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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世界

《人类简史》中提到，人类大规模虚构“共识”的能力、基于深度认知的协作，

是人类区别于其它物种的关键。人类通过规则协作，超越所有物种，改造世界、创

造新事物，如何有效协同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每一次大时代都使协作效率大大

提高。

但每次大时代都以产生新的财富巨头为结局，对普通大众只是城头变幻大王

旗。”人类的思想是由自私的基因构成而成的，但是它们却被建造得既合群、值得信

赖又乐于合作。”马特里德利在《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说到。

BT时代基础规则。人类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从IT（信息）到DT（数据）

和AI时代，构建了数字新世界，使人类获得了更多方便和自由，但同时由于统一基

础规则的缺失，也更容易被操控。跃迁到BT（Blockchain可信）时代是人类社会和

科技发展的必然。新世界BT时代需要的不只是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新世界中的

自主、公平、可信的基础规则。

我们从本质上看数字新世界的发展就会更清晰了解这种趋势。人类认识物理世

界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改变世界；计算机的发明，让人类可以近乎无成本的复制

自己的智慧，并利用它去改造世界；计算机网络使之没有了时空距离，人类通过程

序远程协作，效率大大提高；随着物理世界不断的数据化，人类正在构建数字新世

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数据变成信息知识，并形成决策，使社会资源配置得到优

化、全要素生产效率大大提升。



数字新世界虽然底层技术没有边界，随意联通，但是物理世界的主权、利益、

人性等基本都被平移过来，形成无数相对独立的不稳定空间，规则随意更改，这些

严重阻止人类协作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同时也抑制全人类创新效率的提高，人类信

息科技发展正在进入奇点阶段，需要更多的创新被激发，这些都在呼唤BT时代，呼

唤新世界基础规则的建立。

数据主体。曾经打着协作、自由、共享、反垄断的互联网巨头，为了自己的商

业利益，成为了新的更大垄断者，垄断了本该属于用户自己的数据。无所不用其极

地争抢用户时间、注意力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封闭在自己的平台

中，形成一个个的数据孤岛，甚至用这些数据来操纵伤害用户，而大众会把巨头每

次的小把戏当做赏赐。这种方式极大的抑制了创新，把市场变成一个赤裸裸的“丛

林”，将创新变成了的“人性利用、坑蒙拐骗”和资源消耗战。每一个服务商通过封闭

的中心化账户体系，增加用户迁移难度和成本，把用户死死地锁定在自己平台上。

去中心化。Facebook用户隐私数据泄露问题刚发生不久，人们极力称赞其发行

的数字货币Libra，这是Facebook利用其在数字世界的用户优势，联合巨头进行的一

场全球金融大布局，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看到委内瑞拉、津巴布韦、阿根廷等国家

央行肆意印钞、恶性通胀让百姓手里的财富一夜归零，大家对于强中心化的世界进

行理性的反思；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整个世界都在感受政治、文明、贸易的冲

突，单边主义和多变主义的剧烈对抗，让我们对基于信任、协作和共识的新世界命

运共同体有了更强烈的期待。曾经倒向中心化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天平悄悄开始移

向了另一边。



可信新世界。每个人都向往一个更加智能、更加公平、更有希望的未来，但是我们

不想成为互联网公司手中的牵线木偶任由他们摆布，我们不想被自己信任的组织、国家

所抛弃，被肆意地“剪羊毛”。我们看到的未来是一个可信的世界，我们希望条块分割的

数据能够被打通，而不是把数据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存在大量的冗余和矛盾，浪费了大

量的资源却形成不了整体合力；我们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更加信任地进行协作，而不是

沟通摩擦成本很高，各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我们希望有一个去中心化的可信平台为

世界提供安全优质的服务，而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选择比较；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更加

开放包容，让每个角色都能够被平等对待，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席之地，有尊严地活着；

我们希望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能够保值增值，内心充满着安全感和幸福感；我们希望未来

的规则能够统一公开透明、数据信息能够更加可信、价值能够更加充分流通、信用能够

在更大范围内传递……

这些美好的向往，在遇到区块链的那一刻，就像上帝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希望之窗，

光就照了进来。



2 橄榄枝

新思想。我们都曾经被比特币的发展模式所深深震撼，被其背后的思想深深吸

引。区块链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思想：让技术来解决人与人之间信任的问题；区块

链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运营模式：以一种很轻的方式启动，用未来的价值换取当下

的付出和贡献；区块链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组织方式：将组织的边界打开，吸引更

多优秀人才为生态创造价值并引领生态的发展和进化。 比特币是区块链的起点，它

致力于构建一个人人可信的分布式账本体系，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支付结算系统。

受比特币的启发，大家逐渐总结并认可区块链公开透明、不可篡改、开放共识等特

点。有了这些优点，人们自然想基于此做更多的事情、解决更多的问题。“智能合约”

的概念被以太坊适时地提出，通过编写合约代码来解决更多的问题，具有更多的灵

活性和自主性。遗憾的是，以太坊沿用了比特币的底层框架逻辑并做了一些改善，

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性能瓶颈和存储瓶颈的问题，大量简单的交易就会将整个网

络堵塞，更不用说复杂任务的高并发执行。

新目标。不论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都不是区块链的终局形态。如果可信世界

的未来是必然的，那么到时会有大量的创业者、开发者针对他们发现的问题、用户

需求以及想要提供的服务进行各种应用开发，因此他们一定需要一个无限可扩展、

安全可信、方便易用的平台来承载各种规则、资产、数据和业务逻辑，支撑起互联

网级别海量的应用和海量的用户。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跳出比特币和以太坊现有



的局限性，站在更高的角度、以更远的视角来进行设计，重点考虑如何构建一个安

全可信的底层技术来重构整个生态，这就是Thinkey——可信新世界的核心引擎。

这个引擎要支撑起大量的去中心化生态（公链）、去中心化应用（DAPPs）、

分布式商业场景、分布式自治组织（DAO）的成长壮大。Thinkey就像大地一样，承

载并滋养可信世界生长出来的万事万物，给所有人提供一个自由、平等、开放、公

正的环境，把边界打开，把门槛铲平，为每个人提供非常友好的参与“接口”和“界面”，

尊重每一个人的自主权、爱好，自主地参与有兴趣、有价值、有意义、有获得的工

作或者创造，因为再小的共识也是有价值的，再小的个体也是有品牌的，再小的协

作也是有力量的。



新征程。区块链归根结底要解决信任的问题，是一条“信任纽带”，是一个“规则

引擎”，连接起越来越多需要协作的相关方，或许以前认为永远不会发生关系的两方，

未来会建立起密切关系，迸发出涌现效应。未来“+区块链”会成为主流，传统的业务

通过渐进的或创新的方式进行升级改造，而且一定会有新的商业模式、产品形态爆

发出来，但是出发点一定是市场需求痛点与区块链的特点模式非常契合。当然，区

块链的大范围渗透和应用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共识形成不会一蹴而就，可

信数据的价值体现不会一蹴而就，生态价值的彰显不会一蹴而就。每一个参与区块

链行业的朋友们都应该有耐心、有恒心、有信心、有决心，而不是急功近利，幻想

着一夜暴富。区块链的健康发展必须回归价值，赋能行业的长周期。这是一条很长

的坡，上面还有很湿的雪，现在需要众人的智慧和力量将雪球滚起来，因为我们知

道有一种心态叫做开放，有一种精神叫做自由，有一种力量叫做团结，当我们跨越

了家庭、公司、国家这些边界的时候，当绝大多数人真正联合起来的时候，当一种

命运共同体成长壮大的时候，我们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



3 Thinkey应运而生

Thinkey是可信新世界的核心引擎，这个引擎永不停止，可以支撑无限的业务，

引擎上运行着不可更改的各种规则程序，在不同主体之间高效传递信任。引擎的当

前和历史状态都可被验证，物理世界中的人和物可以在这个世界中拥有一个永生的

身份，人类和机器（程序）在这个世界中高效协作，改变世界。人类不断将自己的

认识和思想转变成为算法或者规则，人、组织、机器（程序）等基于这些规则程序

高效协作，创造物质和思想、执行任务。区块链世界上不断积累，让世界演化速度

越来越快。



3.1 用信任链接和驱动世界

不论世界如何发展演进，“信任是刚需，共识是基石，合作是动力”的主旋律不

会改变。Thinkey为最大范围的信任、共识和协作而生，作为能够支撑起海量应用和

用户的区块链基础设施，面向大规模的商业应用，提供便捷友好、高效安全的开发

部署环境，让万事万物都能够轻松上链，打造链接一切、协同世界的分布式商业新

生态，用信任链接和驱动世界。

3.2 构建智能进化生态

比特币的发展和演进过程，让我们看到一群平凡的人可以做一个不平凡事业的

底层逻辑，让我们看到组织基业长青、跨越不连续性的可能性。Thinkey将探索打开

组织边界的方式，激励和吸引越来越多的成员参与其中，高效协同、形成合力。构

建一个良性发展的生态圈，能够不断向前迭代、自我进化，通过持续引入“负熵”破

解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死”问题，成为真正去中心化的智能进化生态，具有强大的

反脆弱性，在持续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地破茧成蝶，直到永恒。



3.3 Thinkey价值观

Thinkey的核心价值观：开放包容、自由平等、合作共赢。

开放包容：Thinkey在设计之初，就是一个开放的、无限可扩展、安全可信、高度自

治的系统。Thinkey以分层多级的模式做公链的公链，生态参与者不仅能部署自己的

DAPP，部署一条自己定制的公链，还能部署自己的生态。其与生俱来的包容性，使

得最终将消除歧视，连接全球经济和企业实体，从而让世界更加繁荣。

自由平等：未来新世界将是一个由区块链连接的整体，区块链新世界的基石是公链。

区块链正逐步改造我们的信息互联网，向着价值互联网发展。区块链网络中人人平

等，Thinkey向所有人打开了一扇平等的大门。Thinkey面向每一个人，是人人都可以

参与的新世界，是人人通证，人人公链的区块链世界。自由是通证经济的基本特征。

区块链新世界的自由是更高层次的自由+自律、政府监管+社群的自治，是因为共同

的科技信仰加入区块链新世界从而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

合作共赢：合作、共识、共赢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足以凌驾于万

物之上的根本原因。Thinkey分层多级共识体系通过区块链技术手段产生被动信任，

形成不可篡改的共识机制，从而达成迄今为止信任的最高境界——无需信任，实现

生态共赢。



4 Thinkey 技术

技术永远是理性的、逻辑的，本质是不变的，但是在区块链行业，技术新名词、

新概念、新解释层出不尽，但很多“故弄玄虚”、“混淆视听”，甚至“指鹿为马”，以便

浑水摸鱼。

前面阐述了建立可信新世界的目的和意义，涉及到很大的范围，但当前区块链

技术还是属于计算机科学范畴，也许某一天有一种非计算机技术能够满足前面提到

的需求，但那是另外一个维度，从数字世界本身来说，这是当前可行和有效的手段。

区块链技术用分布式共识的方式解决可信问题，牺牲了实时计算效率，但提供

了一种新的平台、空间和逻辑，这是集中式技术无法带来的。区块链的可信是有边

界的，计算和存储也是有明显缺陷的，但它是可信世界的核心，需要其它技术来融

合和增强，使得更大范围的传递信任，共同构建可信新世界。

在区块链的技术中，去中心化不需要许可是基本要求和根基，需要许可的联盟

链在整个可信世界中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不能舍本逐末，公链是根本。在

Thinkey的设计中也包含联盟链，它是基于无许可技术的简化版，信任范围小。公链

和联盟链配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扩大信任传递范围，但是这种传递是有条件的。



4.1 区块链模型

为了理解区块链本质，首先定义基于交易的区块链模型，量化安全性、一致性、

去中心化等参数指标，并提出相关的函数，构建可量化分析的区块链模型。

区块链系统Ω由五个部分组成，包括：f是共识函数、V是节点集合、T是交易数

据集合、S是消息集合、B是区块集合。

区块链系统是指，节点集合V通过共识函数f把不断产生的交易数据集合T写成区

块集合B，并产生消息集合S的系统。共识函数f包括消息共识函数fs和区块共识函数

fb，是由系统决定的。节点集合V随着时间而变化。t表示当前的时间，Vt表示t时刻

系统Ω的节点集合，Vt−in表示t到t + 1时刻新加入系统Ω的节点集合，Vt−out表示t到

t + 1时刻退出系统Ω的节点集合，那么：

Vt+1 = Vt + Vt−in − Vt−out

交易数据集合T:= {Tv | v ∈ V}随着时间变化。对任意v ∈ Vt ∩ Vt+1，Tt
v表示t时刻v尚

未处理的交易集合，Tt−in
v 表示t到t + 1时刻v收到的消息集合，Tt−out

v 表示t到t + 1时

刻被处理的交易集合：

Tt+1
v = Tt

v + Tt−in
v − Tt−out

v

下面先从理论角度来阐述区块链，从基本模型出发来分析，再谈系统模型的构

建，然后是具体算法机制的设计实现。希望通过体系的、由简入繁的、抽丝剥茧的

方式，更加清晰的描述区块链的技术逻辑、发展路线、本质、优点和缺点，体现

Thinkey技术的先进性、蕴含的魅力和无穷的潜力。



消息集合S:= {Sv | v ∈ V}随着时间变化。对任意v, u ∈ Vt ∩ Vt+1，St
v表示t时刻v的消

息集合，St
v,u表示t时刻到t + 1时刻v从u收到的消息集合，St−out表示t + 1时刻之后

不再影响共识函数f的消息集合，那么：

St+1
v = St

v + 

u∈Vt,u≠v

St
v,u − St−out

v + Tt
v

同时由消息共识函数生成t + 1时刻v向u发出的消息集合Mt+1
u,v = fs(St

v, Bt
v, u)。

区块集合B:= {Bv | v ∈ V}随着时间变化。对任意节点v ∈ Vt ∩ Vt+1，Bt
v表示t时刻

v确认的区块集合，且Bt
v满足链式结构。区块共识函数生成t + 1时刻v的区块集合为：

Bt+1
v = fb(St

v, Bt
v)

4.1.1 共识算法的去中心化

区块链系统的去中心化体现在多个层面，其中的关键是共识的去中心化。共识

去中心化是区块链系统与传统互联网系统最重要的区别，也是决定区块链的民主性

安全性的重要因素。

评判一个共识协议是否去中心化，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现在没有一个被广



泛认可的标准。去中心化的主要目的有两个：系统的结构分散，使其不会因为少数

节点的掉线、叛变或遭受攻击而失效；共识由系统参与者共同完成，这种民主性增

加了系统的透明度和可信度，避免系统被寡头控制。

每个参与者在系统中应该有多少发言权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中心化可能性、公

平性。

区块链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阶段性的中心，但不

具备强制性的中心控制功能。首先，系统需要根据节点v的计算能力、系统贡献度或

是网络传输能力赋予其权值wv。一个公平合理的权值评价体系，可以激励系统的运

行，提高合作效率，增强系统性能，促进生态发展。例如，在工作量证明机制

（Proof of Work, PoW）中wv就是v所拥有的算力比例，在权益证明机制（Proof of 

Stake, PoS）中，wv就是v所拥有的代币比例。我们用：

W(U):= 

v∈U

wv

表示节点集合U在系统中的权值和。

在区块链系统运行过程中，系统中的节点可以从打包交易、生成区块，或其他

过程中获利。节点v在系统中的权力av定义为v的期望的获利比例。在一个完全去中

心化的系统中，每个节点的权力和他的权值是相符的，那么系统Ω的中心化程度σ可

以定义为：



σ:= 

v∈V

| av −wv|

系统Ω的σ值越低，说明系统去中心化程度越高。

4.1.2 系统安全性与一致性

区块链是一个去中心化系统，没有一个中心节点来维护区块集合B。共识函数f

的设计使不同节点之间维护区块集合是同一个，从而达成一致性。然而系统中可能

存在节点v，它不按照共识函数f，故意给u发送错误消息Mt+1
v,∗ ≠ fs(St

v, Bt
v, u)，从而

影响其他节点的操作和全网的一致性，我们称这样的节点为坏节点。坏节点集合：

Ht = v ∈ Vt |∃u ∈ Vt s. t.Mt+1
v,u ≠ fs(St

v, Bt
v, u)

如果在任意时刻t，满足W(Ht) ≤ η ⋅ W(Vt)，我们称系统Ω的满足容错参数η，这里W

是节点权值函数（见4.1.1）。给错参数η，我们定义在时刻t的有效节点集合：

Ut
η
= arg max

U⊆Vt | W(U)≥（1−η)W(Vt)
{| ∩

v∈U
Bt
v|}

和系统区块集合Bt
η
=∩v∈Ut

η Bt
v。如果在任意时刻t，任意区块b ∈ Bt

η都满足：∀k ≥

t + τ

Pr[b ∈ Bk
η
] ≥ 1 − 2−c



我们称系统Ω的满足确认参数τ，这里c是给定的一个常数。给定参数η，定义τ(η)为

系统能满足的最小的确认参数。分布式系统中的一致性包括：强一致性（τ = 0），

弱一致性（τ ≤ τ∗），最终一致性（τ < ∞）。在区块链系统中，由于网络延迟和共

识等因素，无法保证任意时刻全网节点数据的强一致性，只能退而追求弱一致性。

给定确认参数τ∗，对于某个容错参数η，如果系统Ω满足确认参数τ∗，我们称系统Ω

满足一致性。这样我们把系统Ω安全性ζ定义为能满足确认参数τ∗的最大容错参数η，

即：

ζ = max
0≤η≤1

η s. t. τ η ≤ τ∗

4.1.3 系统性能

区块链系统的性能主要体现在系统确认交易所需的时间，一般用两个参数刻画：

确认时间（只有一笔交易时需要的时间）和吞吐量（单位时间内确认交易的最大数

目）。确认时间是用户进行一笔交易的最短周期，如果一个系统的确认时间很长

（例如比特币需要大约1小时），会造成用户体验不佳，限制系统的应用场景。如果

吞吐量太小，不足以处理所有交易请求，就会有一些交易被堵塞或丢弃，造成整个

系统的延迟提高。

更一般地，给定一个交易集合T，定义d(T)为T中全部交易被确认所需要的等待

时间（delay），该时间的期望值：

D(T):= 𝔼[d(T)]



反映了系统处理T中交易的能力；这里取期望值是为了反映系统和环境的随机性。当

T中只包含一个交易，D(T)即为系统的确认时间。当T中包含很多交易，D(T)可以反

映出系统的吞吐量；和吞吐量这种单一指标不同，对于同样大小的集合T，D(T)可

能会根据T中包含的具体交易而改变（甚至剧烈变化）。

对性能的讨论只有在系统具有足够的一致性和去中心化时才有意义。因此，提

高性能的问题就是在保证系统的中心化程度σ ≤ σ∗和安全性ζ ≥ ζ∗的前提下（其中σ∗

和ζ∗是系统常数）对函数D进行优化。这里的定义允许我们考虑实际应用中的交易模

式，并针对性地进行分析和优化。

在一个区块链系统确认一笔交易，需要保证所有参与者的共识。为了优化性能，

应该改进共识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和通讯复杂度。

经典的PoW共识机制，要求节点进行大量的额外运算来争取打包的权限，在保

证系统的安全和稳定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计算复杂度。后来提出的PoS、DPoS和

它们的一些变种，避免了PoW的额外开支，但节点仍然需要进行验证和签名，而智

能合约也增加了处理交易所需的运算量，并且这些运算是无法避免的。

共识算法的通讯复杂度，分为两个部分：共识的参与者需要先达成共识，然后

广播到全网的所有全节点。为了在去中心化的前提下实现安全性，即允许网络中存

在一定数量的恶意节点，每笔交易被确认之前要得到一定数量节点的验证，这需要

所有共识节点都收到该交易。广播可以在达成共识后进行，不会影响确认速度，但

如果网络中有很多全节点，广播需要的带宽和时间可能会影响网络的性能。



4.1.4 高效共识机制

对一个交易集合T，全部交易被确认所需要的等待时间为：

d T = h dcomp T , dcomm T , dempo T σ ≤ σ∗, ζ ≥ ζ∗

其中dcomp表示共识计算的延迟，dcomm表示共识通讯的延迟，dempo表示共识

权限分配的延迟，σ, ζ表示系统的去中心化程度和安全性，σ∗, ζ∗为系统常数。为了提

高共识机制的效率，需要对性能函数中的dcomp, dcomm, dempo进行优化。

1. 𝐝𝐞𝐦𝐩𝐨：𝐝𝐞𝐦𝐩𝐨主要由共识权限的分配方式决定。现有的区块链系统中，分配

共识权限的方法主要包括：基于算力分配（PoW）、基于股权分配（PoS、DPoS）、

基于身份认证分配等等。

基于算力分配共识权限的区块链系统，为了保证系统的去中心化程度，使每个

节点都可以获得和它权利wv相匹配的影响力av，需要算力证明函数使Gwork(wv) =

av，此时σ = 0。但Gwork需要大量的计算，dempo较高；

基于股权分配共识权限的区块链系统，存在容易计算的股权证明函数Gstake满足

Gstake(wv) = av，此时σ = 0，dempo较低；

基于身份认证分配共识权限的区块链系统，需要引入第三方的认证来保证影响

力分配的公平公正，这种方式更适用于联盟链类型的区块链，并不适宜于基础公链。



2. 𝐝𝐜𝐨𝐦𝐦主要由共识节点集合规模决定。在共识算法不变的情况下，参与共识的

节点集合越小，需要传输的数据量越低，dcomm越低。共识的节点集合大小受到系

统安全性的限制。假设系统Ω的节点集合为V，Ω的安全性系数为ζ，共识过程由一个

子系统Ωc完成，Ωc的节点集合为U，Ωc的安全性系数为ζU，Ωc中坏的节点的比例z。

此时共识子系统Ωc安全的概率为：

Pr(z ≤ ζU) = 

i≤ζU|U|

ζ|V|
i

(1−ζ)|V|
|U|−i

|V|
|U|

当|U|很小时，虽然dcomm很低，但对应的共识系统安全的概率也变得很低，整

个系统可靠性下降。

为了保证系统安全性满足ζ ≥ ζ∗，共识节点集合大小应满足|U| ≥ k∗。

3. 𝐝𝐜𝐨𝐦𝐩：𝐝𝐜𝐨𝐦𝐩主要由节点的计算性能决定。在共识算法不变的情况下，参与

共识的节点计算性能越高，完成共识所需的时间越短，dcomp越低。在共识过程中，

节点v的计算性能为ev，节点v的影响力为av，那么整个系统Ω的计算性能上限eΩ满

足：

eΩ ≤ 

v∈V

av ⋅ ev

由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可以通过提高节点的影响力a或提高节点的计算性能e来

提高系统的计算性能上限。



提高节点性能：当系统中影响力为a的节点平均计算性能提高了m倍，系统的计

算能力上限提高了ma倍。虽然可以通过提高影响力节点的计算性能来提高系统计算

性能的上限，但由于摩尔模型的限制，在一个性能需求快速增长的系统当中，单纯

通过提高节点计算性能无法满足整个系统的性能要求。

提高节点影响力：传统的单链系统中σv∈V av = 1，而通过多级分层的方式，m

条分链同时运行，可以大大增加节点的影响力。假设节点v在第i条分链的权利为 av,i ，

σv∈V,i∈[k] av,i = m，那么：

eΩ ≤ 

v∈V,i∈[k]

av,i ⋅ ev

即使在一个性能需求快速增长的系统当中，仍然可以通过增加分链的数目来满足系

统的性能要求，降低dcomp。

4.1.5 共识协议栈

基于上面的理论模型分析，我们系统设计了一套高效的、可扩展的、去中心化

的、安全可靠的共识协议栈。具体来说，系统Ω(f, V, T, S, B)由包含一个区块链树

Tree。在Tree中，非叶子节点x对应的区块链系统为结构区块链Ωst，负责对x的所有

子节点对应的区块链系统的节点集合和区块集合进行维护；叶子节点y对应的区块链

系统为交易区块链Ωtx，所有交易数据都在交易区块链上进行共识。设Tree中结构区

块链个



数为mst，交易区块链个数为mtx，那么区块链树Tree的规模mst +mtx，随着数据交

易集合大小的变化而动态调整。

结构区块链Ωi
st(f st, Vi, Si, Bi), i ∈ [1:mst]负责对它在Tree上的子节点对应的区块

链的节点集合和区块集合进行共识，其中：

• f st为结构区块链共识函数，包含消息共识函数fs
st和区块共识函数fb

st

• Vi为Ωi
st的节点集合，Vi随时间而变化。如果系统Ωi

st在Tree上存在父节点，且它

父节点对应的区块链系统为Ωj
st，那么Vi ⊆ Vj

• Ωi
st中不含交易数据集合，消息集合Si和区块集合Bi，由消息共识函数fs

st和区块

共识函数fb
st确定

• Ωi
st的区块b包含它在Tree上的子节点对应的区块链的节点集合和区块集合

交易区块链Ωi
tx(f tx, Vi, Ti, Si, Bi), i ∈ [1:mtx]负责对交易数据子集Ti进行共识，其中：

• f tx为交易区块链的共识函数，包含消息共识函数fs
tx和区块共识函数fb

tx

• Vi为Ωi
tx的节点集合，Vi随时间而变化。如果系统Ωi

tx的在Tree上的父节点对应的

区块链系统为Ωj
st，那么Vi ⊆ Vj

• Ti为Ωi
tx的交易数据集合，满足：



ራ

i∈[m]

Ti = T and Ti ∩ Tj = ∅, ∀i, j ∈ [1:m]

所以任意交易t ∈ T，t只会被共识一次。

• Ωi
tx的消息集合Si和区块集合Bi，由消息共识函数fs

tx和区块共识函数fb
tx确定。

以下我们证明，Thinkey系统Ω满足去中心化参数σ∗，且Ω的性能不随着系统节

点数目|V|和交易数据集合大小|T|的增加而下降。

• 交易数据集合 T被拆分成若干子集T1, T2, ⋯ , Tm，然后由m个交易区块链分别进行

共识。所以有共识计算延迟dcomp = O(
|T|

m
)，当交易区块链的数目增长和交易数

据集合大小增长基本保持一致时，dcomp为常数。

• 交易区块链Ωi
tx的节点集合Vi和节点v ∈ Vi的影响力ai,v由系统Ωi

tx的在Tree上的父

节点对应的区块链系统Ωj
st的区块集合Bj决定。通过使用可验证随机函数，可以

在常数时间计算影响力出分配函数G(v) = {ai,v|i ∈ [1:m]}。所以共识权限分配延

迟dempo = O(1)。当系统节点集合大小|V|增长时，dempo为常数。

• 在交易区块链Ωi
tx中，通过节点的影响力ai,v，选出节点子集U进行共识过程，并

在共识完成后广播给Ωi的节点集合Vi。此时共识通讯的延迟dcomm = O(|U|)，当

选出的节点子集大小|U|为常数时，dcomm为常数。



• Thinkey系统的常数时间影响力分配函数G满足



v∈V

|
1

m


i∈[1:m]

ai,v −wv| ≤ σ∗

所以系统Ω满足去中心化参数σ∗。

4.2 可信分布式计算平台

从系统角度来说，区块链是一个可信分布式计算平台，它可以充当共享计算资

源。客户可以将此平台视为新一代计算设施。他们向其发送任何请求。当平台收到

请求时，首先检查它的合法性，然后在某些节点上处理请求，并将结果返回给客户

端。通过该过程，数据和消息在平台上传输，以分布式方式管理计算节点和资源。

特别的，一个有效的区块链设计应具有以下属性。（a）安全性(Safety)：所有结果

是正确的。（b）活跃性(Liveness)：每个有效请求都会在一个固定（小）的时间内

处理。在这里，我们假设该平台具有一个统一的可信接口，允许客户端发送请求和

接收结果。此外，还需要共识协议以确保在不同计算节点上运行相同的内容。

最相关的经典模型是状态机复制机（state machine replication）。然而，与

SMR模型（需要许可[9]）不同，区块链平台允许任何节点在无需获得权限许可的情

况下加入。在无权限的设置中（permissionless），节点是不可信的，这引入了一

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也就是“女巫攻击”。在“女巫攻击”中，攻击者能产生大量计算

节点，然后可以轻松控制大多数计算节点以达成共识。为了防止女巫攻击，一种常



见的方法是使用工作量证明（POW）[8]或者权益证明（POS）[6]。

在我们技术相关的白皮书中，描述了系统模型，从一致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可扩展性等面进行了定性分析，提出了一个分析区块链系统可扩展性的框架。

4.2.1 可扩展性

吞吐量是一个重要的系统性能指标，它表示系统处理请求的能力。但是，这个

指标还并不充分。当系统达到其处理瓶颈时，它必须丢弃客户端请求的多余请求，

使系统的可用性降低。因此，我们需要有另一个性能指标来评估系统限制，即可扩

展性（Scalability）。

区块链可扩展性不只是表明当系统中计算节点的数量增加时，系统吞吐量可以

单调增加。除此外，可扩展性还包括：

1. 负载可扩展性，系统适应更重或更轻负载的能力；

2. 功能可扩展性，通过添加新功能增强系统功能的能力；

3. 更新可扩展性，通过使用新一代组件进行扩展的能力。

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析区块链系统可扩展性的框架，它类似于分布式系统[5]。给

定系统的配置C，我们使用FC来评估系统的性能和成本：

FC = F（T,S,Q）= T⋅Q/S



4.2.2 可扩展策略及评估

其中T和Q分别表示系统的吞吐量和服务质量。S表示系统总体成本，包括节点

成本，网络带宽成本等。对于区块链，其Q主要由平均确认时间d和目标确认时间d

决定。为了将Q标准化为（0,1）间隔，我们设置Q =
d

d+d
。然后当d → ∞时Q = 0，

当d → 0时Q = 1

给定初始配置C，我们可以通过缩放因子k将系统的配置扩展到Ck。策略σ指定如

何扩大配置。例如，当初始配置C具有n个节点，并且策略σ将节点数量增加k时，配

置Ck中的节点数量等于k · n。然后，我们可以定量计算可扩展性：

ψσ (k) =
FCk
FC

如果ψσ(k)等于1或随k增加而单调增加，我们说系统在策略σ下具有完美的可扩

展性。

系统的可扩展性基于扩展策略σ。有两种方法可以提高系统性能。一种是通过增

加每个节点的性能，另一种是通过增加节点的数量。类似于Amdahl定律 [1][4]，这

是计算分布式系统理论加速的公式，我们定义了区块链系统的加速。 假设我们使用

k倍预算来构建平台，一部分用于提高每个节点的性能，另一部分用于增加节点数量。

这里我们假设所有节点都是相同的。我们使用r倍预算来提高节点性能，可以增加

f(r)倍。函数f(r)可以是任意函数。由于硬件限制，我们通常设置f(r) = r或log r。



然后节点数可以扩展
k

r
倍。对于请求集A，假设占比p部分可以并行处理，而剩余的

1 − p部分只能被序列化处理（例如，比特币中的p = 0）。然后整个系统的加速比

可表示为：

Speedup(p, k, r) =
1

1 − p
f r

+
p ⋅ r
f r ⋅ k

度量ψσ(k)可以近似为：

ψσ(k) ≈ Speedup(p, k, r)/k.

如下图所示，较大的p值导致更高的加速，区块链系统的设计应侧重于通过架构

和协议设计支持更多并行性。

加速度对应 (a) k = 16, f r = r，(b) k = 16, f(r) = log r， (c) k = 256, f r =

r和 (d) k = 256, f r = log r。



4.3.1 分层多级链结构

从实现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链结构是分层多级链结构。

4.3 Thinkey架构

Thinkey的链按功能分为主链和业务链两种，每条链都是具有自己状态的完整系

统。主链充当整个系统的领导者和协调者，它作为业务链的切入点和信任来源，记

录每条业务链已确认区块的元数据和摘要，产生所有链的委员会选举中使用的随机

种子，并记录选举结果。同时，来自业务的工作负载由所有业务链共同承担，并使

用基于Actor模型的消息驱动协议进行合约并行计算。系统中的所有节点都保持主链

的状态，通过更新和验证主链的区块，节点可以验证已经包括在主链中的业务链的

任何区块数据。该结构具备以下主要优点：



1. 节点加入系统只需要从可信源获取主链的当前状态，或者从创世块重建，并

不需要同步整个系统的所有数据，这使得整个系统的负载大大降低。

2. 每条链的共识是独立和并行执行的，大大降低了对网络带宽和计算处理要求。

3. 主链可以充当系统的协调器，它提供跨链同步，并允许整个系统拓扑是动态

调整的。

4. 节点可以使用主链中的摘要和Merkle证明来验证从另一个业务链发起的事务。

因此，业务链的区块生成者不需要来自其他业务链的任何信息来处理链间交易。

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事务类型或商业主体，划分出不同的业务链进行单独运行。

他们之间可以完全无关的独立运行，通过主链提供的佐证进行跨链通信，也可以把

有从属关系的链组成有依赖的父子关系链，其中子链继承部分父链的属性，例如在

这条链上的账户余额的货币类型、链的选举方式等。



这种关系在逻辑上是相关的，对链的属性以及网络连接产生直接影响，这使得

兄弟链之间可以更容易的进行数据交换。Thinkey的设计原则是允许每条业务链向下

扩展自己的子链，但实际使用中，基本在三层以内都可以解决问题。

无论是主链还是业务链，都有可能因为请求过多而拥堵变慢。当发生拥堵时，

可以通过将该链分片的方式，把请求分散到不同的分片上，以求提高该链的吞吐能

力，随着分片的数量增加，该链的吞吐量线性增加。分片本身也是一条独立运行的

链，分片之间会有针对跨分片交易请求的优化，大大提高分片链间的跨片交易执行

速度。

这种分层多级的结构具有很好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并且可以动态调整，因此

每个链都不会成为整个网络的性能瓶颈。此外，随着链的数量增加，整个系统的吞

吐量线性增加，而不会产生太多的冗余消息。

4.3.2 四层系统结构

基于上面的分层多级链结构，我们从系统角度设计了一种四层实现框架，以方

便系统将来的可扩展和升级。



第一层是整合层，主要解决全系统总体共识，主要负责划分请求和节点，并将

不同的请求分配给特定的委员会进行处理。所有请求首先发送到整合层，在那里它

们将被分割并分配给不同的委员会进行并行处理。由于并非所有请求都可以并行处

理，因此需要根据其类型进行划分。此外，所有活动节点都在整合层注册。这些节

点以随机方式被划分到不同的委员会，并被分配不同的请求。我们需要确保每个委

员会都是可信的，即每个委员会内部的恶意节点比例不会超过系统设定的某个阈值。

第二层是处理层，主要解决单链共识问题，需要处理分配的请求并生成日志。

每个委员会包含一组节点，当委员会收到给定请求时，它需要处理请求，达成共识

并生成日志。由于每个委员会的可信度由上层保证，因此该层只需要考虑如何尽快

在委员会中达成共识。

第三层是数据层，主要解决多链之间的共识，每个委员会生成的日志和请求数

据会根据特定的编码方法进行聚合，以形成单一的日志。系统的目标是每个节点生

成一致的日志。因此，需要聚合算法来集成委员会中节点生成的所有日志，并达到

统一日志。还需要编码方法来减少每个节点的存储。此外，由于节点会不时地加入

和离开委员会，因此必须使来自数据层的相应数据进行同步。

第四层是网络层，主要解决不同属性和任务节点之间的通信。该层是整个系统

的基础，为计算节点之间建立通信。在网络层内，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多层网络，为

每个委员会建立一个共识网络层。



4.4 Thinkey共识协议

在Thinkey系统中，每一条链中都存在三类节点：数据节点，共识节点，普通节

点。数据节点负责其所在链全部数据的存储以及链与链之间信息的交互，共识节点

的主要职责为所在链的运算、打包以及共识，普通节点则只是承载业务。下图展示

了多链间不同节点的的关系。



每次参与的共识节点是随机分配的，他们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重新选拔，

如下图：



4.4.1 委员会选择

为了抵制对无权限系统的女巫攻击，我们使用基于股权证明（PoS）的选举算

法。

比特币、以太坊等早期区块链项目使用工作量证明共识（PoW）。共识参与者

通过"挖矿"，即进行一些特定的复杂计算，竞争记账的权力。挖矿需要消耗大量的

电力、占用大量的计算时间，但这些资源并没有为提高系统的效率作出贡献。事实

上，由于确认一笔交易需要全网的大多数节点的接收和验证，随着节点数量的增加，

在网络中广播信息所需要的时间也会增加，效率反而会降低。

此外，如果共识算法要求每笔交易都要消耗每个参与者的带宽、计算和存储资

源，系统的性能瓶颈取决于每一个维度中最弱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系

统性能，只能要求参与共识的节点均为"超级节点"，反而形成了事实上的中心化。

因此，我们选择了基于权益证明（PoS）的共识机制。在PoS机制中，共识参与

者的记账权取决于其拥有的资产。在我们的共识算法中，共识参与者通过提交押金

的形式证明自己的权益。系统通过随机算法，定期按照押金的比例选取一定数量的

参与者组成委员会负责一段时间的出块。

由于每次出块只需要选出来的委员会成员参加，因此在多链系统中，每条链的

委员会可以同时存在，相互独立地运行。随着网络中的节点数量增加，可以支持同

时运行更多的子链，从而高效地利用节点的资源。



和PoW相比，PoS共识不需要挖矿，大大降低了参与共识的门槛和能源消耗，

更有可能实现真正去中心化。另一方面，与DPoS固定的超级节点出块不同，委员会

由随机的选举产生，这既保证了公平性，又让所有人都有权力参与出块和获得奖励，

也防止了超级节点垄断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和PoW类似，PoS算法的安全性只需

要假设大多数权益不属于恶意攻击者以及网络满足弱同步性。

选择算法需要以下安全属性。

• 假设所有参与者中诚实节点所占的股权比例为δ0，每次选举中当选的委员会成

员中至少δ1比例是诚实的。此外，算法应该是公平的，因为每个参与者被选择的

概率（大致）与参与者所投入的股份数量成比例。

• 委员会成员应该是流动和不可预测的，以便对手不能通过腐蚀委员会成员来攻

击系统（假设腐败的时间超过了委员会的寿命）。

在Thinkey中，我们通过以下过程实现上述属性。首先，在选举之前，由于所有

节点只监听主链，所以当需要选择下一个委员会时，子链必须在主链上发出信号。

所有链的选举都在主链上进行，通过主链上的摘要信息，主链可以收集到各条链的

选举状态，进行汇总发布。同时，主链上会周期性地生成随机种子，用以保障各条

链选举的随机性。

愿意参与共识的节点需要通过发送特殊类型的交易在主链上注册。该交易还规

定了股权金额，该金额将转移到特定的股份账户并被冻结，直到该节点退出并撤回

股权。



主链发布选举信息后，共识参与者可以在主链上看到选举信息，使用对应的随

机种子和自己的私钥计算一个可验证随机函数的值，以此决定自己是否被选中。当

一个节点发现自己有权力加入某条链委员会，它会先加入这条链的网络，在其中发

送自己的ID和可验证随机函数证明，这些信息会被当前的委员会记录。同时，新加

入的委员会成员需要为参与共识进行准备，加入委员会的网络。他们还开始同步子

链的状态。接收到的区块和状态都可以使用主链上的摘要进行验证。

选举产生的节点将建立一个小型共识网络，用于委员会内部的沟通。拥有专用

网络可减少委员会成员之间点对点通信和广播的延迟和带宽消耗。另一方面，如果

设置不当，网络可能不太稳定，更容易受到攻击。 需要确保网络拓扑是健壮的，并

且使用加密安全地交换节点信息。到下一个纪元开始时，新委员会应该生成新密钥，

同步并更新了链的当前状态，在新的共识网络中建立了联系。

选举的公平性对于系统的安全至关重要：如果攻击者可以在一个委员会中占据

多数席位，这个委员会就没有办法正常出块。一方面，为了保证随机种子不能被操

纵，每个随机种子由委员会中的一组成员通过门限签名生成：相比于由出块者独立

生成随机种子，这种方式大大增加了攻击者预测后面的随机种子以及阻止随机种子

生成的难度。另一方面，我们设计的激励机制，使得诚实的委员会成员会愿意记录

新的委员会成员，而不是通过破坏选举来寻求保留自己的出块权力。



4.4.2 委员会的共识

我们假设委员会内部存在部分同步通信模型，其中存在有效的拜占庭容错算法，

并为此设计量身定制的PBFT变体。委员会只占全网节点的一小部分，并且他们会自

己组建一个规模更小的网络以降低广播的延迟，因此得以稳定高效地出块。由于

PBFT算法的性质，当委员会中的节点满足弱同步假设时，在恶意节点不超过一半的

情况下，出块算法就能安全地运行。因此，在选举算法安全的前提下，每个委员会

出块的活性、正确性和唯一性可以得到保证。此外，我们的押金和惩罚机制，使得

委员会成员作恶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由此鼓励诚实的用户不作恶并举报其他人的

恶意行为。

节点的执行可以以轮划分。每轮包括三个阶段：提案，准备和确认（如上图）。

状态转换是事件驱动的。为了在出现网络故障或恶意攻击时保持系统活跃性，本地

时钟可能会触发超时。



1. 提案阶段：委员会的负责人向其他委员会成员广播拟议的议案。

2. 准备阶段：每个委员会成员收到建议的块后，会广播一条包含该块的签名的

消息。如果在收到建议的块之前触发超时，则委员会成员签署并向其他委员会成员

广播特别消息（表明领导者有缺陷）。

3. 确认阶段：在准备阶段结束时，每个委员会成员签署并广播一份在准备阶段

收到的签名。签名聚合可用于显著减少确认阶段中的消息大小。

根据在确认阶段收到的消息，每个委员会成员可以决定是否已达成关于该块的

协议，并广播商定的区块或空块以及其决定的证据。

恶意节点惩罚。在检测到明确行为不当的节点的情况下（例如，在同一阶段向

不同节点发送不同消息的节点），该轮将通过输出空块而中止。但是，行为不端的

节点将受到大量的经济惩罚，使得这种攻击不可持续。

优化。如果在准备阶段收到的签名数量意味着大多数诚实的委员会成员已收到

相同的提议块，委员会成员可能会达成“早期共识”：成员可以在确认阶段之前使用

签名输出该块作为协议的证明（与常规协议相比的不同形式）。请注意，节点仍需

要参与确认阶段。



4.4.3 安全分析

设N是节点数，n是委员会中期望的节点数，m是委员会的数量。恶意节点的数

量是λN。当委员会中的超过比例ρ的节点是恶意节点，我们说委员会选举失败。不

失一般性，我们设置N = n · m。假设有一个完全随机的oracle O: [N] → [m]。固定

一个委员会，定义Ai成为委员会中恶意节点的比例i > ρ的事件。那么对于每一个i ∈

[m]，我们都有

Pr Ai = 

x=ρn+1

n λN
x

⋅ 1−λ N
n−x

N
n

通过union bound，我们可以得到

Pr ∪i∈[m] Ai ≤ m ⋅ Pr Ai

设定适当的参数设置，我们可以确保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可以忽略不计。



4.4.4 跨链消息和验证

在多链系统中，跨链操作是不可避免的。每个链都需要处理由其他链生成的一

些消息。我们的系统中有两种跨链消息，第一种是从Ci到CR的消息mi，其包含Ci块

的摘要。消息mi用于Ci块的最终确认，并且每个区块只有唯一一个这样的消息；第

二种是从Ci到Cj的外部中继消息mi,j。在mi,j被发送到Cj之前，它被记录在Ci的区块上。

在处理这些消息之前，我们应该先验证它们。验证链产生的消息有两种方法：

（1）验证签名;（2）验证消息哈希。这两种方法都很有用，具体取决于消息的类型。

对于从Ci到CR的消息mi，它附加了Ci委员会成员的签名，可用于验证真实性。由于

Ci的委员会成员记录在CR中，因此CR中的每个节点具有Ci的当前委员会成员的公钥，

并且可以验证mi的签名。

对于从Ci到Cj的消息mi,j，它带有可以验证的证明πi,j。在mi,j被发送到Cj之前，

它被记录在Ci的区块上。在Ci的区块上，有一个Merkel树Ti用于记录所有外部中继消

息。证明πi,j指的是从Merkle树根到其入口的路径上的所有兄弟节点的哈希值。Ti的

根哈希包含在Ci的摘要中。由于Ci块的摘要记录在主链CR中，并且Cj中的每个节点

也是CR中的节点，因此Cj中的每个节点都可以获得Ti的根哈希并且通过证明πi,j。

不使用签名来验证mi,j的原因是为了防止Ci 委员会成员不完全可靠的情况。此区

块生成的消息只有在其块最终被CR确认时才会生效。但是，对于同一子链Ci的交叉

分片消息，其验证速度可能更快，只需等到摘要记录在其子链Ci上，而不是主链CR。



4.4.5 网络算法

作为高吞吐量区块链的瓶颈，P2P技术作为区块链网络的潜在技术已经引起越来

越多的关注。在区块链中，由于需要大量的数据广播操作，效率和冗余是所有区块

链P2P网络设计必须注意的关键问题。

传统的区块链P2P网络（例如比特币和以太坊）通常基于非结构化设计思想。

在广播时，部分广播机制适于减轻消息冗余问题。例如，当广播大消息M时，节点P

随机选择其连接列表中的一些节点以进行完全传输。对于剩余的节点（例如， Q ），

仅发送M的配置文件（例如，M的散列）。只有当Q需要消息M并且无法在其自己的

数据库中找到它时，它才会从P中提取消息。在实验部分，我们通过比较几组参数证

明了设计可以显着减少消息传输的冗余。

但是，这种解决方案仍有其局限性。例如，在结构化P2P网络下，对更高吞吐量

和点对点传输的要求将变得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结构化网络（例如DHT）是可用

于进一步优化的解决方案。在结构化P2P网络中，节点在网络阶段遵循一些规则

（例如，Chord [11] ，Kademlia [7]）。这为数据传输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可以大大

减少无用的传输次数。但是，在区块链中，特别是在公共链项目中，存在节点可以

任意加入和退出的假设。频繁更换的网络将导致结构维护的巨大成本。因此，采用

结构化P2P网络的挑战之一是处理复杂网络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在Thinkey中，

我们使用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方法的组合。某些场景（例如点对点传输）使用结构化

P2P网络方法来减少冗余并提高效率，同时将非结构化传输作为稳定性的保证。



上图显示了部分广播机制在减少消息冗余方面的影响。我们假设每个节点随机

连接到10个节点。横轴表示当节点向所有8,4,2和1个邻居发送完整信息时每个节点

接收的完整信息的数量。对于每种情况，我们计算网络从100个节点扩展到1000个

节点时的冗余。可以看出：

• 当完整消息广播的数量减少时，系统冗余可以显着减少。当节点仅向一个邻居

广播完整消息时，每个节点仅接收少于两次的相同完整信息。

• 当连接到每个节点的邻居数量恒定时，冗余量与网络的大小无关。



对于多链系统，当前单链系统的账户模型（例如，UTXO或者以太坊账户）不再

适应新的需求，特别是在处理大量跨链操作时。我们设计了一种新的帐户模型，它

允许我们以异步和无锁的方式在多链系统上实现复杂的逻辑。在此模型中，我们将

涉及到一组帐户的交易以消息形式分离为多个步骤。每条消息都由唯一的主体接收，

并由相应的链执行。最终执行所有消息就能实现交易。

4.5.1 通用并行模型

在并行计算中有很多机制，包括单机本地计算的，分布式网络计算的，如加锁

等，但是这些对区块链多链并行效果很差或者不适用。我们深入分析了Actor模型，

由Hewitt等人 [3]在1973年提出，这是一个处理并发计算的概念模型。它和很多场景

结合，设计了新的并行应用，如部分电子邮件系统、Web服务和Java中带有锁的对

象。

一个Actor指的是一个最基本的计算单元。它能接收一个消息并且基于其执行计

算。它的重要特征是Actor之间相互隔离，它们并不互相共享内存，每个维持一个私

有的状态，并且这个状态不可能被另一个所改变。

在接收消息时，该计算单元可以同时：

1. 向其它计算单元发送有限个消息;

4.5 Thinkey多链并行模型



2. 创造有限个新的计算单元;

3. 指定接收下一条消息时要使用的行为。

上述动作没有假定的顺序，它们可以并行执行。每个计算单元都可以接收来自

其它计算单元的消息。消息以异步方式发送给计算单元，每个计算单元按顺序处理

消息，对消息到达顺序没有限制。多个actor可以同时运行。

4.5.2 Thinkey并行模型

我们设计一种基于Actor的并行模型作为我们的基本框架。在Thinkey中，该结

构主要包含以下信息：

1. 地址：区块链帐户的唯一标识符。

2. 余额：帐户的当前余额。

3. Nonce：标量值，等于从该地址发送的外部消息数。

4. 代码：处理消息的编程逻辑。

5. 存储：帐户的内部状态，可以为空。

每个帐户都由私钥控制。在代码中，帐户为其收到的消息定义了自己的处理方

法，允许向其他帐户发送消息，创建新帐户并修改内部状态。对于某些规范消息，



每个帐户都有相同的通用处理方法（例如 “tran”和“add”）。每个帐户还可以自定义

其他消息的方法。

消息有两种类型：外部消息（external message）和中继消息（relay 

message）。外部消息由使用私钥对其签名的帐户创建。中继消息由在执行过程中

执行send命令的帐户产生，这有点类似于以太坊中的消息。最大的区别是中继消息

执行在我们的模型中是异步的，在以太坊中是同步的。因此，我们模型中的这些消

息支持跨链传播。

Thinkey中的消息主要包含以下信息：

1. 发件人：消息发送人地址。

2. 收件人：消息接收人地址。

3. Nonce：标量值等于发送方发送的外部消息数，对于中继消息为空。

4. 输入：指定消息调用的输入数据组。

5. 验证数据：标识发送者外部消息的签名，或中继消息的证明。

对于外部消息，可以通过签名和nonce进行验证。对于中继消息，它可以通过证

明进行验证。



4.5.3 基于并行模型的区块链计算

在我们的并行模型中，对于链C上的每个区块，有三种消息：

• 输入消息。这些消息当前未被确认，并且接收者账户都是在链C上，它们可以是

外部消息或由其他链产生的中继消息。

• 内部中继消息。这些是在执行整个区块期间生成的中继消息，并且接收器同样

位于链C上，因此它们在本区块上就会被确认。

• 外部中继消息。这些是在执行整个块期间生成的中继消息，它们的接收器位于

其他链上，这些消息将由其它链确认。



下面介绍一个如上图所示的例子。在C链上有三个账户1, 2, 3，在其他链上有三

个账户4, 5, 6。特别是，有三个输入消息（即m1 , m2, m3），分别由账户1, 2和3接收。

对于每个帐户i，我们使用σi来表示处理消息的顺序以及生成新消息。然后，我

们有：

σ1 = m1: m4 m8 m6:m9

σ2 = m2: m5, m6 m4:m7, m10)

σ3 = m5: m11 m3: m8 m7

因此，σ1表示帐户1按顺序处理消息m1，m8和m6。通过处理m1产生内部中继

消息m4，并且通过处理m6产生外部中继消息m9。然后我们有内部中继消息集

m4, m5, … ,m8 和外部中继消息集{m9, m10, m11}。

在收到负责人提出的区块时，委员会成员需要验证，防止有恶意负责人。在我

们的系统中，节点验证了三个部分：

1. 每个输入消息的有效性，即{m1, m2, m3}。

2. 每个账户的处理有效期，即{σ1, σ2, σ3}。它们可以独立并行地进行验证。

3. 处理消息顺序的有效性，即顺序σ = (σ1, σ2, σ3)。



为了验证处理消息顺序σ，我们建立有向图Gσ。对于两个事件e1和e2，e1 → e2表

示e1的发生时间在 e2的发生时间之前。设
mi

表示事件帐户i收到消息mi，
mi

表示事

件帐户i发送消息mi。然后我们有
mi

→
mi

对于每个σi，例如i = 1，我们有
m1

→

m8
→

m6
。基于σ的这些关系，我们可以建立有向图Gσ 。

定理. 当且仅当有向图Gσ不存在环时，处理消息顺序σ = (σ1, σ2, σ3)是有效。



4.5.4 付款应用

下面介绍基于我们模型设计的支付流程实例。我们定义一个帐户的本地状态，

叫做余额（见下文）。这里一共有两种消息：“tran”和“add”，分别代表提款和存款。

在上述算法中，我们用Elixir[12]语言编写了描述支付过程的简化示例代码。



如上图所示，我们使用示例来演示该过程。假设有Alice，Bob和Charlie三个账

户，余额分别为20,5,5。有两条消息m1和m3，分别由Alice和Bob签发。消息m1是从

Alice到Bob的10元转账，消息m3是从Bob到Charlie的10元转账。然后，根据代码，

消息m1在Alice的链上处理如下。

1. 如果m1的签名是有效的，则由Alice链的委员会成员在生成新的区块时打包这个

未确认的消息m1。

2. 当Alice的余额不小于转账金额（即，满足上述算法中的第4行），并且Alice和

Bob属于同一链时，委员会成员把消息处理过程σa = (m 1:m2)记录在区块中。

这意味着处理m1产生m2（上述算法中。这意味着处理m1产生m2（上述算法中

的第6行）。同时，消息m2被标记为内部中继消息并在块上执行。在这种情况下，

Alice的余额扣除10（上述算法中的第5行），Bob的余额加10（上述算法中的第

9行）。

3. 当满足算法中的第4行，并且Alice和Bob来自不同的链时，σa = (m1:m2)也被记

录在块上。同时，委员会成员将m2标记为块上的外部中继消息，并将m2发送到

目的链，即Bob的链。在这种情况下，执行Alice的提款操作（上述算法中的第5

行）。外部中继消息m2将以相同的方式在Bob的链中被执行。

4. 当Alice的余额小于转账时（也就是上述算法的第4行不满足），则在区块上记录

σa = (m1: ∅)。在这种情况下，Alice和Bob的余额不会改变。



对于每个帐户i，我们使用σi来表示处理消息的顺序以及生成新消息。因此，当

这三个帐户在同一链上时，我们有σa = m1: m2 , σb = m2 m3: m4), σc = (m4)如

图10，并在块中记录消息处理过程σ = (σa, σb, σc)。然后节点可以通过σ获得相同的

状态。唯一要做的就是在σ（区块）上达成共识，因为消息的接收顺序会影响行为。

例如，可以调换Bob的处理消息m2和m3的顺序以获得另一个有效的消息处理过程

σ′ = m1; m2 , m3 m2 , ∅)。当三个账户在不同的链上时，消息处理过程σa, σb和

σc分别记录在相应的链上，完成这两个转移。

我们注意到转账在第一阶段就已经确认了。只要消息m1在第一阶段包含在区块

中，Bob就可以确定转账已被确认。Bob可以等待结算和提款。通过这个过程，跨链

转账可以实现与链内转账相同的确认速度。

4.5.5 基于并行模型的以太猫程序

在上一节中，我们提供了一个支付应用实例。我们的模型同样可以支持任何复

杂的逻辑。我们将以太猫作为另一个例子。以太猫是以太坊中一款非常流行，基于

以太坊智能合约的电子宠物游戏。在游戏中，玩家可以买卖电子猫。然而，当很多

小猫在拍卖时，会阻塞以太坊网络。基于我们模型，设计了一种解决网络拥塞问题

的多链解决方案。



我们设计了三种类型的帐户：收集者，拍卖者和记录者，如上图所示。收集者

负责收集卖家的所有拍卖请求。拍卖者将拍卖小猫。记录者负责计算拍卖结果。

首先由拍卖者向收集者请求小猫拍卖。当拍卖师收到小猫时，它可以拍卖这只

小猫并将拍卖结果发送给记录器。最后，记录者记录拍卖结果，并且告诉收集者小

猫是否已被拍卖。拍卖者可以放在不同的链上。这样拍卖的工作量可以在多个独立

和并行链中进行拆分，效率得到大大提高，而且具有可扩展性。

单个小猫可能会吸引人们参与竞标，这被称为“热点猫”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热点猫的拍卖可以由不同的拍卖者举行。投标人可以选择任何拍卖人进行投标。最

后，所有拍卖结果将被汇总并发送给记录者。根据规则，记录者选择热点猫的中标

者。



4.5.6 优化

我们设计了一些优化方法来降低通信成本和帐户存储。

• 避免重复存储。对于某些特定消息，每种帐户都有相同的通用处理方法。这些

公共方法由系统设计，不需要由每个帐户设计。

• 降低通信成本。通过合并一堆相同类型的消息可以降低通信成本。例如，如果

有10个“add”消息发送到同一帐户，则可以将它们组合成一个“add”消息。

对于“单一帐户热点”问题，单个帐户涉及大量消息，可以通过上层应用程序的

协同设计轻松解决，这类似于“热点猫”问题，很多经常使用的帐户可以放在多个链

上。

相比同样被用来做并发的其他方法，我们的模型具有更高的灵活度和效率。但

是在使用此模型进行开发时，开发者需要清楚考虑如何跨链通信的规模，否则多次

的跨链很有可能抵消掉由并行而产生的高效。



5 区块链商业化的核心引擎

Thinkey 开拓了区块链技术研发与现实商业完美结合的全新路径。在本节中，我

们将从区块链基础设施、商业化落地、为传统商业赋能、形成共同的价值网络等角

度，全面阐述Thinkey是如何加速区块链商业化进程的。

5.1 区块链基础设施

区块链自比特币的诞生，历经十年的积累，技术日渐成熟，但时至今日，全球范围

内依然没有一套通用的技术底层和统一的技术标准。统一标准的缺乏使得区块链行业不

管是人才的积累，还是商业主体之间的协作都大大受限。还有许多区块链公司怀着改变

世界的理想，却因没有合适的技术支持，在发币后，蹉跎停滞，违背初心。



秉着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心态，Thinkey将全球领先的公链、联盟链、隐私保护

三大技术创新优势赋能给开发者，让开发者不再受制于技术，可以基于Thinkey底层开

发自己的行业公链、联盟链或者应用，为他们找回初心，迎接梦想。

5.2 商业化落地

Thinkey通过分层多级的架构以及自主研发的分层共识协议栈技术，在保证整个系

统的安全性与一致性的条件下，支持了横向和纵向的双向动态扩展，从根本上解决了区

块链“不可能三角”的问题。在解决不可能三角问题的基础上，Thinkey还创新性地提出基

于Actor模型的账户体系，完美支持复杂任务的高并发处理，让区块链能够更高效承载

大规模的交易，能够支撑起海量用户规模的应用运行，使得原本由于受限于技术成熟度

的区块链商业项目的落地变为可能。



5.3 传统商业Thinkey+

传统商业在迎接传统区块链技术浪潮、进行区块链+变革时，面临着传统公链和

传统联盟链的两难选择：选择公链的完全去中心化的方案，商业主体会担心自己的

数据安全；选择联盟链的联盟价值网络，商业主体的价值又没有得到最大化体现。

而Thinkey独创的同时支持公链和联盟链的技术特点使得商业主体不用再在颠覆式创

新和渐进性创新的两难中纠结，也无需担心因过于保守而错失新技术浪潮带来的商

业机会。

利用Thinkey区块链底层设施，商业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需要进行业务拆分，

将一部分必须严格保密业务放在可信的联盟链中，将另一部分需要更大范围流通的

业务放到公链中，可以同时满足保密和变现的需求。当有业务内容调整时，还可以

根据业务需要在公链和联盟链中进行切换。商业主体的区块链技术落地路径将因为

Thinkey的出现而大大缩短，可以吸引更多的行业主体参与到区块链变革中来。



5.4 价值网络

Thinkey的整个价值网络可以理解为由Thinkey的底层公链+可扩展的卫星链组成。

Thinkey的底层公链上可以再搭建行业公链，卫星链是联盟链。如果是行业公链，其

底层安全性和Thinkey的底层公链及其上的其它行业公链是一致的，价值可以直接传

递；如果是联盟链，底层安全性是不一致的，价值传递过程需要额外的协议保障。

开发者可以在Thinkey底层公链上直接开发DAPP，也可以在行业公链上开发DAPP，

同时也可捕获已经与Thinkey链接的卫星链的部分价值。开发者还可以在卫星链上开

发DAPP，可以通过Thinkey来传递不同卫星链之间的部分价值。



6 Thinkey商业生态

Thinkey的设计原则是构建在现实商业上的，它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它能够与现实

商业完美结合，也能够支撑起大规模高并发的商业项目。本节从Thinkey商业生态圈、

Thinkey商业生态助推器来阐述Thinkey生态成长路径。

6.1 Thinkey商业生态圈



Thinkey 商业生态圈包括Thinkey公链、联盟链、隐私保护和DAPP、钱包、浏览

器等区块链应用，同时为行业公链、行业联盟链、去中心化应用、开发者社区等大

规模商业应用提供便捷友好、高效安全的开发、测试、部署、运营环境。

Thinkey可以比拟为一个互信商业协作引擎，它催生了一个对生态所有参与者即

可信又安全的商业环境，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所有商业主体之间的协作摩擦将会

大大降低，从而使得所有的商业协作更加高效可靠。

6.2 Thinkey生态助推

市场早已经证明，简单的发挥区块链的金融属性，通过激励早期参与者的方式

是无法实现区块链的大规模商业落地的。Thinkey从金融、电商、营销、游戏、AI、

IoT等领域做了大量实践和理论研究，致力于提供底层技术基础设施的同时，为生态

参与者提供传统信息技术互通、大规模商业应用落地路径，并构建全新的金融底层。



6.2.1 Thinkey去中心化金融

DeFi，去中心化金融，是目前区块链技术的最佳落地场景之一。DeFi的核心原

则是提供一个全新的、无需许可的金融服务生态系统，没有任何中心化权威，世界

上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用户就是自己资产的托管人，对自己的

资产拥有完整的控制权、所有权，他们可以自由进入市面上所有的去中心化市场。

DeFi最重要的愿景就是将所有资产通证化，在全球市场上实现无国界交易，创造出

一个更开放的金融系统。Defi业务的发展一方面将颠覆现有金融业组织结构和商业

模式，实现“去银行的众融和自融”；另一方面将提高主流数字货币流动性并扩大价

值认同，促使其最终成为稳定的“货币”，构建全新的商业和金融体系。这为真正的

普惠金融提供了可行性，让每个人、每个企业的信用变成财富——Bank the

unbanked, Serve the underserved.

6.2.3.1 Thinkey如何助力DeFi研发

当前DeFi还处于初期，但它的发展空间是不可想象的。要成功靠DeFi改变未来，

不仅需要开发出丰富的有价值的应用产品，而且需要亿级用户的大规模使用，还要

几乎“零出错”的绝对安全性。Thinkey作为未来全球可信结算层，就是为世界提供了

一套低成本、高效率的支付结算系统，满足高效率的支付和交易，并保证整个分布

式账本的绝对安全，构建分布式金融的基础设施。



• 支持互联网级别海量应用和用户

去中心化金融产品往往都是大众需求，如去中心化保险、去中心化借贷等。

Thinkey采用分层多级的架构，从而支持性能、存储和应用的无限扩展。各行各业都

可以在自身业务基础上基于Thinkey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DeFi应用，面向海量用户，

实现高效的借贷、交易和支付。

• 协议灵活组合

DeFi的关键创新在于把金融的基本要素模块化，并通过这种模块化实现信任的

商品化。Thinkey自身就会开发类似于钱包、支付、身份认证、资产发行等一系列基

础协议，并引入越来越多的开放式金融协议。应用层可以根据自身团队的基因和对

市场机会的发现，来自由组合需要的协议层，并且去实现应用的落地。比如去中心

化交易所，可以由一个钱包协议、借贷协议、托管协议和交易所协议组合来实现。



• 安全可靠

DeFi业务涉及到大量数字资产的交易和存储，其安全问题尤为重要。Thinkey采

用分层共识协议栈从而保证协议、合约、数据、网络等全方面的安全。

• 良好的用户体验

DeFi本质上是一类应用，是帮助用户解决问题、创造价值的，需要保证良好的

用户体验。Thinkey具有动态可扩展的计算存储能力，TPS能够轻松扩展到10W，确

认时间短，有效解决解决网络拥塞问题；Thinkey采用超低手续费模式，不会将调用

网络资源的负担转嫁到用户身上；并且Thinkey采用多种方式存储数据，面对海量数

据可以快速读取和处理。

6.2.3.2 DeFi对于Thinkey生态的意义

凯文·凯利说，金融应当演变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只有真正将金融融入到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真正让金融变得与往常不同，最终完成蜕变。未来人类

商业活动中将有越来越多的商品通过区块链开放性协作组织来创造，包括越来越多

的文化、娱乐、游戏等等数字产品，而商品创造过程中产生的融资需求通过链上金

融业务来解决，并最终通过区块链“货币”来支付。这将是人类商业和金融体系的一

次颠覆性的变革。Thinkey去中心化金融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去中心化金融的目标不

是去中心化本身，而是更加开放和公平。DeFi的发展会对Thinkey生态的发展会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



• 吸引众多的开发者

DeFi应用场景的多样性以及对未来高增长的预期，会吸引大量的开发者和项目

方基于Thinkey提供的框架和模块来进行开发。

• 吸引海量的用户

DeFi没有准入门槛，不用担心隐私被审查和利用，一切数据公开透明的优势，

使得用户有了更加广泛的参与度，把握新时代财富分配和增长的方式。用户规模的

不断扩大会正向激励更多有意义、有价值应用的开发落地。

• 有效赋能

DeFi是可信世界数字经济的血脉，能够促进基于Thinkey开发的DAPP、应用公

链的繁荣发展。在Thinkey生态中，各种应用互联互通互融，使得链上链下的资金流、

信息流、信任流、物流等融为一体，加速分布式商业世界的精彩绽放。



6.2.2 Thinkey去中心化用户体系

基于Thinkey构建的可信协作网络、Thinkey的真实ID系统、Thinkey的可信结算

体系，势必会引发一场新的营销革命。当前商业主体的价值成长主驱动因子已经转

变为自身用户的价值成长，而Thinkey提供的技术使得可以将用户的价值储藏在各个

分布式的网络中，最终还能完成整合，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用户价值管理模型，我们

将它定义为CVM（Customer Value Management）。

CVM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用户忠诚度革命，它可以将用户的所有行为资产化，

并且可以归集并永久存储用户的价值，我们会为每个用户提供一个私有的价值存储

器（除去资产、还会包含一些核心的私有数据）。

在新的营销体系下，传统的拉新和留存模型都发生了巨变：

• 由原有的商业主体主动渗透及激励、用户被动接受，逐步转化为，用户自身的

价值成长驱动，用户会因为自身的个性化价值被得到认可而更自主的加入价值网

络（也可以定义为社群）。

• 留存：由原有商业主体更多的单方面主体的维系和激励，逐步转化为用户跟商

业主体之间的持续互动形成共同的价值共同体，用户因为价值沉淀而变得更忠诚。

随着用户同商业主体的共同价值成长，推动各自的价值网络相互间进行价值传

递，而且这种交互是建立互信的商业环境底层上，使得如流量互换、广告等最基本

的营销活动变得无需再担忧流量陷阱、结算风险等。



未来的产品服务还会持续升级，但营销始终是商业活动不可避免的难题，而基

于Thinkey技术构建的互信营销网，将大大降低营销成本、且更高效的覆盖到更广的

范围。



分布式电商指的是基于Thinkey区块链技术构建可信平权的供需网络，在这个互

信网络中各参与方的行为按照共识的标准被资产化，同时可按照共识的规则进行自

主协作并交换价值。

随着社交电商的兴起，以及近些年对私域流量的深度挖掘，看似已经不存在结

构性创新的的电商市场，其实单从供需两端的宏观角度来看：

• 供给端：行业网络协同尚未形成，通过整合提升效率大有可为。

• 需求端：消费需求从大众转向个性化，个性消费催生柔性供应链。

基于供需两端的痛点出发，Thinkey的分布式电商核心目标旨在：

1. 通过区块链技术整合供给端形成协同的供给网络：在idea、生产、加工、定

价、销售（预售、正式销售）等各个环节，各参与方进行自主协作，并根据贡献的

价值决定最终的收益。

2. 基于共识的标准，将用户的行为资产化，并将其存储在区块链上形成一张新

的价值网络，价值的延续可以保护用户的个性且激发个性。

3. 因为共同的价值体，进而将用户（需求方）跟供给端进行更深度的捆绑，智

能合约可以保障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分配。

6.2.3 Thinkey分布式电商



在这样新的互信分布式电商网络中，参与的各个角色的协作摩擦大大减小，进

而大大提升效率和降低信任成本，同时Thinkey的新营销革命也赋予整个电商网络新

的商业势能，使得各个角色的价值被得到更合理的分配以及被持续存储下来从而自

主实现各自的能力升级、角色转化：

• 用户：从单纯的消费者升迁为价值投资者，消费即投资，这种消费可以是直接

的金钱、可以是社交关系资产、可以是行为资产等等。

• 服务者：（销售、客服、内容生产者）进行更专业的分工切割，各自从事更加

符合自己人格的产品服务工作，服务者的服务经验、创造的内容、经营数据等被

资产化,并存储在更大范围的价值网络内，也使得服务者的服务边界被打破。

• 品牌主：品牌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共识资产。在新的互信商业环境下，品牌主跟

用户共同创造、维护品牌，共享品牌收益，使得品牌的成长路径缩短且更加稳固。

• 生产者：可以更加真实全面的掌握整个供需网络中的数据，进而实现按需生产、

按需定制，使得更贴近消费者个性化的同时，保证足够的生产效率和极低的浪费。

• 开发者：数据与程序分离，数据所有权归还给用户本身，开发者的由原来的收

集用户数据变现的盈利模式转变为协同用户共同创造价值的新模式。



在基于Thinkey的互信的分布式电商网络中，S指的是通过区块链技术整合的超

级供应链平台，这种整合下的S2B2C不再是简单的B2B2C的变种，而是一种真正意

义上的基于技术链动和数据驱动的协同网络生态系统。传统的供应链都是线性思维

的，这样的供应链根本无法同时应对低成本、快反应、高定制这三个完全冲突的核

心指标，只有可信网络的结构，才具备足够的灵活性来实现这三个指标的动态优化。

通过区块链构建的这个产业价值协同网络是任何一个产业内的单体都做不到的，平

台的价值就是这个网络的形成和底层架构者。它从赋能的角度出发，突破传统加盟

体系的“交易”思维，实现S和产业链上的各类小B共生共赢。随着用户的价值成长，

用户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逐步成为整个供需链路上的主导者。

这个演进模式并不是指的要直接推翻所有的资源主导的业态，它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均是一个融合模式的形态。只是在Thinkey构建的分布式电商网络中，各角色可

更大规模的进行互信协作，共同创建更巨大的商业价值共同体。

随着用户价值的主体地位逐步提升，同步推进分布式电商的模式演进:



7 团队

WEI DAI

分布式算法专家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博士
十多年网络安全互联网行业经，
多年大数据与云计算领域经验，
深耕区块链行业多年，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1项，省部级奖8项，
国家863重大项目负责人。

STEPHEN GUO

区块链资深架构师、
对区块链架构及研发有丰富实
践经验、18年系统架构经验
SOHU、卓望首席系统架构师

ICE SUN

系统工程专业博士
区块链专家，深度参与设计数
个区块链项目
对区块链项目投研和估值有深
刻见解。

JOHN LIU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软件工程、数学双学位
资深产品运营专家
擅长黑客增长

AGAN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曾在
新加坡ST Electornic任服务端开
发leader，掌众金融服务集团
旗下社区金融项目CTO，跟随
学集团高途课堂研发负责人、
互联网车险技术合伙人CTO，
曾创立单词之美APP。

OCEAN ZOU

资深区块链开发工程师
DAPP专家
参与多个区块链项目，
imTube区块链技术负
责人，多年嵌入式开发
经验，多年彩票游戏开
发负责人



SHAN CHEN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硕士G

eorgia Tech密码及安全博士对
区块链安全、加密计算有深入
研究。

YAJING WANG

白帽黑客团队太极越狱（TaiG

Jailbreak）全球社区负责人
数字货币基金ChainVC 合伙
人｜前新加坡数字货币交易所
YEX联合创始人兼COO

Milen Marinov

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市场营
销和管理学硕士，曾就职于英
国路虎公司，是三家金融和营
销领域创业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具有丰富的全球投资经验，为
工商银行、中信建设、中粮集
团等知名企业提供咨询和培训。

HOWARD FU

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姚班”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博士
随机算法专家，对区块链共识、
跨链算法有深入研究，发表多
篇顶级国际随机算法文章。



YUHONG LIU

Santa Clara University 教授
区块链隐私保护研究者

ZHAOQUAN GU

清华大学姚班本博
香港大学博士后
广州大学教授
算法设计专家，包括分布式算法、
人工智能、区块链算法专家，微软
学者、香江学者。

DONGXIAO YU

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博士
博士后，山东大学教授
国际分布式算法、图算法、机制设
计和区块链机制专家，微软学者。

科学家



顾问

GORDON Mattey

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商业信息系统理学学士
（一等荣誉），产品项目管理专家，
Mindhouse创始人兼CTO，曾任Spirl 首席
产品官、Ticketmaster产品副总裁、雅虎
高级产品总监、Oracle高级工程师，并担
任过DNA基金的EIR顾问。

JEFFREY J. CHANG

曾创办美国第一家在线定制豪华橱柜电商
Crossroads Cabinetry、共同创办第一家在
纳斯达克上市IP电话公司Clarent

Corporation。早期任职于IBM、
Schlumberger和Unisys重要技术管理岗位

GRAHAM Sanderson

有30多年在尖端企业软件领域的经验，在
分布式系统、并发、优化、性能和系统级
编程方面拥有广泛的专业知识。
任职VAST(大数据/AI)的CTO,以及 IBM、
Lombardi和Trilogy的高级工程师。英国剑
桥大学电气工程与信息科学硕士。



8 路线图



527年前，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3艘船、90名水手勇敢地扬帆起航，发现新大

陆，极大拓展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和边界。

57年前，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掷地有声地讲：在未来的十年要把人类送上月

球，我们选择登月，不是因为它简单，而是因为它很难。自此人类探索的脚步迈入

了月球。

11年前，中本聪发表了《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让数以千

万计的人们参与到这场涵盖“货币、技术、经济、治理、组织”的社会实验中，尽管

有其局限性，却为我们打开了通向区块链世界的大门。

而今天，以打造开放、平等、可信、繁荣的分布式商业生态为使命的Thinkey横

空出世， Thinkey更大的梦想是通过区块链，链接世界，协同世界，和更多心怀梦

想的人一起做有价值、有意义、有创新、有创造的事情。今天的Thinkey只是一个

nobody，但我们从来不会轻视自己的梦想，因为每一个伟大的事业都是从一个小不

点开始的。而Thinkey终有一天会变得伟大，那是因为每一个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加

开放、更加平等、更加可信、更加繁荣的你的参与！

在这个充满着机遇和不确定性的伟大时代，你只是想做一个旁观者、“预言家”、

失败者，还是想成为真正的推动者、参与者、创造者。在时代的巨大十字路口上，

究竟做勇立潮头的“弄潮儿”，还是做听天由命的“鸵鸟”，不论选不选其实都做出了自

己的选择。幸运的是，在遇到Thinkey之后，请听从你内心的声音，这一次，为自己

做出选择，你的一小步，整个世界的一大步。

9 Thinkey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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