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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拜占庭协议一直是分布式计算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 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货币系统的设
计. 由于传统拜占庭协议的应用场景规模较小, 系统着重于良好带宽下的交互简化、计算代价优化等方面.
然而, 在电子货币等部署于大规模网络环境的应用中, 参与节点多而分散, 网络传输时效难以得到保证, 并
且传输的数据量往往很大, 这对拜占庭协议在弱同步甚至是完全异步环境下的安全性和传输效率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Miller 等人在 2016 年构造的 HoneyBadger BFT 是第一个完全异步环境下的实用拜占庭
协议. 尽管 HoneyBadger BFT 的传输效率相比其他异步拜占庭协议具有明显优势, 在本文中我们指出
HoneyBadger BFT 的传输效率可以进一步提高. 本文提出了一种 “先共识消息哈希, 后请求缺失消息”
的共识思路, 进而构造了一个新的共识方案, 通过减少节点之间不必要的消息传输实现了比 HoneyBadger
BFT 更高的传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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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zantine protocol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area of distributed
computing and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the design of various cryptocurrency systems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relatively small application scale, traditional Byzantine protocols focus mainly on the
simpliﬁcation of interaction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computation under favorable bandwidth. However,
in applications deployed in large-scale network such as cryptocurrency, a mass of participants disp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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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iﬀerent locations, as a result, the timeliness of network delivery can hardly be guaranteed, and the
quantity of data transmission tends to be very large, which put forward higher demands on the security
and transmission eﬃciency of Byzantine protocols under weak synchronous even purely asynchronous
network. In 2016, Miller et al. presented HoneyBadger BFT: the ﬁrst practical BFT protocol running
in the purely asynchronous network. Though HoneyBadger BFT has obvious advantage in transmission
eﬃciency over other asynchronous Byzantine protocols, in this work, we found that the transmission
eﬃciency of HoneyBadger BFT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We present a new approach for consensus:
ﬁrstly reaching a consensus on the Hash of messages and then requesting the missing messages. By the
new approach, we construct a new Byzantine agreement system which reduces unnecessary message
transmissions between nodes and thus achieves better transmission eﬃciency than HoneyBadger BFT.
Key words: multi-valued; consensus; Byzantine protocol; transmission eﬃciency

引言

1

区块链 (blockchain) 是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系统的核心技术. 基于工作量证明 (POW)、股权证明
(POS) 等技术构建的区块链具有动态性、不可篡改性、公开性等优点, 近年来受到了工业界和产业界的
广泛关注. 然而, 这种区块链的共识效率并不理想. Garay 等 [1] 和 Pass 等 [2] 的研究表明, 基于 POW、
POS 等机制的区块链是概率性共识的, 共识的概率随时间增长而增大, 导致区块链共识效率较低. 为了解
决该问题, 一些方案尝试对区块链的结构作出改进, 例如引进产生速度较快的微区块 (micro-block)、利用
有向无环图 (directed acyclic graph, DAG) 加快确认等 [3–5] . 而另一方面, 传统的拜占庭共识协议因为
具有运行速度快、共识可靠等优点, 因此可以将区块链和拜占庭协议结合构造高效的混合共识系统 [6–10] .
将拜占庭协议和区块链相结合, 既可以发挥区块链自身的优点, 又可以用拜占庭协议的效率优势弥补区块
链方案的不足, 这也是近年来的热门研究方向.
传统拜占庭协议大多部署于服务器数据的容错和备份等场景 [11, 12] , 由于这些应用场景中网络带宽比
较充裕, 因此传统拜占庭协议主要关注降低计算代价以及响应时间等 [13–16] . 然而新兴的分布式共识系统
如电子货币、公共账单等通常部署于大规模网络环境中, 节点的计算能力相对充裕, 而网络带宽成为制
约系统效率的关键因素. 大量的参与者 (用户) 使得请求数量增多、需要共识的信息量增大, 这对系统的
传输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 这类场景由于参与节点众多、位置分散, 网络传输的实效无法得到保
障, 要求系统所采用的拜占庭协议能在弱同步环境1 甚至是完全异步环境2 下保证共识的正确性以及系统性
能 [11, 17, 18] .
因此, 如何降低网络传输代价、提升协议在异步环境中的性能成为了电子货币系统中拜占庭协议设计
的关键问题.
1.1

相关工作

拜占庭协议的名称来源于著名的拜占庭将军问题: 在一组可能存在敌手的节点中, 如何保证 “将军”
节点发出的指令被其他所有诚实节点接收并得到相同的输出 [19] . 拜占庭将军问题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
分布式共识, 因为 “将军” 相当于是一个 leader, 而分布式共识系统中并不天然地存在 leader 这个角色.
分布式共识解决的问题是, 在一组可能存在敌手的节点中, 每个节点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值, 最终所有
诚实节点就这些建议值 (或其子集) 达成共识 [20, 21] .
Bracha 于 1987 年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异步网络的拜占庭协议 [21] , 在该系统中首次提出 “先用广播协
议限制敌手行为, 然后再进行共识” 的思路, 并首次给出了可靠广播协议 (reliable broadcast, RBC) 的实
现. 这种构造思想对后续拜占庭协议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20, 21] . 但是该方案本身的共识速度比较慢,
实现共识需要的期望轮数与系统的节点总数 N 相关, 无法保证在常数轮内实现共识.
PBFT [22] 是 Castro 和 Liskov 在 1999 年提出的一个简洁高效的拜占庭共识方案, 它是第一个能在
异步、带有拜占庭错误的场景中正确运行的状态机复制协议. PBFT 采用了一系列优化措施来提高系统
1
2

传输延迟不能随时间的增长而指数增加.
不对传输延迟做任何假设、只要求诚实节点发送的消息最终能到达目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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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如采用消息认证码代替签名进行消息认证、尽可能地传输消息的哈希值从而避免传输尺寸较大的消
息原文. 但是, PBFT 是一种 leader-based 拜占庭协议3 , 这类协议只有在弱同步的网络环境中才能保证
系统活性, 在完全异步的网络环境中容易遭受一类针对 leader 的延迟攻击而使系统无法运行 [17] .
Cachin 等提出的多值拜占庭共识系统 (multi-valued Byzantine agreement, MVBA) [20] 是分布式
共识的一种解决方案. 区别于 0-1 拜占庭共识方案 (asynchronous binary Byzantine agreement, ABA),
MVBA 是一个多值共识方案, 能提供更强的功能 [20] . MVBA 可以运行在完全异步的网络环境中, 它采用
文献 [21] 中提出的设计思路和模块化的设计方法, 每个节点先通过广播协议传输建议值, 然后系统再运行
ABA 协议就建议值达成共识. MVBA 能在常数轮内实现共识, 共识消息 m 的传输代价是 O(N 3 |m|).
Miller 等在 MVBA 框架的基础上, 使用精心选择的底层协议, 构造了一个完全异步环境下高效的拜
占庭协议 HoneyBadger BFT [17] . HoneyBadger BFT 采用文献 [23] 中的高效 RBC 协议进行建议值的
广播, 且创新性地将 “分摊” 思想与异步公共子集协议 [24] (asynchronous common subset, ACS) [25] 相结
合, 降低了传输代价 [17, 23] . HoneyBadger BFT 能在常数轮内实现共识, 共识消息 m 的传输代价仅为
O(N |m|).
MVBA 和 HoneyBadger BFT 有着相似的协议框架, 即: 先通过广播协议将每个节点的建议值传输
给其他节点, 然后通过 ABA 协议就其中的某些建议值形成共识. 协议的主要传输代价来源于建议值广播.
然而我们发现, 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广播并不是必须的.
我们注意到, 在大规模网络环境下的混合共识系统中, 只有部分节点作为代表收集用户请求、提交建
议值. 不同的节点可能存储了很多相同的用户请求, 而建议值的广播可能会将一条消息发送给已经存储过
这条消息的节点, 这浪费了网络带宽. 减少这种不必要的传输可以进一步优化协议的传输效率.
1.2

本文贡献

基于以上发现,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共识思路: 每个节点只广播自己建议共识的消息的哈希值, 通过
拜占庭共识形成一个共识哈希列表, 最后只需要将特定的消息传输给缺少这些消息的节点即可完成共识.
与 PBFT [22] 类似, 传输哈希值可以尽量避免传输尺寸更大的消息原文, 从而降低传输代价. 在请求缺少
的消息原文时, 我们采用 Reed-Solomon 编码方案 [23, 26] 避免重复传输消息原文、提高传输效率.
作为概括,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
(1) 提出了一种 “先共识消息哈希、后请求缺失消息” 的共识思路;
(2) 改进了 HoneyBadger BFT 的传输效率, 构造了一个适用于大规模网络环境的共识系统.

模型与定义

2

本节主要描述系统依赖的安全假设, 包括协议运行的网络环境、协议依赖的密码原语以及敌手的能力
假设.
2.1

安全模型与假设

2.1.1 网络模型
本系统运行于异步网络环境中. 异步指的是不对消息的传输延迟做任何时间假设, 但诚实节点之间的
消息传输必须保证最终被传输到目的地址, 传输信道不能丢弃、复制、以及修改消息 [17, 20] . 另外, 系统不
要求节点有同步或大致同步的时钟周期、不依赖于超时机制.
2.1.2 密码原语
(1) 公钥系统与初始化
系统中每个节点都有自己的一对公私钥, 公钥代表该节点在系统中唯一的身份. 我们假定存在一
个初始化阶段以可信的方式建立公钥系统、明确参与协议运行的节点. 在混合共识系统中, 可以
通过 POW/POS 等技术在系统开始运行之前, 以去中心化的方式随机选择一组执行协议的节点
从而完成上述初始化过程, 而不需要借助可信中心 [17] .
(2) 哈希和签名
系统假定哈希函数具有抗碰撞性, 签名方案满足存在性不可伪造性 (EUF-CMA).
3

每轮协议执行都需要一个特殊的 leader 节点负责共识请求的广播以及控制协议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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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手

系统中的敌手既可以是发起请求的用户, 也可以是运行共识协议的节点. 本系统中的敌手是静态的拜
占庭敌手, 敌手数量限制是: N > 3f + 1, 其中 N 是运行共识协议的节点总数, f 表示其中的敌手个数.
在协议开始运行之前, 敌手可以选择腐化系统中的哪 f 个节点, 在协议运行过程中不允许再更改.
消息传输方面, 在不打破网络假设的前提下, 敌手可以任意控制信息到达任意一个节点的时间、顺序,
可以首先监听诚实节点发出的信息、然后再采取行为 (如根据诚实节点发送的信息决定自己发什么信息).
2.2
2.2.1

密码组件定义
RBC

RBC 协议的功能是: 在一组节点中 (其中可能存在敌手), 由一个消息发送者向其他节点发送消息, 在
协议结束时每个节点接受并输出一个来自发送者的消息值 v(可能为空), 并满足如下性质:
• Agreement: 如果两个诚实节点分别输出值 v 和 v ′ , 则 v = v ′ .
• Totality: 如果存在诚实节点输出了值 v, 则其他所有诚实节点均输出值 v.
• Validity: 如果发送者是诚实的且发送值 v, 则最终所有诚实节点都会输出 v.
本文中采用与 HoneyBadger BFT 中相同的 RBC 实现方案, 即文献 [23] 中基于 erasure code 优化
的 RBC 方案. 该方案将原始的 Bracha [21] RBC 协议的传输代价由 O(N 2 |m|) 降为 O(N |m|).
2.2.2

ABA

ABA 协议的功能是, 在一组节点中 (其中可能存在敌手), 每个节点可以提供 0 或者 1 中的一位作为
输入, 在协议结束时每个节点输出一位, 并满足如下性质:
• Agreement: 如果存在诚实节点输出 b, 那么所有诚实节点都输出 b.
• Termination: 如果所有诚实节点均提供相同的输入 b, 那么所有诚实节点都输出 b.
• Validity: 如果存在诚实节点输出 b, 那么至少有一个诚实节点将 b 作为输入.
与 HoneyBadger BFT 一样, 本文中的 ABA 采用 Mostefaoui 等 [16] 构造的 0-1 拜占庭协议. 该协
议具有很高的共识效率, 可以在常数轮内实现共识.
2.2.3

ACS

ACS 协议运行在一个由 N 个节点构成的系统中, 其中敌手数量 f 满足 N > 3f + 1. 由每个节点提
出一个建议值作为输入, 协议结束时, 每个节点都取这些建议值的一个子集作为输出, 并满足以下性质:
• Validity: 如果一个诚实节点将建议值集合 S 作为输出, 则 S 中包含至少 2f + 1 个建议值, 其中
至少有 f + 1 个建议值来自诚实节点.
• Agreement: 如果存在诚实节点将建议值集合 S 作为输出, 则所有诚实节点都将 S 作为输出.
• Totality: 如果每个诚实节点都为 ACS 协议提供一个输入, 则最终所有诚实节点都会得到输出.
ACS 协议是 HoneyBadger BFT 实现共识的主要逻辑过程. 与 HoneyBadger BFT 一样, 本方案中
的 ACS 协议也是通过组合 RBC 协议和 ABA 协议实现.
2.2.4

Reed-Solomon code

Reed-Solomon code, 简称 RS code, 是一种基于有限域的编码算法 [26] . 给定 n 个数据块 D =
{D1 , D2 , · · · , Dn } 和一个正整数 m, 一个 (n, m + n)-RS code 方案将 D 通过编码生成 m + n 个数据块
C = {C1 , C2 , · · · , Cm+n }, 从 C 中任取 n 块就能解码出原始数据 D, 因此方案最多可以容忍 m 个数据
块丢失.
假定 D 中每个数据块的长度是 k 比特, 且 2k > m + n. (n, m + n)-RS code 使用 GF(2k ) 有限域进
行编码计算. 首先选取 (m + n) 行、n 列的 Vandermonde 整数矩阵 M , 进行如下编码计算:
M ×D =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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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过程中, 假设编码后的 m 个数据块丢失, 将 C 中剩余的 n 个数据块记为 C ∗ , 并从 M 中去掉
相应的行 (对应丢失数据块的位置) 得到 n × n 矩阵 M ∗ , 由于 M 是 Vandermonde 矩阵, 因此 M ∗ 可
逆, 通过如下解码计算可以恢复出原始数据块:
M ∗−1 × C ∗ = D

(2)

RS code 编码方案具备的冗余特性使其可以用于存在拜占庭敌手的分布式文件存储, 或者不可靠信道
下的信息传输. 本方案中采用 RS code 编码方案避免消息重复传输、提高传输效率.

3
3.1

系统设计
系统运行环境与系统目标

与 HoneyBadger BFT 类似, 本系统是一个无中心的多值共识系统, 运行在满足如下特征的大规模网
络环境中:
(1) 参与节点多而分散、节点之间通过异步网络互相通信
(2) 共识请求 m 的尺寸比较大
(3) 节点计算能力充足、计算代价不做主要考虑
系统的目标是对用户提出的请求实现共识, 满足如下性质:
• Agreement: 如果存在诚实节点输出了一个请求 m, 则所有诚实节点都会输出 m.
• Validity: 诚实用户的请求最终都会被作为共识结果输出.
• Total order: 如果一个诚实节点输出了消息序列 m1 , m2 , · · · , mj , 另一个诚实节点输出了消息序
列 m′1 , m′2 , · · · , m′j , 则对于所有 i 6 j, 均有 mi = m′i .
• Fairness: 假定从时刻 t 开始, 用户请求 m 被 N − f 个诚实节点存储在共识协议的输入队列中,
那么 m 将在从 t 时刻开始的有限时间内被所有诚实节点输出. 也就是说, 敌手无法显著延迟诚实
用户请求的共识过程.
3.2 HoneyBadger BFT 回顾
本 方 案 主 要 工 作 是 在 HoneyBadger BFT 方 案 的 基 础 上 提 高 传 输 效 率, 方 案 的 共 识 部 分 借 鉴
HoneyBadger BFT, 用 ACS 协议实现每一轮请求哈希列表的共识. 我们首先简要介绍一下 HoneyBadger
BFT 方案.
HoneyBadger BFT 是一个多值拜占庭共识协议. 用户将请求输入给运行拜占庭协议的节点, 节点将
用户请求存储在自己的缓存队列中. 在一轮开始时, 系统中的每个节点都提出一个建议值作为共识协议的
输入, 其中包含节点从缓存队列中随机选择的若干个用户请求. 协议的输出是这些建议值集合的一个子
集. 同样是运行于异步网络环境, 相比于 MVBA, HoneyBadger BFT 的传输代价更低, 在节点数为 N 的
HoneyBadger BFT 系统中, 共识一条消息 m 的传输代价仅为 O(N |m|).
3.2.1 HoneyBadger BFT 系统结构
HoneyBadger BFT 有两个主要模块组成: 门限加密模块和 ACS 模块. 其中, ACS 模块是实现共识
的主要模块, 门限加密模块则可以保证协议的公平性 (Fairness).
ACS 模块由一个 RBC 模块和一个 ABA 模块构成. RBC 模块的作用是将每个节点提出的建议值
传输给系统中的其他节点, HoneyBadger BFT 采用 Cachin 和 Tessaro [23] 构造的 RBC 方案, 该方案在
Bracha [21] 传统 RBC 协议的基础上结合 erasure code 来提高传输效率. ABA 协议的功能是对所有节点
的建议值形成共识, HoneyBadger BFT 采用 Moustefaoui 等 [16] 构造的 ABA 方案, 该方案可以在常数
轮内实现共识.
在敌手数量为 f 、节点总数为 3f + 1 的系统中, 记第 r 轮节点 Px 提出建议值对应的 RBC 和 ABA
协议分别为 RBCrx 和 ABArx , 节点 Pi 的一轮 ACS 协议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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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1 ACS

1
2
3
4

Input: 每个节点均提供一个建议值作为输入
//敌手节点可能不提供建议值
Output: 所有建议值的一个子集
//至少 2f + 1 个
每当 Pi 第一次收到节点 Pj 传输的建议值 vj , 将 vj 作为 RBCrj 的输入;
每当 Pi 得到某个 RBC 实例 RBCrj 的输出后, 如果 Pi 还没有向 ABArj 提供过输入, 则向 ABArj 输入 1;
当 Pi 从至少 2f + 1 个 ABA 实例得到输出 1 以后, 则向所有 Pi 还没有提供过输入的 ABA 实例输入 0;
当 Pi 完成所有 ABA 实例后, 所有输出为 1 的 ABA 实例对应的建议值的并集即为本轮的共识结果.

ACS 协议能保证至少 2f + 1 个建议值被作为共识结果输出, 其中的 f 个可能来自敌手.
由于在 HoneyBadger BFT 中, ACS 本身并不能保证协议的公平性 (Fairness): 敌手可以根据建
议值的明文进行选择, 显著延迟某些被攻击消息的共识进程. HoneyBadger BFT 中在 ACS 之上使用
(f + 1, N )− 门限密码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节点将建议值门限加密之后才广播, 在共识形成以后再解密
出原文. 由于敌手数量有限, 敌手无法提前恢复出建议值明文, 也就无法进行选择性延迟 (详见本文4.3).
整个 HoneyBadger BFT 的协议流程如下:

协议 2 HoneyBadger BFT

1
2
3
4
5
6
7
8
9
10

3.2.2

Input: 节点缓存队列中的用户请求
Output: 输入的用户请求的一个子集
系统首先完成初始化工作, 如节点公私钥分发、门限密码系统建立
每轮协议的运行流程:
//选择建议值并加密
− 节点从缓存队列中随机选取一定数量的请求加入建议值;
− 将建议值用门限加密方案加密成密文;
//生成共识密文
− 将加密后的建议值作为输入提交给 ACS 协议;
− 等待 ACS 协议中的所有 ABA 协议完成;
//解密
− 对 ACS 中输出为 1 的 ABA 实例对应的每个密文, 用门限密码的私钥解密形成 share, 广播所有 share;
− 监听并收集其他节点广播的 share, 对每个密文都用对应的 f + 1 个 share 进行解密; 直到解密所有密文;
− 将被解密的建议值中包含的所有请求的并集作为本轮共识结果进行输出, 并将共识结果的每一项都从缓存队列中
删除; 本轮结束.

HoneyBadger BFT 的可优化之处

HoneyBadger BFT 的第一步就是每个节点通过 RBC 协议将自己的建议值向全体节点广播一遍, 这
个过程是该方案中网络传输的主要部分. RBC 协议每输出 |m| 大小的共识消息, 传输代价约为 3N |m|.
但是这样的原文传输并不总是必须的: 如果一个节点已经拥有某个用户请求 m 的原文, 则再向它传输 m
的原文是没有必要的, 此时通过传输尺寸较小的 Hash(m) 就可以代表 m. 在 HoneyBadger BFT 中, 用
户提交请求会向所有的节点发起广播, 所以不同节点的缓存队列中有很多相同的消息. 在这种条件下, 协
议的原文传输具有一定的可优化空间.
在本文的改进中, 如果某个诚实节点 Pi 已经拥有了消息 m 的原文, 那么 Pi 就不会再被传输 m 的原
文. 也就是说, 本方案的共识协议中消息原文只会被传输给缺少该消息原文的节点.
3.3

系统构成

与 HoneyBadger BFT 类似, 在本文的系统中, 参与者包括两类角色: 作为共识请求提出者的用户, 以
及收集用户请求、运行共识协议并将共识结果输出的共识协议节点 (简称 “节点”). 其中每种角色中都有
敌手存在. 所有节点的身份 (公钥、以及网络地址) 都是公开的; 用户以向所有节点广播请求消息的方式
发起一次请求. 敌手具有的能力以及需要满足的约束见第 2 章的模型与假设部分.
根据协议每部分的功能, 系统可以分为三个模块: 建议模块、共识模块、请求模块. 我们首先描述系
统整体方案, 然后分别给出模块的具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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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系统整体方案

本方案中, 节点的建议值中包含的是消息的哈希列表而不是消息本身. 对哈希列表共识之后, 节点需
要根据自己缺少的消息向其他节点进行请求. 方案的关键在于如何高效地完成原文请求传输. 我们采用
RS code 编码方案实现该过程: 当收到节点的原文请求后, 被请求的节点向请求者发送一个尺寸较小的
RS code 编码, 而不是一个完整的消息原文. 当请求者接收到足够数量的 RS code 编码以后, 通过解码运
算恢复出消息的原文. 这避免了消息原文的重复传输, 减小了传输代价.
在原文请求过程中, 请求者能够成功解出消息原文的必要条件是收到足够数量的 RS code 编码, 这要
求共识的哈希列表中的每一项都有足够数量的诚实节点拥有消息原文. 本方案中采用 “建议队列” 结构保
证共识哈希表中的每一项都满足上述条件. 具体地, 按照协议, 每当节点收到一个用户请求消息时都会对
消息的哈希做签名并广播给其他节点. 当某个消息拥有至少来自 2f + 1 个不同节点对其哈希的签名时,
才会被节点加入建议队列. 节点建议值中的哈希项都在建议队列中选取, 并附带 2f + 1 个不同节点的签
名. 这样, 共识的哈希表中的每一项都至少有 f + 1 个诚实节点拥有这些项的原文, 可以在原文请求阶段
生成足够多的 (每项至少 f + 1 个) RS code 编码, 帮助请求者成功地恢复出原文.
系统整体运行流程是: 首先, 每个节点从建议队列中选出一定数量的 (记为 B 项) 用户请求消息, 将
这些消息的哈希及附带的签名打包成建议值; 然后将建议值作为输入运行 ACS 协议, 将 ACS 的输出的建
议值中所有项的并集作为共识哈希列表; 最后, 每个节点针对自己在共识哈希列表中缺少原文的项向其他
节点进行请求. 系统的整体方案在下面的协议 3 中给出4 .

协议 3 系统流程

1
2
3
4
5
6
7
8

9

Input: 建议队列中存储的用户请求
Output: 共识请求列表
//生成建议值
− 运行建议模块, 生成一个包含 B 个用户请求项的建议值;
− 将建议值作为输入提交给 ACS 协议;
//生成共识哈希列表
− 运行 ACS 协议;
− 取 ACS 协议输出的建议值中所有用户请求项的并集, 得到共识哈希列表;
//请求缺少的信息、完成共识
− 运行请求模块, 对于缺少的每一个用户请求原文, 向其他节点请求 RS code 编码并进行计算, 直到恢复出所有缺
少的请求原文, 得到共识请求列表;
− 将共识请求列表中的项从缓存队列和建议队列中删除、插入共识队列; 本轮结束.

3.3.2 建议模块
建议模块的功能是生成建议值、维护请求原文的存储. 每个节点在第一次收到某个请求原文 m 时,
都会对 Hash(m) 进行签名, 并广播给其他所有节点5 . 每个节点都需要监听和存储这样的签名. 对于一个
用户请求, 当用户收到至少 2f + 1 个来自不同节点 (包含该节点自身) 的对 Hash(m) 的签名后, 才可以
将该请求作为提交给 ACS 协议的建议值中的一项. 每个节点实际维护三个存储用户请求的队列:
− 缓存队列: 存储未被共识、且对应的哈希签名少于 2f + 1 个的请求消息
− 建议队列: 存储未被共识、且收集到至少 2f + 1 个不同节点的哈希签名的请求消息
− 共识队列: 存储已经被共识过的请求消息
这三个队列是处在变化中的, 每当共识完成、或每当用户收到请求信息、哈希签名信息后, 都有可能
根据上述规则对队列中的内容作出调整. 例如, 当对于缓存队列中某个请求收集到来自 2f + 1 个不同节
点的对其哈希值的签名以后, 用户会将该请求从缓存队列删除、插入建议队列中. 具体请见协议4.
用户的建议值中包含一定数量6 的用户请求项, 每一项都包含一个请求原文的哈希值、以及 2f + 1 个
不同节点对该请求的哈希值的签名. 消息 m 在建议值中所对应项的格式如下:
(Hash(m), Setecho (m))
4

协议中某些变量和定义请参见模块的实现部分.
简单起见这里只描述了广播消息的主要部分, 实际的消息结构还需要用户的公钥、Hash(m) 或其他基本的标识信息.
6
这个值可以根据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取一个合适的值, 是系统的一个公共参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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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etecho (m) 是包含 2f + 1 个不同签名项的集合, 其中每一项都具有如下格式: (PKj , σHash(m) ).
两个域分别表示节点 Pj 的公钥以及节点 Pj 对 Hash(m) 的签名.
在每个 RBC 实例的执行过程中, 用户收到建议值时都会对其格式做验证, 如果不满足上述规则, 节
点将会视其为非法而丢弃, 不作任何响应.

协议 4 建议模块
每当收到某个用户请求 m:
if m 已经被共识但 m 不位于共识队列 then
将 m 插入共识队列;
else
if 首次收到 m then
对 Hash(m) 作签名并广播;
if 已经存储的对 Hash(m) 的签名个数达到 2f + 1 个 then
将 m 插入建议队列;
else
将 m 插入缓存队列;
end
end
en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每当收到一个对 Hash(m) 的签名消息 (m 为某个用户请求):
if m 位于缓存队列 then
存储该签名消息;
if 已经存储的对 Hash(m) 的签名消息的个数达到 2f + 1 个 then
将 m 移出缓存队列、插入建议队列;
end
end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每当 ACS 协议请求一个建议值:
if 建议队列中存在至少 B 个用户请求 then
取建议队列前 B 项的哈希、哈希签名集合生成建议值, 提交给 ACS 协议;
end

23
24
25
26

3.3.3

共识模块

系统的共识模块负责对建议模块中输入的建议值形成共识, 由 ACS 协议实现. 在一轮 ACS 协议中,
共识模块会对至少 2f + 1 个建议值形成共识, 节点取共识的建议值中所有项的并集作为共识模块的输出,
得到本轮的 “共识哈希列表”. ACS 的实现细节请见3.2.1.
3.3.4

请求模块

节点得到共识哈希列表后, 可能并未存储其中某些 Hash 项对应的原文. 当缺少共识哈希列表中的某
些项的原文时, 节点通过请求模块补全缺少的原文 (协议5). 共识模块中利用 (f + 1, 2f + 1)−RS code 方
案实现请求原文传输.
假定节点 Pi 缺少 Hash(m) 对应的原文 m, 则 Pi 会向其他节点发起原文传输请求. 首先 Pi 会生成
2f + 1 条如下格式的原文请求消息:
[‘ask’, PKi , PKj , Hash(m), Numij , Sig]
其中, 各参数分别表示原文请求消息的消息类型、Pi 的公钥、被请求者 Pj 的公钥、m 的哈希、一
个小于等于 2f + 1 的正整数, 以及用户对整条消息的签名. 节点在共识哈希列表中 Hash(m) 对应的项可
以获得 2f + 1 个不同节点对 Hash(m) 的签名集合以及每个签名节点的身份. 然后 Pi 分别向这些节点发
送一条上述原文请求消息, 每一条信息都带有互不相同的序列号 Numij .
当一个节点 Pj 收到某节点 Pi 的原文请求消息 [‘ask’, PKi , PKj , Hash(m), Numij , Sig] 时, Pj 首
先会通过以下条件判断该条原文传输请求是否合法:
(1) 本轮共识哈希列表中不包含 Pi 对 Hash(m) 的签名
(2) 本轮共识哈希列表中包含 Pj 对 Hash(m) 的签名
(3) Pi 是首次向 Pj 请求 m 的 RS code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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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条件都能得到满足, 则该请求是合法的. 此时, Pj 根据请求中的序号, 用 RS code 参数矩
阵 M 以及 m 计算对应的 RS code 编码 CNumij (m) = MNumij × m, 其中 MNumij 代表矩阵 M 7 的第
Numij 行, 进而生成如下格式的原文请求回复消息并发送给 Pi :
[‘rpl’, PKj , PKi , Hash(m), CNumij (m), Sig]
各参数分别表示原文请求回复消息的消息类型、Pj 以及 Pi 的公钥、m 的哈希、计算出的 RS code
编码、以及 Pj 对整个消息的签名.
当请求者 Pi 接收到足够的原文请求回复消息, 就利用 RS code 参数矩阵尝试计算、恢复出 m. 根据
RS code 的功能, f + 1 个不同的 RS code 编码可以计算出原文. 由于被请求者中存在至少 f + 1 个诚实
节点, 所以 Pi 最终一定能收集到 f + 1 个不同的 RS code 编码并最终将原文恢复. Pi 用收到的 RS code
编码的不同组合进行计算, 当计算结果 m′ 的哈希值与 Hash(m) 相等时, m′ = m, 即得到要恢复的原文.
当一个用户拥有了共识哈希列表中所有项的原文以后, 该用户结束当前轮.

协议 5 请求模块
1
2
3

每当发起某个用户请求 m 的原文请求:
在共识哈希列表中取 Hash(m) 的签名集合;
向签名集合中的每一个签名者分别发送原文请求消息.

4
5
6
7
8

每当收到一个原文请求回复消息:
if 还未获得消息中 RS code 编码的原文 then
尝试用 f + 1 个不同的 RS code 编码计算原文;
end

9
10
11
12
13

4
4.1

每当收到某个用户的原文请求消息:
if 该请求合法 then
计算出被请求的 RS code 编码, 生成原文请求回复消息, 发送给请求者;
end

系统性质的证明与分析
安全性证明
本节中我们证明, 本文的方案可以满足 Agreement、Total order、Fairness 和 Validity 性质.

定理 1 系统满足如下 Agreement 性质: 一轮共识协议结束时, 如果存在诚实节点输出了一个用户请
求 m, 则所有诚实节点都会输出 m.
证明: 假定存在诚实节点 Pi 在第 r 轮结束时输出用户请求 m. 根据 ACS 的 Agreement 性质, 当
共识模块结束时, 所有诚实节点会得到相同的共识哈希列表, 所以其他诚实节点第 r 轮的共识哈希列表中
都包含 Hash(m). 由于哈希函数的抗碰撞性, Hash(m) 对应于唯一的原像 m. 此时对于任意一个诚实节
点 Pj , 如果 Pj 已经存储了 m, 则输出 m, 否则 Pj 会通过请求模块向其他节点请求, 通过 RS code 恢复
出 m 并最终输出. 性质得证.
定理 2 系统满足如下 Total order 性质: 如果一个诚实节点输出的消息序列是 m1 , m2 , · · · , mj , 另
一个诚实节点输出的消息序列 m′1 , m′2 , · · · , m′j , 则对于所有 i 6 j, 均有 mi = m′j .
证明: 首先, 由于所有节点每一轮共识的消息都是一致的, 所以不同的轮之间共识内容具有顺序性.
其次, 对于在一轮内部共识的消息的顺序性可以依照字母顺序排列 (或根据具体应用的需求在语义层面解
决).
定理 3 系统满足如下 Fairness 性质: 假设在时刻 t, 用户请求 m 首次出现在 2f + 1 个诚实节点
P1 , P2 , · · · , P2f +1 的建议队列中, 记 Di 为在 t 时刻用户 Pi 的建议队列中位于 m 之前的请求消息的
7
RS code 方案中 Vandermonde 运算矩阵作为系统的公共参数, 可在系统初始化阶段与其他公共参数一起由可信第三方生
成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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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 记 Max(Di )(1 6 i 6 2f + 1) 为 Dx . 假设系统每个建议值中包含 B 个用户请求项, 则 m 将在
O(Dx /B) 轮内被所有诚实节点输出.
证明: 记 t 时 刻 诚 实 节 点 P1 , P2 , · · · , P2f +1 的 建 议 队 列 中 位 于 m 之 前 的 请 求 的 集 合 分 别 为
TP1 , TP2 , · · · , TP2f +1 , 这些集合的并集为 TPall .
考虑最坏情况: TP1 , TP2 , · · · , TP2f +1 中的内容互相交集为空. 则在 t 时刻 TPall 中至多有 Dx × (2f +
1) 项. 根据 ACS 协议的性质, 每轮共识协议至少会对 f + 1 个诚实节点建议队列中的前 B 项达成共识
并输出, 被共识的项会被从建议队列中删除. 所以, 每轮共识会从 TPall 中移除至少 B × (f + 1) 项. 在 m
不被共识的情况下, 经过至多 O((Dx × (2f + 1))/(B × (f + 1))) 轮, 即 O(Dx /B) 轮后 TPall 中将不包含
任何项. 此时, 在下一轮共识协议中 m 会被所有诚实节点加入建议值中. 由于每轮共识的输出结果至少包
含 f + 1 个诚实节点建议值中的内容, 所以 m 会在下一轮共识完成的时候被输出.
诚实节点的建议队列中位于 m 之前的项存在重复的情况可以归约到上述情况.
定理 4 系统满足如下 Validity 性质: 诚实用户的请求最终都会被作为共识结果输出.
证明: 诚实用户通过向所有节点广播请求的方式发起请求. 假设某诚实用户 Ui 发起请求 m. 根据
网络假设, 传输信道不能丢弃消息, 因此消息具有 “最终可达性”, 诚实节点的请求最终会被所有诚实节点
收到. 由于诚实节点个数至少有 2f + 1 个, 则每个诚实节点在收到 m 后将会广播自己对 Hash(m) 的
签名, 所以最终诚实节点都能收到至少 2f + 1 个对 Hash(m) 的签名, 从而将 m 插入建议队列. 根据
Fairness 性质, 已经被所有诚实节点插入建议队列的用户请求会在多项式轮数内被共识. 性质得证.
传输效率分析

4.2
4.2.1

单位传输代价

本方案中的通信代价包括消息从用户发起请求的广播开始、到最终消息被所有诚实节点共识, 整个过
程中节点按照协议流程所传输的总数据量. 在不同的通信中, 有些信息传输的是消息的原文、有些传输的
是消息原文的 RS code 编码, 而有些信息只包含一些哈希和签名信息. 而由于文中已经假定消息原文本身
的大小远远大于哈希和签名的尺寸, 所以通信代价的计算中我们只考虑包含消息原文的信息以及包含消息
的 RS code 编码的信息 (一条信息的所有 RS code 编码的传输代价与消息原文的传输代价是一个数量
级), 而忽略其他信息. 本方案中, 涉及到消息原文 (和消息的 RS code 编码) 的信息传输包括用户发起请
求的广播, 以及请求模块中 RS code 编码的传输.
在实际执行中每轮共识的消息数量受节点建议队列具体情况的影响8 , 所以每一轮的传输代价也是不
固定的. 如果每轮共识的消息多, 则总传输代价也相应较大. 为了客观和精确地评价方案的传输效率, 我
们用共识一个消息所需要的传输代价, 即 “单位传输代价”, 来衡量方案的传输效率.
定义 1 单位传输代价 在一轮共识协议中, 协议的总传输代价与本轮中得到共识的用户请求数量的
比值定义为单位传输代价.
为方便表述, 假定每个用户请求的大小都是相同的, 每个用户请求的大小是 |m|. 我们首先对本方案
的传输效率进行分析和计算, 然后与 HoneyBadger BFT 的传输效率作对比.
4.2.2

本系统传输效率分析

不失一般性地, 假定系统在一轮协议中共识了 B 个用户请求消息. 在用户发起请求的广播阶段, 用户
N 个节点各发送一次消息 m, 传输代价是 N |m|. 而在请求模块中, 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传输代价是变化
的. 我们分别分析请求模块中最优、最坏情况下的传输代价.
最优情况:
(1) 系统中所有节点均为诚实节点
(2) 节点都已经有了建议值中所有项的原文
8
由于取 ACS 输出结果的并集作为共识结果, 所以如果节点的建议队列之间差异很小, 不同节点生成的建议值中包含很多
重复项, 此时共识结果中包含的项数相对较少; 反之, 如果不同节点的建议队列之间差异很大, 则最终的共识结果包含的项数会
相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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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 对于共识哈希列表中的每个项都不会有节点发起原文传输请求, 此时方案的单位传输代
价为:
(
)
B × |m| × N /B = N |m|
最坏情况:
(1) 系统中有 f 个节点是敌手
在这种情况下, 对共识哈希列表中的每一项, 敌手总可以发起 f 个原文传输请求, 每个原文传输请求
最多得到 2f + 1 个回复, 每个回复消息包含一个长度为 |m|/f 的 RS code 编码, 此时方案的单位传输代
(
)
5
价为:
B × |m| × N + B × f × (2f + 1) × |m|/f /B = N |m|
3
4.2.3 HoneyBadger BFT 传输效率分析
假定在一轮协议中每个节点建议值中输入 B/N 个消息, 每个消息的长度为 |m|.
HoneyBadger BFT 中与请求原文 (或原文编码) 有关的部分是 RBC 协议中的 erasure code 编码传
输 [17] . 协议中采用 (f + 1, 3f + 1)−erasure code 方案, 将输入信息编码成 3f + 1 个 erasure code 编码.
当输入信息长度为 |v| 时, 每个编码的长度为 |v|/(f + 1). 在 RBC 协议的执行过程中每个节点至少广播
一个 erasure code 编码, 所以 RBC 协议的总传输代价为: |v|/(f + 1) × N × N ≈ 3N |v|. HoneyBadger
BFT 中总共运行 N 个 RBC 协议实例, 每个实例输入的长度都是 B|m|/N , 所以方案的总传输代价为:
N × 3N B|m|/N = 3N B|m|
虽然 HoneyBadger BFT 每轮的总传输代价是固定的, 但是 HoneyBadger BFT 并不总能保证所有
输入的请求都被共识. 根据不同的条件, HoneyBadger BFT 每轮能共识的消息数量是变化的. 我们根据
敌手的多少, 分别从最优、最坏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最优情况下敌手数量为 0, 而最坏情况下敌手占比为
1/3.
最优情况:
(1) 系统中所有节点均为诚实节点
(2) 节点的建议值之间不包含重复的内容
(3) 一轮协议的所有建议值都被共识
这种情况下, 一轮共识的消息数量最多, 达到 B 个. 此时系统的单位传输代价为:
3N B|m| /B = 3N |m|
最坏情况:
(1) 系统中存在 f 个敌手
(2) 每轮只有 2f + 1 个建议值被共识, 其中 f + 1 个来自诚实节点,f 个来自敌手
这种情况下, 由于敌手具有共谋的能力, 敌手可以在所有敌手建议值中提供大致重复的内容, 这样可
使系统的共识效率降低: 此时共识内容基本只来自于 f + 1 个诚实节点的建议值, 所以每轮共识的用户请
求数量约为:
(f + 1) × B/N + B/N ≈

B
3

系统的单位传输效率为:
(
3N B|m| /

B
3

)
= 9N |m|

4.2.4 对比与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 每当共识一个用户请求 m, HoneyBadger BFT 最小平均传输代价和最大平均传输代
价分别为 3N |m| 和 9N |m|, 而本文提出的方案在最坏情况下平均传输代价仅为 35 N |m|, 最优情况下为
N |m|, 这表明在用户请求的尺寸较大时, 本系统相比 HoneyBadger BFT 在传输效率方面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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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平性与门限加密
在异步网络中, 敌手可以控制消息传输的顺序, 从而控制 ACS 协议输出哪 2f + 1 个建议值、不输出
哪 f 个建议值. 如果敌手想攻击某条消息 m、阻止 m 被共识, 则敌手可以尽可能地让包含 m 的建议值
不被输出, 从而显著延迟 m 的共识进程、破坏协议的公平性.
在 HoneyBadger BFT 中, 节点的建议值是从缓存队列的前 B 项中随机选择 B/N 个, 以减少建
议值之间的信息重复、提高传输效率. 但这也使得在一轮执行中, 同时包含任意一个消息 m 的诚实
节点建议值的个数只有少量, 所以敌手有能力让包含 m 的建议值都不输出, 从而阻止消息 m 的共识.
HoneyBadger BFT 中在 ACS 之上使用 (f + 1, N ) -门限密码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每个节点的建议值都
经过门限加密再运行共识协议, 共识形成以后再进行解密. 由于敌手数量有限, 无法在共识完成之前得到
建议值的明文, 所以无法再根据建议值的明文破坏协议公平性.
但在本方案中, 我们采用了与 HoneyBadger BFT 不同的建议值选择方式. 本文中节点建议值的选取
方式并不是随机的, 而是顺序选取建议队列的前 B 项. 当某个消息 m 经过一定程度的传输、最终出现在
f + 1 个诚实节点建议队列的前 B 项之后, 根据鸽巢原理, 敌手就无法阻止 m 在下一轮协议中被共识. 又
因为本方案的建议值中包含的不是消息原文, 而是体积较小的哈希列表, 所以建议值的内容重复不会带来
显著的传输代价增加的问题. 这使得本方案可以在不使用门限加密的情况下保证协议的公平性.

4.3

5

总结与未来工作

本文在 HoneyBadger BFT 基础上构造了一个新的共识系统, 采用 “先共识消息哈希、后请求缺失消
息” 的共识思路且利用 RS code 编码方案进行消息原文传输, 能在大规模网络环境中实现更高的传输效
率.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研究如何更好地将 BFT 协议应用于区块链, 探索适用于数字密码货币和其他
场景的高效混合共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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