

轮主要或可信节点并

发送给当前主节点的

节点列表*

3. 形成包含可信节点列

表和下一轮工作主节

点的最终节点列表*

4. 形成确认/拒绝进入

分类帐的交易候选

清单，并将其发送

到当前回合的可信

节点

5. 与其他主要节点处

理的先前交易同步

以排除双重支出的

可能性

6. 从可信节点处理生成

的列表，并形成最终

的白名单，以添加到

整个网络的分类账

7. 处理来自其他主要

节点的传入查询以

验证事务和



提供有关帐户其他

转帐的信息

* - 节点列表是包含节点的哈希码的列表

由于网络是公共的，所以有可能在网络中添加非合法化的节点（节点旨在改变决策的可能性

时，在决定一个有利于特定值的共识时）节点验证方法是用于最小化这个概率。

节点验证是一种方法（过程），证明节点是真实的并且具有支持网络操作所需的资源。 节点通过

计算本地存储的分类帐的校验和并发送到网络以便随后参与投票，通过网络中关于新投票开始的信

号来选择新一轮中的可信节点和主节点（a新一轮）。 校验和使用blake2s算法进行搜索。 下面给

出了查找哈希函数如何与其他算法一起工作的速度的比较：

BLAKE哈希函数由三个以前已知的组件构建而成：

● HAIFA迭代模式可以抵抗第二种攻击

● 内部局部宽管结构提供碰撞保护

● BLAKE的压缩算法是良好并行化的ChaCha流密码的修改版本，彻底分析了安全性

散列过程在框图中以图形方式给出：



在BLAKE2中，在循环函数中没有添加常量。 移位常数也改变，加法被简化，加入一个参数块，与

初始化向量相加。 此外，在BLAKE2b（类似于BLAKE-512）中轮数从16减少到12，在BLAKE2中轮数

从14减少到10（类似于BLAKE-256）。 结果，每比特的跳动次数从1次减少到1次

7.49 BLAKE-256和5.64（BLAKE-512）分别为5.34和3.32（Blake2s和Blake2b）。 以下是针对此算

法的括号中的参数运行哈希计算的结果：BLAKE2s-256（“”）=

69217A3079908094E11121D042354A7C1F55B6482CA1A51E1B250DFD1ED0EEF9

BLAKE2s-256（“快速的棕色狐狸跳过懒惰的狗”）=

606BEEEC743CCBEFF6CBCDF5D5302AA855C256C29B88C8ED331EA1A6BF3C8812

BLAKE2s-128（“”）= 64550D6FFE2C0A01A14ABA1EADE0200C

BLAKE2s-128（“快速的棕色狐狸跳过懒狗”）= 96FD07258925748A0D2FB1C8A1167A73

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

CREDITS共识是群体决策的一种方法，其目的是为所有网络节点开发最终的解决方案。

共识比较

为了比较不同类型的共识，定义CREDITS分散账本的原则：

●分类帐可用性（节点可以将数据写入分类帐并随时从中读取）;

●网络中所有参与节点的可修改性;

●系统中所有节点的一致性（所有节点都看到更改后更新的分类帐的绝对相同版本）;

●分离的稳定性（如果一个节点变得不可操作，这不会影响整个分类账）。

比较参数 信用特定的DPOS 战俘 销售点



的原则 计算 执行迭代 在中搜索

识别节点 数学函数。 计算 参与者（竞争

创建了该块 储存确认 数学函数 节点）的最大值

的最新副本 变化复杂 堆

总帐

攻击51％ 不太可能，因为它是 可能，但非常 可能，但昂贵，

必须有足够的 昂贵的条款的 因为需要

分类账资源 资源的使用 增加自己的堆栈

和计算

计算能力，

和可信任的选择

节点是动态的

赔偿金 计算 提供固定的 提供固定的

在节点上完成的工作 自动，取决于 块采矿 块采矿

为了添加到 在委员会上

总帐/ blockchain 操作

搜索主要和可信节点的过程

决策系统操作向公共分散账本添加交易的过程可以以迭代（循环）的方式给出。 循环（循环）

可以用下面的算法表示：

1. 计算未参与前几轮（迭代）的节点上的分类账的校验和（BLAKE2s算法），并将结果发送给

网络参与投票。 数据模型和格式如下所示：



2. 主列表在最后一轮的主节点上生成，并发送给可信节点，为每个节点分配一个排名。

3. 在可信节点处，每个节点接收基于该函数获得的数值以获得随机值：

boost :: random :: mt19937 gen; boost :: random ::

uniform_int_distribution <> dist（0，[count_list_nodes-

1]）; int x = dist（gen）;

4. 基于从最后一轮的可信节点接收到的列表来处理和生成排名的节点列表，通过减少所分

配的排名来列表排序，并且从列表中排除那些低于本轮的最大允许量的列表。 根据数学

模型和根据网络复杂度和节点数量（下一个版本给出数学模型）的合理性计算列表中可

能节点的最大允许数量。

5. 主节点根据时间的增加对列表进行排序，以生成分类账的校验和。 结果将是以校验和生

成时间最少的节点为首的节点列表; 这个节点将成为下一轮的主节点，所有其他节点都

是可信的。

6. 本轮的主节点将生成的节点列表发送给网络。 下一轮的主节点等待可信节点的连接，之

后下一次迭代开始。 如果列表中的可信节点由于某种原因未连接，则节点尝试自行连

接，如果尝试失败，则将该节点从列表中排除，并且将邀请发送到线外的下一个节点。

分析和决策将事务添加到白名单

为了分析并决定将交易添加到白名单中，我们建议使用一种名为BTF（拜占庭容错）的联邦投票算

法的修改。

形象地说，这个任务可以描述如下：

拜占庭。 在大战前一晚，拜占廷军队有n个军团。 他们每个人都服从他们的一般。 整个拜占庭

军队有一个总司令，领导将军。 帝国正在衰落，将军中可能会有叛徒，包括总司令。 在整个晚

上，每个将军从领导人那里收到上午的行动命令。 这可以是其中之一



两种选择：“攻击”或“退缩”。 如果所有诚实的将军进攻 - 他们将赢。 如果每个人都撤退，他们

将能够保留军队。 如果他们中的一部分攻击，其中一部分撤退 - 他们被击败。 如果总司令是叛

徒，他可以向不同的将军发出不同的命令，所以他的命令不应该毫无疑问地服从。 如果每个将军

都独立行事，战斗的结果也是可悲的。 因此，将军们需要互相交换信息才能达成共识。

定义

有n个将军。 他们通过可靠的沟通方式进行沟通（如电话）。 在n个将军中，m是叛徒，并试图阻

止忠诚的将领之间的协议。 共识是，所有忠诚的将领都知道所有忠诚的军队的数量，并得出相同

的结论（让他们是虚假的）关于奸诈的状态。 （如果将军计划根据获得的数据制定战略，则后

者的条件很重要，所有将军都必须制定相同的战略）。

结果是：

每个忠诚的将军必须得到一个长度为n的矢量，其中第i个元素必然包含第i个军队的数值力（如果

指挥官是忠诚的），否则包含任意数字。

对于所有忠诚的将领来说，载体应该完全相同。

解决算法

第一步：每个将军都会向其他人发出一个消息，表明他的军队的数量。 叛徒可以在不同的消息

中指定不同的号码，而忠诚的将军指定真实的号码。 将军g1指定1（千士兵），一般g2 - 2，

一般g3分别指定给其余三名将军x，y，z，一般g4 - 4。

步骤2：每个将军都从其他将领收到的信息中计算出来。 我们推导出vect1（1,2，x，

4），vect2（1,2，y，4），vect3（1,2,3,4），vect4（1,2，z，4）。

步骤3：将军发送他们的载体给他人。 发生器g3再次发送任意值。 获得以下矢量：

步骤4：每个将军检查结果向量中的每个元素。 如果一个值在至少两个向量中重合，则将其放置在

结果向量中，否则相应的项目被标记为“未知”。 结果，所有的将领都会收到一个向量（1,2，未

知，4）。 因此达成了共识。 对于n = 3和m = 1，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该算法对于实际工作系统是相同的，但一般是一个节点，而消息（对齐的向量）表示一个事务

池，每个事务分配一个值（1-确认，0-错误）。



搜索交易参与者

CREDITS点对点网络可以用一个图表来表示，用顶点形式的用户帐户和连接两个顶点（帐户）的有

向边形式的多种可能的事务。 由于所有的边都有一个初始的和一个终点的顶点，所以你总是可以

构造一个方向图

（orgraph）。 如果我们以下列条件为标识：

● 任何交易总是有一个发件人和一个接收者;

● 任何顶点（帐户）总是可以连接到另一个顶点

（帐户）与有缘（交易）;

● 图（帐户）的任何顶点都有有限数量的有向边

（传入和传出事务）。

关于前述，我们可以说orgraph可能包含所需的路线（一

个顶点的有限序列，其中每个顶点除了最后一个连接到

为了完成必要的事务条件，构造一个简单的链（简单的链是orgraph中没有重复顶点的路径）。

由于图形是事先不知道的，从图论开始 - 路线将不得不根据未知的定向图来建立。 正如对于这样

的图的类别已知的那样，周长是Θ（nm），其中n是顶点的数量，并且m是图的边的数量。 对于任

何图，存在长度为O（nm）的围长，并且存在具有最小围长Ω（nm）的图。 未知图的周长意味着它

的拓扑结构并不是事先知道的，我们只有在沿着图形移动的过程中才会知道它。 在每个顶点中，

我们可以看到从中排除的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跟随它来看到边导致哪个顶点。 这与其内部的机

器人穿越迷宫的任务类似，没有迷宫计划。 如果状态数量有限，那么机器人就是有限状态自动

机。 这样的机器人是图灵机的一个模拟器：磁带被图形所代替，其单元被连接到图形的顶点和边

缘。

添加限制性规则 - 边缘定位必须满足交易/合同条件。 如果方向与期望的值不一致，则沿

着边缘的过渡不被执行。 所以，我们设置一个任务来构建一个简单的链路。

机器人工作的定向图可以定义为

G =（V，E，α，β，γ，δ，X，χ），其中：

● V - 是一组顶点;

● E - 是一组边（为了方便，我们假设E∩V=∅）;

● α：E→V - 是确定边的初始顶点（开始）的函数;

● β：E→V - 是确定边缘的最终顶点（结束）的函数;

● γ：V→E - 确定出边的循环中的第一个弧，具有以下条件：

○ ∀v∈Vdout（v）>0⇒α（γ（v））= v;

● δ：E→E - 是确定输出边缘循环中第一个弧的函数，具有以下条件：

○ （e）= 1δk（e）=γ（α（e）），其中δk=δ◦δ...δ且叠加符号为

应用k-1次;

● X - 是一组可以存储在顶点和边的单元中的符号;

● χ：V∪E→X - 是定义存储在顶点和边的单元中的符号的函数。

如果集合V和E是有限的，则图是有限的。 有限图的顶点数表示为n = | V |。 如果β（e）=α
（e`），则两个边e和e'相邻。 路线或路径是一系列相邻的边缘。 路线



如果它是一些边缘路线的开始或结束，则通过顶点。 路线的第一个边的开始称为路线的开始，

而最后一个边的结束称为路线的结束。

一条简单的路径是一次不超过一个顶点的路径。

一个循环是一个开始和结束一致的路线。 在一个简单的循环中，开始和结束是唯一一致的顶点。

周长是包含图的所有边的路线。 如果任何一对顶点由某条路线连接，则图形是强连接的。 图G

上的机器人定义为R =（Q，X，T），其中：

● Q是一组状态;

● X是一组输入符号（与图形单元中的一组符号一致）;

● T⊆Q×X×X×Q×X×X×{i，o}是一组围长。

每次机器人位于当前顶点v∈V，在当前边e∈E，从v输出，即α（e）= v。 机器人处于状态q∈

Q，读取顶点符号xv = x（v）和边缘符号xe = x（e）。

转移（q，xv，xe，q`，x`v，x`e，i / o）∈T意味着机器人转到状态q`，写符号到

顶点χ（v）= x`v和边χ（e）= x`e的单元格。

在内部转换（i）的情况下，机器人保持在同一个顶点v，但在v-循环δ（e）中移动到下一个边。

随着外部过渡（o），机器人沿着边e移动到它的最终顶点β（v）到从其出来的第一个边γ（β

（v））。 如果集合Q和X是有限的，则机器人是有限的。 机器人是确定的，如果每一个

三个（q，xv，xe）∈Q×X×X，不超过一个过渡（q，xv，xe，q`，x`v，x`e，i / o）∈T。

如果某个三（q，xv，xe）没有转换，那么机器人在符号为xe的边上的符号为xv的顶点的状态q中

停止。 我们假设一个字符ε∈X被分配为一个初始值，这个值在机器人操作开始的顶点和边的所

有单元格中。 机器人开始操作的顶点将被称为初始值，由v0表示。 初始边缘是第一个输出边缘

γ（v0）。 机器人R从操作开始就在图G上做出的外部过渡顺序明显地决定了G中的路线，我们称

之为穿过路线。 如果机器人停下来，这条路线是有限的。

如果在此图上停止，机器人通过图表，并且

通过的路线是周长。 如果从顶点v输出的每

条边都属于路线P，则该顶点将被完全传递

（在路线P中）。 显然，对于强连通图，当

且仅当所有顶点完全通过时，通过的路径是

一个周长。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建议使用不通过边缘

的通道算法。 想象一下，我们在

开顶点v，并且如果至少一个边从其中出

来，则当前边p - 第一个边

V周期不通过。 我们沿着没有经过的边缘

移动，直到通过

通过顶点或到终点顶点。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检查v是否是一个终端顶点。 如果顶点v是终

点，那么我们从响应过程返回“到终点顶点”。 请注意，在一个图中，终点顶点只能在图的唯一

顶点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机器人已经通过图表。 如果顶点v不是终点，则不通过边p =

（v，w）。 用“new”标记标记顶点v，将边p的状态从0改为1，标记为



走出去，走到最后。 如果顶点w通过，我们从响应“和弦通过”返回的程序。 否则，将其标记

为根顶点并重复顶点w的过程。

交易

交易是系统的最小单位，通知平台执行合约方法或在帐户之间直接转账而不创建智能合约，然后

将结果放置在对等网络中。

交易在客户端根据模型生成：

按照上述模式，您可以显示传输数据的内容：



在生成之后，交易使用PrivateKey（ecdsa25519算法在安全部分中描述）进行签名，使用同态加

密算法（该算法在安全部分中进行了描述）进行加密并发送到网络进行进一步处理。

事务进入网络之后，其散列是基于Blake2s算法（如上所述）生成的。

安全和可能的威胁

同态加密算法用于提高系统的密码强度和可靠性，提高了分析和事务处理的速度。

同态加密是一种加密形式，允许使用加密文本执行某些数学操作，并获得与使用纯文本执行操作的

结果相对应的加密结果。 例如，一个人可以添加两个加密的数字，然后另一个人可以破译结果，

而不使用任何一个。 同态加密将允许将不同的服务组合成统一的整体，而不为每个服务提供数

据。

有部分同态和完全同态的密码系统。 虽然部分同态系统允许同时执行其中一个操作（加法

或乘法），但完全同态加密系统支持同时执行这两个操作，这允许我们同态地计算任意的

逻辑电路。

完全同态加密是对于给定密文π1，...，πt允许任何人（不仅仅是密钥持有者）获得任何期望函

数f（π1，...，π）的密文t），只要这个函数可以被有效地计算。

密文是加密操作的结果。 它也经常被用来代替术语“密码”，尽管后者强调消息传输的事实而

不是加密。

当将密文视为随机变量Y = f（X，Z）时，根据明文X和加密密钥Z的相应随机变量，可以定义以

下密文属性：

● 加密的唯一性：

H（Y | XZ）= 0

● 从链式的平等性来看，就是这样

H（ZYX）= H（Z）+ H（Y | Z）+ H（X | YZ）= H（Z）+ H（Y | Z）+0（根据解密的不模糊性）

H（ZXY）= H（Z）+ H（X | Z）+ H（Y | XZ）= H（Z）+ H（X）+0（根据密钥明文无关原

则和解密的不模糊性属性）

然后

H（Y | Z）= H（X）该等式用于导出唯一性距离的公式。

● 对于一个绝对可靠的密码系统

I（Y，X）= 0，即H（Y）= H（Y | X）



同态加密E（k，m）的函数，其中m是纯文本，k是加密密钥，如果存在有效算法M，则在纯文本上对

运算*（乘法）是同态的E（k，m1），E（k，m2）形式的密码对产生密码C，使得当解密c时，将获

得明文m1* m 。 同样，我们定义一个关于操作+（加法）的同态。

尽管部分同态密码系统只与纯文本上的一个操作（加法或乘法）同态，但完全同态系统支持关于

两种操作（加法和乘法）的同态。 也就是说，他们满足以下条件：

而且，关于加法和乘法运算的同态足以使系统完全同态。

大多数完全同态方案的安全性是基于解决带有错误的学习问题的困难。 只有在LVT（由Lopez-

Alt，Tromer和Vaikuntanahan创建的NTRU上的密码系统）中，安全方案是在计算NTRU问题的选项上

实现的。 与早期的方案相比，所有这些系统在同态计算过程中噪声增加较慢。 作为附加优化的结

果，获得了具有近似最优渐近复杂度的密码系统：计算具有安全参数k的加密数据上的T操作的复杂

度具有仅计算Tpolylog（k）的复杂度。 这些优化建立在Smart-Vercauteren技术基础之上，该技

术允许将一组文本变量压缩成一个密文，并将这些变量作为一个单独的流进行处理。 同构系统的

许多成果也用在整数上的密码系统中。

完全同态加密的方案可以用计算的例子来考虑

Z2.

加密

数据加密的过程可以表示如下：

1.选择一个任意的奇数p = 2k + 1，这是一个秘密参数。 设m∈{0,1}。

2.编号z∈Z2被编译为z = 2r + m，其中r是任意数。 这意味着z = m mod 2。

3.在加密的过程中，任何m都与数字c = z + pq相关联，其中q是任意选择的。 因此，c = 2r + m

+（2k + 1）* q。 很容易看出c mod 2 =（m + q）mod 2，因此攻击者只能确定加密输出的奇偶

性。

解密

让加密的数字c和秘密p是已知的。 那么解密数据的过程应该包含以下操作：



）+ M1米2+ 2K（2R1Q2+ M1Q2+ 2R2Q1+ M2Q1）+ 2R1q2+ M1q2+
2R2q1+ M2q1

1.解密使用秘密参数p：r = c mod p =（z + pq）mod p = z mod p +（pq）mod p，其中r =

c mod p被称为噪声，z∈（-p / 2，p / 2）。

2. 获取原始的加密位：m = r mod 2

理由

假设存在两个比特m1，m2∈Z2和一对数字z1= 2r1+ m1和z2= 2r2+ m 2进行通信。 设密码参数为p =

2k + 1，并进行c1= z1+ pq1和c2= z2+ pq2的数据加密。

这些数字的总和计算如下：

对于这些数字的总和，解密消息是原始比特m1，m2：（（c1+ c2）mod p）mod2 =（2（r TF447）+

r2）+ m1+ m2）mod2 = m1+ m2。

但是在不知道p的情况下，不可能解密数据：（（c1+ c2）mod p）mod2 = m1+ m2+ q1+ q2。

乘法操作的检查方法类似：

解密程序应适用于获得的结果，导致以下结果：

.

要获得密钥，使用在ecdsa25519上构建的椭圆曲线。

场K上的椭圆曲线是K'（K的代数闭包）上的投影面上的非奇异三次曲线，由具有场K和“无穷远

点”系数的三次方程给出。 在合适的仿射坐标系下，其方程简化为如下形式：

Y2 + a1xy + a3y = X3 + a2x2 + A4X + A6。

概念数学模型

如果charK（场K的特征）不等于2或3，则可以通过坐标替换将方程简化为规范形式

（Weierstrass形式）：

.

如果char charK = 3，那么等式的规范形式是：

.

如果charK = 2，则等式被简化为以下类型之一：

- 超级曲线

要么

- 非混合曲线。

C1C2=（Z1+ PQ1）（Z2+ PQ2）= Z1Z2+ P（Z1Q2+ Z2q1）+ p2q1q2=（2R1+ M1）（2R2+ M2）+（2K 1）（（2R1+
M1）q2+（2R2+ M2）q1）= 4R1R22（R（ TF699）米2+ R2米1

（（c1c2mod p）mod2 =（4r1r2+2（r1m2+ r2m1）+ m
TF712）m2）mod 2 = m1m2

Y2= X3+ AX

Y2= X3+ A2×
2+

A4X + A6

Y2+ Y = X3+

C1+ C2= Z1+ PQ1+ Z2+ PQ2= Z1+ Z2+ P（Q1+ Q2）= 2R1+ M1+ 2R2+
M2+（2K + 1）（q1+ q2）

Y2+ XY = X3+斧



实数的椭圆曲线

由于实数场的特性是0而不是2或3，所以椭圆曲线

是由以下形式的等式确定的平面曲线：

,

其中a和b是实数。 这类方程被称为Weierstrass方

程。

椭圆曲线的定义也要求曲线没有奇点。 这在几何

上意味着

该图不应该有尖角和自交点。 代数上，验证判别式就足够了

不等于零。

如果曲线没有奇点，那么它的图有两个连通分量，如果判别式是正的，那么它是负的。 例如，

对于上面第一种情况的图，判别式是64，而第二种情况下是-368。

集体法

通过添加一个“无穷远点”，我们得到这条曲线的投影版本。 如果P和Q是曲线上的两个点，则可以

唯一地描述第三个点 - 给定曲线与通过P和Q绘制的线的交点。如果该线是曲线的切线点，那么这

样一个点就被考虑了两次。 如果该线平行于纵坐标轴，则第三点将是无穷远处的点。

因此，我们可以在具有以下属性的曲线上引入组操作“+”：无穷远处的点（由符号O表示）是该组的

中性元素，并且如果该线在点P处与该曲线相交，则Q和R'，则P + Q + R'= 0。 点P和Q之和是点R

= P + Q，其相对于轴Ox相对于点R'是对称的。 可以看出，就这样引入的操作而言，曲线上的点和

点O形成一个阿贝尔群; 特别是可以用三次曲线（立方体）上的9个点的定理证明运算“+”的相关

性。

这个群体可以用代数来描述。 假设y2= x3+ ax + b是场K上的曲线（其特征既不是2也不是3），

而点P =（xP，yP）和Q = Q，yQ）; 假设xP≠xQ。 令s =（yP-yQ）/（xP-xQ）; 由于K是一个场，所

以s是严格定义的。 那么我们可以定义R = P + Q =（xR，yR）如下：

,

Y2= X3+ AX

Δ= -16（4A3+

XR= S2-xP-
xQ



s=(3x2+a)/2yP P

XR= S2-
2xP

YR= - YP+ S

（XP-xR）。
如果xP= xQ，则有两个选择：如果yP= - yQ，则和定义为0; 那么可以通过相对于轴Ox来反映与曲

线上的任何点相反的点。 如果yP= yQ≠0，则R = P + P = 2P =（xR，yR）定义如下：

,

,

如果yP= yQ= 0，则P + P = 0。

在上面考虑的组中，与-P相关并且使得P +（ - P）= 0的与点P相反的元素被定义如下：

● 如果点P =（xP，yP）的坐标yP不为0，则-P =（xP， - yP）。

● 如果yP= 0，则-P = P =（xP，yP）。

● 如果P = O是无穷远处的一个点，那么-P = O。

点Q = nP，其中n是整数，定义为（在n> 0处）为Q = P + P ... + P。 如果n <0，那么Q是与| n

| P相反的元素。 如果n = 0，则Q = 0·P = 0。 例如，我们展示如何找到点Q = 4P：它被表示为

4P = 2P + 2P，点2P通过公式2P = P + P找到。

ecdsa25519是基于椭圆曲线的密码函数，是基于Diffie-Hellman算法的椭圆曲线开发的。

该曲线在下面的图形函数y
2
= x

3
+ 486662x

2
+ x在数学上是合理的。 ECDSA25519的设计方式

避免了许多潜在的实施错误。 通过它的结构，对时间攻击是免疫的，并将任何32字节的字符

串作为有效的公钥，而不是

需要验证。

椭圆曲线上的Diffie-Hellman协议是一种密码协议，允许在椭圆曲线上具有公钥/私钥对的双方

使用不受保护的通信信道来获得公共密钥。 这个密钥可以用于进一步交换的加密，也可以用于

生成新的密钥，然后可以使用对称加密算法用于后续的信息交换。 这是使用椭圆密码术的

Diffie-Hellman协议的变体。

算法描述

有两个用户。 假设第一个用户想要创建一个与第二个用户共同的密钥，但是他们之间唯一可用的

信道可以被第三方收听。 最初，对于一般情况和（m，f（x），a，b，G，n，h）的一组参数

（（p，a，b，G，n，h）得到同意。 另外，每一方都必须有一个由私钥d（从区间[1，n-1]随机选

择的整数）和公钥Q（其中Q =d⋅G是元素求和的结果G次）。 那么让第一用户的密钥对是（dA，QA）

和第二用户（dB，QB）的密钥对。 在执行协议之前，各方必须交换公钥。

第一个用户计算（xk，yk）= dA⋅QB。 第二用户计算（xk，yk）= dB⋅QA。 一般秘密是xk（结果点的x

坐标）。 大多数基于ECDH的标准协议使用密钥生成函数从xk获得对称密钥。

YR= - YP+ S

（XP-xR）。



2

A⋅QB= dA⋅dB⋅G= dB⋅dA⋅G= dB⋅Q参与者计算的值是相等的A。 在与私钥有关的所有信息中，第一个用户

只传送他的公钥。 因此，除了第一个用户之外，除了能够在椭圆曲线上求解离散对数问题的参

与者之外，没有人能够确定其私钥。 鲍勃的私钥也有类似的保护。 除了第一个用户或第二个用

户之外，除了可以解决Diffie-Hellman问题的参与者之外，没有人可以计算他们的公共秘密。

公钥是静态的（由证书确认）或短暂的（简称ECDHE）。 临时密钥暂时使用，不一定要标识发送

者，所以如果需要标识，则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获得认证。 识别是必要的，以排除中间人可能的攻

击。 如果第一用户或第二用户使用静态密钥，则中间人的攻击的威胁被排除，但是既没有直接的

隐私，也没有对密钥进行替换的抵制，以及抵抗攻击的一些其他性质。 强制用户使用静态私钥检

查其他人的公钥，并使用生成密钥的功能来防止私钥泄漏。 MQV协议通常用于与其他属性进行加

密。

当使用共享密钥作为密钥时，通常希望对秘密进行哈希以消除应用该协议后出现的漏洞。

MQV（Menezes-Qu-Vanstone）是基于Diffie-Hellman算法的认证协议。 MQV通过组合静态和临时

密钥来防止主动攻击。 该协议可以修改工作在任意有限交换群，特别是在椭圆曲线，它被称为

ECMQV组。

MQV被包含在公钥密码系统标准化项目 - IEEE P1363中。

第一个用户有一个静态密钥对（Wa，wa），其中Wa是其公钥，wa是其密钥。 第二个用户有一个静态

密钥对（Wb，wb），其中Wb是其公钥，wb是其密钥。 定义R'。 设R =（x，y）是椭圆曲线上的一个

点。 那么R'=（x mod 2L）+2L，其中L =（log n + 1）/ 2，n是点P的发生器的阶数。因此，R'是

坐标x为R.此外，引入辅助因子h，定义为h = | G | n，其中| G | 是G组的顺序，应该考虑到，

由于技术原因，必须满足gcd（n，h）= 1的要求。

例

场GF（2163）上的椭圆曲线E的阶数为2⋅P49，其中P49是由49

十进制表示中的数字。

选择一个不可约多项式

并取椭圆曲线的点

P =（d42149e09429df4563ec1816488c92de89f93a9b2，ccd18d6cc3042c4c17a213506345c80965ac19476）

≠0。

检查它的顺序是不是等于2

2P =

（ccd18d6cc3042c4c17a213506345c809b5ac1d476,835a2f56b88d6a249b4bd2a7550a4375e531d8a37）。

因此，它的顺序等于组2·P49的顺序，即数字P49，它可以用来构建密钥。 令kA= 12，k（

TF580）= 123。 然后协议参与者的公钥被计算为

E：Y2+ XY = X3+

1+X+X2+X8+X163



kA⋅P=12⋅P=（bd9776bbe87a8b1024be2e415952f527eee928b43，

c67a28ed7b137e756c37654f186a71bf64e5ac546）。

KB⋅P=123⋅P=（a5684e246044fc126e9832d17513387e474290547，

568b4137f09f5f79a8a6b0fe44cdf41d8e68ae2c6）。

共享的秘密将是：

B·kA·P = kA·kB·P = 12·123·P =

（bb7856cece13c71919534878bcb6f3a887d613c92，

f661ffdfe1ba8cb1b2ad17b6550c65aa6d4f07f41）。

以下值（或其部分）被用作对称系统的关键字

X = bb7856cece13c71919534878bcb6f3a887d613c92。

可能的安全威胁清单及其预防选项：

№ 威胁 解决方案

1 中间人的攻击 使用静态密钥和用户标识（用户确认）

2 时间攻击 使用ecdsa25519算法

3 攻击51％ 攻击概率会随着节点数量的增加而减少，因

为当创建一个节点时，程序复合体应该通过

获取分类账文件的校验和来确认它的（分类

帐的）真实的物理本地存在

4 黑客的公共 - 私钥捆绑 利用ecdsa25519算法基于椭圆曲线的现代密

钥生成算法

5 攻击受害节点（合法）节点的环境 为了最小化这种攻击的可能性，使用确认节点

合法性的算法（提供位于本地磁盘空间上的分

类帐文件的校验和）以及随机选择可能的环

境，通过对包含在清单及其进一步处理

6 参与由受损节点的拜占庭容错算法包含事务

的决策轮

该系统不允许节点通过生成校验和（blake2s

算法）来对无法确认本地存储上的分类账和

软件复合体的相关性和真实存在的交易做出

决定。 校验和（散列）在下一个阶段形成白

名单的节点时被检查



7 钱包防盗功能不佳 在网络上传输的任何信息都是通过同态加

密来加密的

8 Sybil攻击 节点将网络地址表与其余节点进行同步，并

与随机节点集建立连接，避免了合法节点的

包和环境的替换

9 双重开支的问题。 通过减少组建交易池的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

这种攻击的可能性，从而缩短决策时间; 当在

多服务器事务处理模式（事务的并行处理）中

工作时，使用主节点上的列表同步。

10 在通过网络时拦截和更改信息/交易。 使用最新的椭圆曲线算法

（ecdsa25519）来实现更多

加密签名和可靠的保护，为了增加数据的可靠

性，使用同态加密算法，通过处理信息来提高

速度，而不必完全解码它。

11 干预记忆的工作。 使用C ++开发语言来完全控制内存，并在必

要时完全管理分类帐并检查其内容，以拦截

企图破坏正在内存中处理的数据。

12 更改本地存储库以取代合法值。 使用修改的放气算法记录加密的数据和压

缩，这将提高本地存储系统的存储可靠性和

更高的加密系数。

13 集中处理。 在数学上确定的时间间隔内，节点不能是主

要的或可信的两次。 这个概念也避免了节点

的环境。

智能合约

CREDITS系统中的智能合约是一种电子算法，它描述了一系列现实世界或数字系统中的行为和事

件可以关联的条件。



为了实施自我控制的智能合约，需要一个完全排除人为因素的分散环境，并且使用智能合约中

的成本转移，需要独立于中央机构的加密货币。

实体

智能合约是使用解释的JAVA语言开发的，可以在任何平台上开发和执行测试，而无需安装特殊的

开发环境。

为了执行智能合约，使用Java虚拟机（在下文中称为JVM，其以平台软件的免费分发许可证提

供）。

CREDITS中的智能合约由以下实体组成：

1. 财产（公共变量） - 在CREDITS系统中存储合同工作所需的公共数据的系统实体。

2. 方法是CREDITS系统实体，负责观察进行交易（合同下的行为）时的逻辑和操作顺序。

CREDITS系统中的参与者使用修改合同属性的方法调用来签署智能合约，方法是启动用于验证条件

符合性和协调的过程。 智能合约在各方签字后生效。 为确保自动履行义务，需要一个存在的环

境，使合同条款的执行自动化。 这意味着智能合约只能存在于可执行代码无障碍地访问智能合同

项目的环境中。

所有合同条款必须有一个数学描述和清晰的执行逻辑。 因此，智能合约的主要原则是双方之

间合同关系的完全自动化和可靠性。

智能合约法

CREDITS智能合约方法是系统实体负责遵守交易（合约下的行动）的逻辑和顺序。

动作的逻辑和顺序由包含命令的程序代码（模块）来描述; 它们的顺序执行允许获得期望的结

果。 此代码可以处理系统命令（例如，赋值命令），用户命令（单独编写的函数），合同属性

（可从任何合同方法中获得的静态或动态初始化变量）以及来自任何其他第三方合同的方法连接

（第三方）合同的所有者。 为了更多的普及，开发是在JavaScript中提供的。

该方法（程序代码）允许使用所有广泛使用的脚本语言操作符（命令）（赋值，有条件和无条件

跳转），函数和过程（子例程）的创建以及第三方库的连接。



用于在网络上传输事务的库，用于第三方软件

协议HTTP / HTTPS（在80/443端口上工作）用于与第三方服务协同工作，从网络发送有关操作（事

务）的信息。 系统使用标准协议定义：请求的头部和主体。 任何请求都使用POST方法发送，这使

得可以提高传输数据的可靠性，而不是通过GET方法进行公共传输的情况。

识别发件人的附加条件包括以下领域的指示：

授权= [ACCOUNT_HASH]

请求体是根据服务的输出参数形成的。

用C ++或JAVA语言开发的库用于CREDITS点对点网络。 库支持的功能分为四个组。

1. 在系统范围内，提供与网络连接的连接和支持，检查发送到网络的系统请求中的可

操作性和填充字段，按照系统要求的算法转换数据;

2. 使用该帐户。 创建和解锁账户，提供账户信息（余额，交易数量等）;

3. 关于代表账户发送交易的形成工作;

4. 处理公共数据的函数。 请求公共交易数据，账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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