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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nder 共识协议  

1 介绍  

本白皮书将介绍 Thunder 共识协议，这是一种新的 可证安全 的共识协议，克服了传统区块链的两个主要瓶颈：

吞吐量：现有的服务于加密货币（如比特币或以太币）的区块链需要整个网络充斥着交易。因此，这种类型的区块
链无法很好地处理大规模的交易量。比特币、以太币的交易处理速度低于 10 个交易/秒。如此小的吞吐量严重妨碍
了加密货币的推广。相比之下，VISA 的交易处理速度可达 2000 个交易/秒。

确认时间：中本聪区块链协议的安全性要求每个区块的产生时间远远大于最大网络延迟 [17]。这就是为什么比特币
每 10 分钟产生一个新交易区块，并且一笔交易只有在被纳入到一个区块中，并且该区块后接了 5 个区块的情况下
才会被看作是得到确认了。因此一笔交易平均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得到（较低可信度的）确认。虽然以太坊采用了较
短的区块产生时间，但平均确认时间仍然相对较长，约为 13 分钟。如此长的确认时间妨碍了许多重要的应用程序
（尤其是智能合约应用程序）的发展。

我们的方法克服了这两个问题。更确切地说，我们的新 Thunder 共识协议实现了高吞吐量和快速确认（通常情况
下在两个网络往返内），同时可以承受高达 50％ 的攻击。

我们也注意到最近提出的另外一些克服上述两个瓶颈的方法，但这些方法或者仅限于支付（不能处理智能合约），
或者仅在较弱的 1/3 攻击下具有安全性。此外，这些方法大多数都基于启发式论证，而我们的协议经过了严格的安
全性证明。详见第 4 部分。

Thunder 协议是共识协议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并为这一范式提供了第一个实例。这种范式可以使用工作量证明或
权益证明来实例化。

2 Thunder 共识协议  

Thunder 共识的关键理念是将“标准”区块链（我们会称之为 慢速链 (Slow Chain) ）与 乐观的快速路径（Optimistic
Fast-Path） 结合起来。 快速路径由我们称为“加速器（Accelerator）”的新实体进行协作，并且需要引入“利益相关
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Stake-holders"） 。只要： a）加速器是诚实的；b）网络条件良好；c）大于 3/4 的委
员会成员是诚实的，那么我们几乎不需要使用慢速链。相反，委员会可以使用极其简洁的快速路径协议，使交易在
快速路径上得到确认。这一协议可以提供高吞吐量并使交易得到即时确认。但是，快速通道只会在上述良好条件得
到满足的情况下确认新交易。当上述条件得不到满足（例如，加速器行为不当或受到攻击）时，我们利用“慢速
链”以一种可靠的方式来恢复。

下面我们对新共识协议进行更详细的阐述。

2.1 共识与区块链  

粗略地说，区块链是以 “状态机复制（state machine replication）” 为原型的一类无需许可（permissionless）的
实现，或者也可以看作是分布式系统相关文献中的 “共识（Consensus）”。

共识：共识协议允许以分布式的形式维护交易的“线性排序日志”，并使之具备以下两个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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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Consistency）：在执行过程中的任何时刻，所有诚实的参与者都拥有一致的交易日志——即：或
者他们的日志是相同的，或者一个参与者的日志是另一个参与者日志的前置数据。
活跃性（Liveness）：所有诚实的协议参与者都可以建议添加交易，这笔交易将在一段短暂而固定的时间之
内写入到他们的日志中。此外，当一个参与者在其日志中查看到一笔交易，该相同的交易也将在某段短暂而
固定的时间内出现在其他每个参与者的日志中。

实质上，这些属性意味着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正在与一个可信的第三方进行交流，这个第三方维护着一个全

球的、有序的、仅限追加 的交易日志，任何人都可以添加交易到这个日志中。这实质上是一个 公共账本（Public
Ledger）。我们的目标是在无需许可的前提下，实现同时具备高吞吐量和交易快速确认能力的共识协议。

区块链：区块链的正式定义见参考文献 [17]。 严格地说，区块链并不直接满足上述的一致性属性。为区块链定义
的一致性属性是：忽略最后  个区块不看时，参与者们拥有一致的区块链视图。其中  是安全参数。换句话说，
最后  个区块可能“不稳定”，但是之前的所有区块都是稳定的（除了有以作为安全参数  的函数而存在的指数级递
减的概率以外；即随着安全参数  的增长，区块“不稳定”的概率会以指数级递减，校订注）。

除了一致性和活跃性这两个主要特性，文献 [17] 还定义了 “有界链增长（bounded chain-growth）” 的概念：区块
链的长度应该以一个良好定义的速度增长，而不应该过快或过慢。我们将要求使用满足“有界链增长”条件的慢速
链。

Pass 等人在文献 [17] 中指出，如果适当设置挖矿难度（挖矿难度是计算网络延迟和总算力的函数），假设大多数
挖矿是由诚实的用户完成的（也称为“大多数计算节点是诚实的“），那么中本聪的协议满足所有上述特性。更确切
地说，当且仅当 挖矿难度设置为最大网络延迟的函数，使得区块生成时间（在比特币系统中为 10 分钟）显著超过
最大网络延迟时，中本聪协议满足一致性和活跃性。以太币的协议与中本聪协议相关，也应该满足这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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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背景：我们将区分网络参与者的两种不同的情况。

最坏的情况 W 下，协议保证提供一致性和活跃性（即，W 是保证协议安全性 的条件）。在本协议中，W 将
需要以下条件：

1. 底层慢速链是安全的（在中本聪区块链下，就是跟随多数诚实算力节点），
2. 大多数委员会成员都是诚实的 。

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交易确认时间可能会很长，同时交易负载可能是有限的（就像比特币和以太坊那
样）。

乐观的情况 O 下，交易量可以很大，交易可以得到“立即”确认。在本协议中，O 将需要以下条件：

1. 慢速链是安全的；
2. 加速器在线，且是诚实的；
3. 大于  的委员会成员都在线，且是诚实的。

我们新提出的 Thunder 共识协议将利用一个简单的快速路径协议和一个底层慢速链来保证 W 下最坏情况的安全性
以及 O 下的即时确认和高吞吐量。如上所述，关键思想是在一切运行良好时使用“快速路径”协议，同时只用慢速链
从错误中恢复。

2.2 一个简单的快速路径协议  

首先来看如下的简单快速路径协议：

我们有一个指定的实体：加速器 Accelerator。
所有新交易都要发送给加速器；加速器将交易打包进微区块（Micro-block）中，用 递增顺序号  对每个微
区块进行签名，并将已签名的微区块发送给参与者“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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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成员通过对所有加速器签名的微区块进行签名完成“承认（ack）”操作，但是 每个顺序号最多只承认一
个微区块。
当一个微区块收到超过  的委员会成员的承认（即签名）时，我们称这个微区块是经过公证的（微区块的公

证书就是这些签名的集合 1 。参与者可以 直接输出 经过连续（根据它们的顺序号）公证的最长微区块序列
——它们所包含的所有交易都被认为是经过确认的。通过这种方式，快速路径可以直接完成交易。

很容易证明（并且是众所周知的）该协议在 =“  的委员会成员是诚实的”这一条件下是一致的；另外，它

在  =“ 1) 加速器在线且诚实，2)  的委员会成员在线且诚实”的条件下通过直接确认来满足活跃性。事实

上，乐观的情况下，我们只需两轮沟通就可以确认交易！这种方法相当的实用，实践中也经常使用类似的协议——
例如，chain.com 使用相关协议实现他们的许可共识协议。

然而，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该协议在  条件下不能满足活跃性（甚至是“慢速”活跃性）。如果加速器在作弊
（或者仅仅是掉线了），协议就将停止。（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chain.com 将不得不手动解决这些问题，而这
在去中心化环境中是不可能的。）

2.3 如何从错误中恢复  

我们借用可以同时满足一致性和活跃性的底层“慢速链”来解决这个问题。粗略的说，我们的处理方法如下。

心跳 (Heartbeats)：对于慢速链里的所有长度 ，加速器都会生成当前（快速路径的）日志的哈希值 ，并发送元
组 （这里的  是当前的顺序号）给委员会成员（他们会根据他们所见的历史检查该哈希  是否正确）
来获得公证；我们将这种元组  的公证版本称作心跳。加速器随后需要将心跳发送至慢速链。

冷却 (Cool-down)：接着，如果用户注意到他们的交易没有得到加速器或委员会的确认，一些相关的“证据”将在底
层慢速链上变得明显——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所谓证据就是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里没有在慢速链上观察到心跳这个
简单的事实。（注意，根据活跃性以及慢速链的有界链增长特性，如果加速器和超过  的委员会成员在线且是诚

实的，协议会保证长度  的心跳将会包含在长度  附近）。一旦这种作弊的证据（即近期没有心跳包含在慢速链
中）被发现，我们将进入一个“冷却”期；在该时期内委员会成员将停止对来自加速器的消息进行签名，但是允许大
家发布“新的”经过公证的（没有包含在最近的心跳中的）交易到慢速链上。冷却期的长度以慢速链中区块为单位计
算（通常是  个区块，这里的  是安全参数）。

慢速模式：最后，冷却期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安全的进入“慢速期”，在该时期交易 仅能 在慢速链上得到确认（快速
路径不再有效）。我们在慢速链上停留适当时间，该时间以慢速链上的区块为单位计算（例如，足够恢复或替换故
障加速器的区块数），然后就可以重启一个快速路径协议的新时期；更多有关重启步骤的细节见 2.4 节。

让我们指出需要冷却期的原因：如果没有它，节点可能无法对进入“慢速模式”之前已被确认的快速路径交易集合达
成一致，因而可能会导致不一致的区块视图。冷却期允许诚实的节点将他们看到的所有经过公证的交易发布到慢速
链上来，从而（缓慢地）在这组交易上达成共识；一旦达成一致的视图（在冷却期的结束之际），我们就可以完全
切换到慢速链上来确认新的交易了。

收集作弊证据：“呼喊”交易 ("yell" transactions) 我们还未解释如何收集证明加速器（和／或委员会）是在作弊
亦或仅仅是“下线”了的证据。如果一个参与者意识到他的交易没有得到加速器或者委员会的确认，他可以发送一个
特殊的呼喊交易（该交易包含了他想要被确认的交易）到底层慢速链上。加速器被设计为将会额外确认它在慢速链
上看到的所有“呼喊”交易。

现在，如果一个委员会成员看到慢速链上的一些交易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被公证——以慢速链上的区块计数
（通常是 k 个区块以内）——他们就知道加速器（或大部分委员会成员）一定在作弊或者是掉线了。这个时候，这
个委员会成员就将停止签署心跳消息。

因此，只要  的委员会成员是诚实的，作弊的加速器将会“窒息”——没有新的加速器心跳会被公证。这样，所有观

察慢速链的节点都将进入“冷却期”，随后进入慢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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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何重启快速路径  

系统一旦进入慢速模式，所有交易都将发布到慢速链上，我们需要通过某种方法来回到快速路径。我们设想了几种
不同的方法：

固定时间退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慢速模式下等待慢速链产生固定数量（例如 100 ）的区块后，再切换到用“快
速路径”来确认；希望在这段时间内可以修复加速器。

指数退避：另一种方法是使用“指数退避”（类似于TCP/IP协议中的指数退避），起初在慢速链上等待较短时间，如
果在等待期间内没有接收到规律的心跳，则下次等待时间以指数级增长。（通常以 2 的 n 次方作为倍数，n 从 0 开
始，即每次新的等待时间都等于前一次等待时间的 2 倍，校订注）

基于投票的方案：最后一种方法是在慢速链上进行某种形式的选举，从而选择一个新的加速器节点。

更一般地讲，如果返回快速路径的条件是一个慢速链上 稳定 内容（即丢弃慢速链的最后  个区块）的断言，我们
可以依赖任何一种退避方法。（例如，对于固定时间退避，在系统进入慢速模式，并产生 100  个区块后，
断言会返回 ，且该断言本身也是慢速链内容的一个属性。）

2.5 如何选举产生委员会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讨论如何选举产生委员会。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几种不同的方式：

使用最近的矿工：最简单地选举产生委员会的方法也许是选择产生慢速链上最近 500 个区块的矿工（如 [19] 中所
做的那样）。然而，我们注意到，如果选用这种方法，我们必须保证的前提是慢速链是“公平的” [18]，即诚实开采
的区块比例与诚实用户的比例相近。中本聪的原始区块链和以太坊都不是这样（参见 [12] ），但如 [18] 所示，任
何区块链都可以变成一条公平的区块链。如果我们采用这种方式，最终协议将在 W 为“大部分计算是诚实的”的条件
下保持网络的一致性和活跃性（该条件意味着委员会中大部分成员都是诚实的），并在 O 为“1) 加速器节点是诚实
的，2) 大于  的挖矿算力是诚实的”这样的乐观条件下，保持高吞吐量和即时确认。

利益相关者抽样：如果区块链用于加密货币（正如我们想要的那样），我们可以改用从最近利益相关者的子样本中
选择产生委员会。这可以通过我们之前的成果 Snow White [10] 中的方法来实现：

慢速链长度为  时的委员会是根据慢速链长度为  时的利益相关者选出的，这是通过一个以链在长度 
 时的哈希值作为输入的选择函数达成的。正如我们之前的工作 [10] 中更详细描述的那样，  的“回顾

（look-back）”的原因是为了防止攻击者自适应地选择它自己持有的密钥以提升被选入委员会的概率。这种
方式在 W 为“1) 慢速链是安全的，2) 大于  的利益相关者是诚实的”的条件下，能够保证一致性与活跃性；

并且在 O 为"1) 加速器节点在线并且是诚实的，2) 大于  的利益相关者在线并且是诚实的"的条件下，能够

实现快速确认。

该方案的缺点是太乐观地假设大多数利益相关者都在线（因此快速路径的条件很少成立）。下一个方案解决
了该问题。

托管利益相关者抽样：我们可以为希望在委员会任职的利益相关者提供 托管 (escrow)（作为慢速链中的交易），而
不是从全体利益相关者集合中抽样。接下来，我们可以使用上文提到的相同的抽样方法，仅从当前已经托管的利益
相关者中抽样选取产生委员会（而不是全部利益相关者）。

这种方式在 W 为“1) 慢速链是安全的，2) 大于  具有合法托管的利益相关者是诚实的”的条件下，能够保证网络一

致性与活跃性；并且在 O 为“1)加速器节点在线并且是诚实的，2) 大于  具有合法托管的利益相关者在线并且是诚

实的”的条件下，能够实现快速确认。

更一般地讲，当慢速链长度  为慢速链稳定内容的函数时，可以使用任何委员会选举方案选举产生委员会（上述具
体实例需要更多关注的原因是为了确保委员会中大多数成员是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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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under协议的完整说明  

这里我们将提供完整的协议说明。我们设置  为一个安全参数：如前文所述，在因  导致的微小概率之外，我们
需要底层慢速链确保网络的一致性与活跃性。（具体参数将在即将发布的实现资料中介绍。）

为了简化说明，我们首先描述从快速模式开始的协议，且在乐观条件不满足时简单地进入慢速模式；然后，在 3.4
节，我们将讲述如何对协议进行扩展来支持“重启”快速模式。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还假设每个微区块仅包含一笔交易 ——在实际中，一个微区块将包含一批交易（并且我们
的协议能够进行扩展以应付任何批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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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符号和关键词定义  

底层慢速链（The underlying slow-chain）：

节点（又称为矿工）运行被称为“慢速链”的底层区块链协议。我们使用  表示节点在慢速链中能看到的
区块信息；  表示到第  个区块（含）的区块链；  表示最后的  个区块被移除后的区块链
（回想一下，因为区块链的特性，我们无法保证所有人对整条链有一致的视图。但它们有一个安全参数 ，即
从区块链上移除的最后  个“不稳定的区块”。）；用  表示从第  个区块至第  个区块的这部分区
块链。

我们假设在慢速链上有一个公开已知的 起始长度  作为我们执行 Thunder 共识协议 2  的起始点。

委员会选择（Committee selection）：

我们假设有个 众所周知 的函数 ，以区块链的稳定部分  为输入，并输出委员会成员的集
合，这可以表示为 。（我们已经在 2.5 节讨论过一些具体的委员会选择方法。）

微区块（Micro-blocks）：

快速通道中的每个 微区块 日志结构如下，

其中，  是顺序号，  表示与微区块关联的 慢速链长度（它指示着交易提交时的慢速链长度），  是
一个交易。

心跳（Heartbeats）：

 除了用日志的哈希值  取代 ，心跳的结构和微区块相同。具体如下，

我们说，这样的心跳 与慢速链长度  相关。

公证（Notarization）：

设  为  或 。当 a) ，且b)  是由加速器产生，并
得到  中超过  的成员的有效联合签名，我们会说  是关于 chain 的  的公证。只

要 chain 在上下文中是明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简单将  称作  的公证。只要在节点  的慢速链视图中 
是 chain 上  的公证，节点  就可以认为  是  的公证。

 最终，一个得到公证的微区块（或心跳），就是简单地由微区块（或心跳）及其公证数据成对组合而成的。

遗漏的心跳（Skipped heartb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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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满足 a) ，且 b)  不包含与高度  相关 3  的公证过的心
跳，我们就称慢速链  具有遗漏的心跳。

呼喊交易（Yell transactions）：

 呼喊交易就是慢速链上的一种具有特定修饰符 yell 的交易。

3.2 快速模式协议  

所有人：  

储存公证消息：

每当收到消息 （对于 chain）和其的公证数据 ，储存  并将其标记为已公证。

( , , , _), ( , , , _), …, ( ,  , , _),

提取日志：

a) 一个幸运序列可以定义为具有连续的顺序号的一个公证过的元组序列

其中，

；
对所有 ，  { }；
对所有 ，当  时， ；否则 ；

b) 设  为  中第一个遗漏的心跳。在  上找到一个已经观察到的，由长度 、
、...、  上的心跳所组成的幸运序列 。

c) 设  为已观察到的最大幸运序列——如果其中存在重复，可用任意方式去除。输出结果为 
加上所有存在于  中的、顺序号不在  中的交易。

过渡到“慢速模式”

如果观察到  中包含遗漏的心跳，转而执行慢速模式协议（会在 3.3 节描述）。

加速器：  

初始化：

设 ；

微区块公证请求：

一旦加速器发现任何新的交易  （要么经过网络传输，要么是  上的一个呼喊交易片段）：

使 ；
对元组  进行签署，得到签名 ；
发送公证请求  给  的成员。

心跳公证请求：

每当加速器发现慢速链  的长度增长了 ： 4

设  为加速器当前的快速通道日志；
使 ；
对元组  进行签署，得到签名 。其中，  是快速通道日
志的密码学摘要，  是慢速链增长之前的长度；
发送公证请求  给  的成员。

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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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已发出的格式为  或  的公证请求消息 ，当接收到超过  的 

 成员签名时，结合这些签名和加速器自己的签名一起在  上计算得到签名 ，并将消
息  及其公证数据  一起广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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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成员：  

当收到格式为  或  的元组  和其有效的加速器签名时：

检查节点是  的一个成员；

检查  的值在  的  范围之内；

检查没有其他顺序号为  的元组已经被签署；

如果  的类型是 ，签署 ，并将元组和签名返回给加速器；

如果  的类型是 ，

检查 ，其中  是到顺序号  的节点快速路径日志。 5

设  代表链  中所有的呼喊交易；检查  包含了它们全部。
签署 ，并将元组和签名返回给加速器。

客户端：  

当收到交易  时：

把交易  发送给加速器。
如果慢速链增长  步后，节点的快速路径日志中还没有包含交易 ，那么为交易  广播一个呼喊交易（在
底层慢速链上）。

矿工：  

参与底层慢速链的挖矿。对慢速链协议的输入包含：

节点所知道的每一个不包含在慢速链中的呼喊交易；
还未包含在慢速链中的每一个已公证的心跳。

3.3 慢速模式协议  

在慢速模式中，委员会成员忽略所有来自加速器节点的消息。广播所有收到的交易作为输入，且只向慢速链发送交
易。

矿工：  

设  为触发慢速模式的最小遗漏心跳。
设  为  中  时的心跳哈希摘要，设  为与  相匹配的快速路径日志的前缀。
参与慢速链挖矿；在每一轮中，为慢速链协议输入：1) 每个不包含在  和  中的已公证交易；2) 
它观察到的其他每个还没有被纳入  或  中的交易（包括那些呼喊交易中的交易）。

所有人：  

广播快速路径日志，包括每一个微区块的公证。

设  是可以使  包含一个遗漏心跳的最早区块 6 。

af://n295
af://n324
af://n334
af://n344
af://n347
af://n358


设  为已公证元组  组成的最大幸运序列（参考 3.2

节），其中每个元组都是在冷却期结束前，即在前置链  7  中已经被观察到的。如果有多个这
样的幸运序列，任意选一个作为 。

假设  包含了慢速链长度为  的连续心跳，其中 。设  为

与这些心跳的哈希并存的已公证元组的幸运序列 8 。

在每一轮中输出以下关联数据：

；
顺序号不包含在  中，但存在于  中的每个元组；
所有  中还没有输出的其他所有交易（与它们在  中出现的顺序一致）。

3.4 重启快速路径  

当节点处于慢速模式时，它们可以通过如下方法重新启动快速路径执行：设  为决定何时离开慢速模式的断
言（这些断言的例子可以在 2.4 节中找到）。

设  是可以使  包含一个遗漏心跳的最早区块。设  为  中可以达到下列效果的最短前置链：
如果  并且 （其中  是一个策略断言），节点就会进入快速模
式，并重置 。

当慢速模式和快速模式多次转换时，我们要在每次启动新的快速模式时分配一个唯一的纪元号（epoch
number）。所有的  和  消息都应该 额外加上纪元号标记（为简单起见，我们之前的描述省略了
这个纪元号）。最后，当有多个纪元（每个纪元包含一个快速模式和随后的一个慢速模式）时，节点应该依次输出
所有纪元的日志（我们上面的描述解释了如何从一个这样的纪元输出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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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极端条件下的安全性  

Thunder 共识协议的一致性和活跃性仅在（最坏的情况）条件 W 下成立：1) 慢速链是安全的，2) 大于 1/2 的委员
会成员诚实。

但是，如果多数委员会成员被收买（但慢速链是安全的）时会怎样？我们分别解释一下一致性和活跃性：

极端条件下的一致性：首先，只要加速器行为诚实，即使整个委员会被收买，一致性仍然能保持完好。另一
方面，如果加速器和委员会的大多数都被收买，那么 快速通道上 的一致性可能就不再成立，也就是说，委员
会和加速器的恶意联盟可以对一个顺序号进行“双重签名”，从而制造一个双花（double spending）。

然而，一个极端的用户（例如，收到一笔大额交易）采用如下的方法可以始终确保其收到的资金不会被双
花：用户一直 等待 交易被写入位于慢速链上 稳定部分 的一个心跳中。这样保证了交易无法逆转。

极端条件下的活跃性：只要委员会中有 1/4 的成员是诚实的，活跃性就会保持完好——这足以使加速器“窒
息”，然后返回到慢速链。因此，交易可以被加速器“过滤”的唯一方式是加速器和委员会成员的 3/4 都被收
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呼喊交易有可能没有得到确认，但委员会却错误地签署了心跳。

所以，总而言之，即使加速器和整个委员会都被收买，如果用户愿意等待心跳确认，也可以保证一个交易永远不会
被逆转（假设慢速链是安全的）。因此就一致性而言，只要用户等待足够让慢速链确认交易所需的时间，即使在极
端的情况下，我们也能获得与慢速链相同的安全级别。（此外，请注意，委员会成员对一致性的任何攻击（即一
个“双重签名”）都是可以进行公开验证的；任何此类行为都可以使委员会成员“受到惩罚”（例如，通过剥夺其在委
员会的席位以及作为委托人的资格）。并且只要被收买的委员会成员不超过 3/4，活跃性会一直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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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相关方案的比较  

我们提供一些与相关方案的比较。

链外支付（offchain payment）通道（例如闪电网络 [1] 和雷电网络 [2] ）和状态通道 [11, 15] 支持快速链外
支付，但现有系统中鲜有支持智能合约编程的；此外，参与的各方需要预先进行设置。
很多方案依靠经典共识来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Zilliqa [3] 依靠 PBFT [9] 达成共识并使用工作证明来
做身份验证。他们的方法让人想起我们之前的关于混合共识 [19] 的工作。从那以后，我们决定摆脱这种做
法：1）PBFT 只对  的破坏容错（与此对照，我们的方案则对非多数破坏容错）；2）PBFT 需要在正常路

径上进行更多轮次的投票，因此至少比我们的协议慢两倍——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的研究表明，几十年来对 
PBFT 进行加速的研究是有缺陷的 [6]；3）基于 PBFT 的协议很复杂，难以正确实现，而且维护成本高昂，相
比之下，我们的协议在概念上更简单，因此对于实施和大规模部署十分友好 [13, 16]；并且 4）类似于 PBFT 
的协议在大规模部署中不如区块链风格的协议健壮 [20, 21]。
Algorand [14] 设计了一个新的同步状态机复制协议，并基于协议创建了一个加密货币，也只对  破坏容错；

此外，他们的方案需要重新设计共识层，不能用于加速已有的区块链。
一些工作成果依赖基于 DAG（有向无环图）的方案 [4, 23]（而不是基于链）来防止双花。这些工作没有实现
我们的公共账本的概念；而且也不支持智能合约。
Dfinity 的方案 [5] 依赖于对区块的链外投票，会在两个区块时间到达目标。他们的方案提高了速度，但不能
提高吞吐量。此外，他们没有提供严格的安全证明，因此协议的正确性依然模糊。
最后，由 Poon 和 Buterin [22] 提出的以太坊的 Casper [7, 8] 以及优雅的 Plasma 框架在概念上与我们的方
案相关。Casper 也依赖区块的链外投票，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设置区块检查点（checkpoint），而不是提高
速度和吞吐量。Plasma 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依赖底层区块链来构建链外分片（shard）；我们的 Thunder 
方案符合 Plasma 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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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实际的实现中，也可以利用汇总签名方案（aggregate signature scheme）以紧凑的形式来描述该公证。↩

2. 随后我们可能会从许多不同的时间切入点开启快速模式，但仍然可以对慢速链上的起始块高度  达成共识。↩

3. 也就是说，在  的稳定部分中，存在长度为  的区间，里面不含有正确的心跳。↩

4. 假设慢速链每次增长至多为  步是不违反一般性原则的——我们可以将慢速链上的多步跳跃视为若干单步跳跃。↩

5. 如果该条件不成立，将交易暂时储存在收到消息缓冲区，直到  中的顺序号大于 。↩

6. 作为实践中的一个优化，它有能力检查慢速链的一部分 。↩

7. 如果 l + 2κ 大于 |chain|，我们使用 |chain|。↩

8. 如果没有观察到这样的幸运序列，则向网络上的节点请求这样的幸运序列；并在收到应答之前，输出和前一轮一样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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