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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V构架⼀个去中⼼化的区块链视频⽂件系统，将全球的个⼈电脑设备链接起来，打
造FSV⽣态，让每⼀个版权⽣产者摆脱中⼼化机构的控制。FSV为了在版权领域解决这
个问题，要求版权所有⽅在发布视频资源后，必须给予提供带宽和硬盘的⼤众5%⾄
80%的分成。

这份⽩⽪书介绍了FSV星际视频公链，专注于视频⽂件的区块链存储机制。传统的存
储系统，包括BT⽹络，都存在⽹络中的重复性问题。FSV为了⾼效解决资源合理分配
问题，从⽽创造出新的商业⽣态，FSV不是从流量的⻆度获取价值，更多的是数据的
变现。

⼆、FSV构建原理

在FSV区块链视频⽂件系统中，为系统提供带宽和硬盘的参与者们是去中⼼化的、没
有中⼼管理机构。FSV的开发，得到了�IPFS社区和COSMOS社区的⼤⼒⽀持，这是
IPFS⽂件系统在版权领域的⾸次应⽤。FSV升级了路由穿透技术、视频预览技术、视
频加速技术，优化了视频分⽚存储、传输协议。

⼀、中⼼化版权存在的问题
⽬前，⼤型中⼼化机构利⽤⼈们的硬盘和带宽，给服务器⽹络提供服务，这样的垄断
导致了数据安全等诸多问题，并且利益分配不公平，提供带宽和硬盘者得不到任何回
报。中⼼化组织的垄断，导致数据发布、共享的成本越来越⾼，版权⽣产者所创造的
价值⽆法体现。

观看视频的⽤⼾，每输出⼀枚FSV给版权⽅，版权⽅必须拿出5%⾄80%的分成提供给
贡献带宽和硬盘的⼤众。⽐例越⾼,那么版权⽅的资源在检索时就会获得更多的展⽰机�
会，并且会提⾼视频的热度获取更⾼机率的副本存储。

摘要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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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FSV对⾏业的影响
虽然在世界版权公约中有版权⾃动保护原则，但是由于各成员国中⼼化执⾏结果的差
异，�导致对版权的保护不够。本项⽬的诞⽣就是为了提⾼世界版权公约的执⾏效率，
使⽤去中⼼化的治理机制，快速达成共识与减少纠纷。
FSV旨在提供去中⼼化的版权注册、交易平台，按照注册时间戳固定版权所有⼈，并
⽣成NFT区块链版权证书。FSV的意义在于将原有国际版权公约中约定的规则，通过共
识机制进⾏快速实施和⾃我治理。

四、在知识产权领域形成共识
FSV专注于视频内容的版权注册和交易，并开源此项⽬，希望能够给予⼤众启发。FSV�
后期应⽤有专利注册、⽂学发布、软件登记等，从⽽更加快速和有效的实现版权公约
项⽬落地。FSV使⽤技术⼿段，保护知识产权的发布者，不再受疆域、国家、距离的
限制，快速达成全球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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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区块链⽹络提供带宽和硬盘的参与者们是去中⼼化的、没有中⼼管理机构。FSV是
IPFS�在流媒体版权领域的⾸次应⽤，在视频版权领域开启去中⼼化应⽤的趋势，将对
整个视频和版权领域产⽣深远影响。
区块链是⼀个共享数据库，存储于其中的数据或信息，具有不可伪造、全程留痕、可
以�追溯、公开透明、集体维护等特征。基于这些特征，区块链技术奠定了坚实的信任
基础，创造了可靠的合作机制，在新媒体版权领域，具有⼴阔的运⽤前景。

当前互联⽹处于⼀场⾰命中，集中式专有服务器正被去中⼼化开放服务所代替；信任
式�参与被可验证式计算所代替；脆弱的位置寻址被弹性的内容寻址所代替；低效率的
整体式服务被点对点算法市场所代替；⽐特币、以太坊和其他的区块链⽹络已证明了
去中⼼化交易账本的有效性。这些公共账本处理复杂的智能合约应⽤程序和交易价值
数百亿美⾦的加密资产。

⼀、区块链的发展前景分析

基于IPFS应用的星际视频公链



⽬前影视⾏业的振兴，不仅仅需要从资⾦和物质上予以⽀持，更加重要的是相关体制
和制度的创新与发展，⽽影视产业版权制度的完善就是制度建设中的重要环节。

影视产业全球化有⽬共睹，随着影视作品的全球流动和全球合作的⽇益增加，不同影
视产业版权⽆疑会给国际交流带来障碍。所有的产业收益都建⽴在完善的产业版权制
度和配套的利润分配制度之上，版权制度以及相应的业内利益分配制度对于⼀个国家
电影产业的⽣存和发展⾄关重要。

德国著作权法⾄今仍对"谁是电影的作者”这个命题保持沉默态度，�把裁量的权利留
给各法院。英国⾄今仍在给电影直接保护还是间接保护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其成为版
权法和判例法分别衍⽣出两套不同的保护⽅式。传统的⼤陆法系国家的版权制度⼤多
发展成为著作权法体系（或者叫著作权法体系），英美法国家则⼀般发展成为版权法
体系。�两套版权体系在⽴法⽬的和出发点存在差异，产⽣了许多制度问题。

传统互联⽹的商业，经济激励模型是外置状态。FSV经济激励模型是内置⾃带状态。
从�1895年第⼀部电影公映以来，有关电影作品法律问题的争议就⼀直没有停歇。⽬前
⼤众⽂化作品需要借助庞⼤的产业⼒量，整合多⽅⾯的智⼒创新成果，耗费⼤量的投
资才能被制作出来。从影视作品诞⽣之⽇，其产业相关的版权法律问题因其复杂性，
被⼴泛关注，各国根据⾃⼰的法律传统和理论发展出了互不相同的版权制度，世界版
权公约也为该领域法律制度的统⼀做了艰苦的努⼒。

⼆、区块链在影视版权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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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变⾰，媒体⾏业已经发⽣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于新兴技术的助⼒，以平
台和流量为基础的新模式的媒体品牌蓬勃发展，许多媒体产品不断迭代，增强了⽤⼾
体验，壮⼤了⽤⼾规模。

但是，在媒体⾏业⻜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内容质量参差不⻬、信息
安全和隐私泄露、版权保护意识弱，还有⼤的流量媒体平台形成的垄断收割模式，损
害了内容⽣产者和⽤⼾的利益。

想要传承必须进⾏永久性存储，但是传统的存储⽅式有丢失、篡改、上传出错等问
题，�经过时间的流逝传统影视产业就会逐渐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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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以分布式记账为核⼼，可以推进媒体⾏业实现去中⼼化，这将对媒体⾏业的
内容创造、传播、变现、监管等将产⽣巨⼤作⽤。区块链是⼀个去中⼼化的价值⽹络，可以
作为去中⼼化的内容数据登记平台，内容信息以数字形式存在于每⼀个分布式节点，所
以每个节点都可以创造、审核、传播、纠偏媒体内容信息，因此省去了繁琐重复的步骤，整
个流程的效率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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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V定义

2.区块链浏览器

FSV官⽅将在测试⽹上线当⽇发布以下内容：
1.公链底层的测试版

3.视频⽂件系统存储矿机。矿机⽀持区块的打包、发布、⼴播，以及基于FSV视频⽂件
系统的数据存储。

测试⽹上线后，⽤⼾在测试期间可以到⽔⻰头地址免费领取fsv，⽔⻰头地址:http://water-
tap.fs.video/每个钱包地址可以免费领取500�枚。测试⽹的fsv余额在正式上线后会清
零，⽽测试期的钱包账号信息和tip打赏币数据则会保留。

FSV� (� File� System�Video� )是⼀个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化的视频⽂件系统，基于
GOSSIP协议进⾏数据传输。FSV�旨在为视频⽣成者提供⼀个去中⼼化的区块链视频发
布环境，通过抵押挖矿让消费者通过内部奖励实现免费的数据共享，且同时享受整个⽹
络发展带来的便利性。

浏览器⽀持在浏览器上对存储数据进⾏关键字检索，视频发布⽅在视频发布中的视频可
以被区块链浏览器检索并查询到。浏览器会根据版权发布者的版权收益、存储的区块链
视频被访问的热度进⾏排名，版权热度排名越⾼的收益越⾼。

在FSV⽹络中任何⼈都可以免费获取FSV的钱包地址,FSV钱包私钥是⽹络中唯⼀⾝份凭
证，使⽤钱包私钥可以在FSV系统中发布视频，视频上链后会⾃动铸造NFT数字版权证
书。证书代表了此视频的版权收益权，通过钱包转账可以转移NFT数字证书，所有的版
权收益均以数字版权钱包持有者为唯⼀凭证。每⼀个钱包地址在获得版权发布资格后都
会拥有⼀�个全链唯⼀的FSV�://***.FSV区块链访问地址，⽤以访问该发布者在视频⽂件
系统中上传的数据，该⽹址可以使⽤⽀持FSV协议的浏览器直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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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存或者取，都是采⽤最快路径的⽅式，从⽽提⾼效率。当读取⼈数多了过后，
会产⽣相应拷⻉，选择读取⽂件的⼈就可以从最近节点读取，⽽且可以同时从多个节
点同时读取，效率就会变⾼。

FSV是⼀种去中⼼化的解决⽅案，内容寻址不是通过域名、IP，⽽是通过唯⼀�HASH密
钥来进⾏数据寻找。FSV表现形式为“后缀为.FSV的唯⼀性版权发布者区块链访问地
址”。�FSV是个分布式⽂件存储系统，⽂件数据并不储存在⼀个中⼼化的服务器中，
⽽是存储在⽹络上所有符合条件的电脑上。类似P2P种⼦下载，⽐如下载⼀部电影，
下载资源来⾃⽹络上也在下载该电影的⽤⼾的电脑，⽽不是从电影⽹站的中⼼服务器
下载。

为了提⾼存储的效率，FSV会选择最快的路径来存储数据，数据⼀开始是存储在⾃⼰
的硬盘当中，当有⽤⼾下载时，会产⽣新的拷⻉，将数据就近复制到使⽤者。

对⼤多数⽤⼾来说，已经存在了⼀个⾜够好的系统--HTTP。到⽬前为⽌，HTTP是最
成功的中⼼化⽂件系统。与浏览器⼀起使⽤，HTTP已经具有了巨⼤的科技和社会影响
⼒。它已经成为互联⽂件传输最实际有效的⽅法。然⽽，由于后向兼容性数量的限制
和对当前模型下需要⼤量的投⼊，继续发展改进Web基础框架⼏乎不可能。另⼀⽅
⾯，⾃HTTP出现以来，已有⼀些新的⽹络协议出现，并得到⼴泛应⽤。⽬前HTTP被
运⽤时间⻓，是因为传输�—些⼩的⽂件相对稳定便宜，甚⾄⼀些⽹络拥堵的机构亦是
如此。⽬前⼤数据时代，⽹络的速度和安全性是是我们急需改进的问题。

FSV只是⼀个分布式存储⽹络。⼀个企业使⽤FSV⽹络存储数据，那么可能建⽴多个�
数据中⼼，对其要保存的数据在多个数据中⼼都保存⼀份（可以通过配置或应⽤接⼝
实现）。�只要资源被上传，FSV就会存储相应的数据。

有些⾏业已经摆脱使⽤HTTP这么久，因为移动⼩⽂件相对便宜，即使对拥有⼤流量的
⼩组织也是如此。但是，随着新的挑战，我们正在进⼊数据分发的新纪元。FSV解决
⽂化产业弊端，实现保护个⼈版权、企业版权，对于⽂化的传承和保护起到保驾护航
的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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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V的激励模型
（⼀）版权发布者奖励
版权发布者通过销毁FSV代币获取视频资源上链发布的空间，公链区块⾼度每增加�
14400时，就有30000枚FSV从矿池被挖出，依据版权⽅持有空间的⼤⼩加权分配奖励给
所有版权发布者，版权发布者持有的视频资源上链发布空间越⼤，所得到的奖励会越多，
反之越少。

链上空间产⽣规则
链上空间作为版权发布者所发布的视频⽂件存储空间，只能通过捐赠FSV到治理基⾦⿊
洞账⼾销毁⽽获得。销毁⼀定数量的FSV后，会即时增加链上空间。创始空间认购阶段，�
1枚FSV可兑换1MB空间，当FSV主⽹上线后，区块链空间挖矿开始启动，每枚FSV可兑换
的空间数量由共识算法决定，共识算法可根据每MB空间对应的算⼒，智能调整空间价
格。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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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使⽤者贡献激励机制
客⼾端可通过两种⽅式观看版权⽅视频
1.⽀付版权费观看;
2.抵押100倍版权费的FSV到mortgage抵押合约观看。合约在收到质押后,会在矿池挖出
版权费⽀付给版权⽅，版权观看⽅抵押的FSV会在间隔28800个区块⾼度后⾃动赎回到
观看者钱包。抵押挖矿每挖出10万枚FSV，会延⻓15个区块⾼度的释放时间。

（三）打赏扩容
TIP打赏币
TIP打赏币发⾏总量1.8亿枚，主要⽤于邀请⽤⼾体验，熟悉转账等使⽤，同时打赏者也可
获得扩容计划的资格。TIP是依托于FSV公链的衍⽣品，所有的记账、转账都在FSV� 公链
账本中。TIP的转账需要⽤FSV作为⽀付⼿续费，每次转账费率约为0.0001枚FSV。

/销毁代币获得空间为原发空间，通过打赏获得空间为打赏空间
/如果TIP受赏者产⽣原发空间，其打赏者可因此获10%的打赏空间
/如果TIP受赏者产⽣打赏空间，其打赏者可因此获80%的打赏空间

三、FSV官⽅域名
FSV唯⼀官⽅域名为www.fs.video,FSV的源代码托管在GitHub上，并且定时更新发布。
代码发布⽹站启⽤了顶级域名FS.VIDEO，意义为视频⽂件系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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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FSV⽹络架构原理

FSV�共有六层协议

3.路由器：⽤来定位对等节点DHT

6.应⽤：利⽤就近节点提供服务提升速度

FSV原理⽤基于内容的地址替代基于域名的地址，⽤⼾寻找的不是某个地址⽽是储存在�
某个地⽅的内容，不需要验证发送者的⾝份，⽽只需要验证内容的哈希，通过这样可以让
⽹⻚的速度更快、更安全、更持久。

1.⾝�份：主要负责对等节点⾝份信息⽣成ECDSA-secp256k1
2.⽹络：⽀持任意传输层协议NAT穿透

4.交�换：管理区块如何分布BitTorrent
5.⽂件：内容可寻址不可篡改Merkle-DAG

15

主要负责对等节点身份信息生成ECDSA-secp256k11 .身份     

支持任意传输层协议NAT 穿透2 .网络    

用来定位对等节点DHT3 .路由器      

内容可寻址不可篡改Merkle-DAG5 .文件     

利用就近节点提供服务提升速度6 .应用      

管理区块如何分布BitTorrent  4 .交换     

五、FSV的技术特性
本篇⼤体描述了�FSV视频⽂件系统的架构设计，以及它的特点。⾸先在FSV⽹络中数据会
被分⽚存储，成为系统的单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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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
将数据切割为分⽚，然后在中间创建关联，分⽚⼀旦连接，计算机和⼈都可以对数据进�
⾏探索，通过⼀个分⽚，就可以发现另外⼀些相关的数据，连接分⽚遵循统⼀标准，它就
是赋予计算机能够理解的意义的�元数据”。然后被各个节点进⾏分⽚保存，最后被强制
分发到整个⽹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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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存储
—个⽂件会被分割成若⼲个分⽚，每个分⽚都会在多个节点中进⾏保存。

文件1 文件2 文件3

分片 分片 分片 分片 分片

节点1 节点1 

（三）强分发
单个节点通过DHT（分布式哈希表），来查询拥有某个分⽚的离⾃⼰最近的节点（此项分
⽚可多⼈拥有）。从最近节点中按照距离进⾏排序，获取想要的分⽚。

Brian 

Mike

Self

Andy

Lucy

1 

2 

3 

4 
5 

6 

7 

8 

9...

Brown

节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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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版权保护
去中⼼化存储⽹络(Decentralized�Storage�Network�)�(DSN�):我们提供⼀个由提供存储
和检索服务的独⽴服务商⽹络。同时我们提出了�FSV作为激励，可审计和可验证的
DSN�构建。

由于每⼀个上链软件都是加密存储，杜绝了中⼼化系统弊端，下载的电影、视频等可
以复制、转发。⽽通过dmfs下载的影⽚，⽆法复制，由加密的哈希值和乱码组成的影
⽚让观看者只能通过付费才能观看，保证了影⽚的版权，杜绝了盗版问题。

六、综合特性

⽬前采⽤了最先进的分⽚技术，例如上传了某A影⽚，A影⽚会被切割分⽚成256KB�的
多个⽂件，进⾏强分发，单个节点通过DHT�(分布式哈希表)，来查询拥有某个分⽚的
离⾃⼰最近的节点(此项分⽚可多⼈拥有)。从最近节点中按照距离进⾏排序，获取⾃
⼰想要的分⽚。此时⽹络上所有的节点都会得到相应的宣告，第⼆个上传A影⽚的⼈，
系统会⾃动检测是否会有相同分⽚，所有相同分⽚将达到瞬间上传的效果，不会出现
整个⽹络上很多A�影⽚的效果。

FSV的研发⽬的是为了提供版权创业者的⼤规模协作平台，由于视频下载后可以进⾏
分发、复制、盗版。所以可以将发布者上传的资源通过上链存储进⾏版权保护，若发
现侵权⾏为可进⾏申诉，通过发布(�release�)、下载(download�)、奖励(�reward�)、版
权申诉(Copyright�complaint)四个⽅⾯进⾏研究。

⽬前资源检索主要涉及到：资源库、区块库。区块分析服务。⾸先区块分析服务通过
区块链⽹络接收数据并保存到区块库，然后提取其中的资源索引，保存到资源库。资
源检索只需要在本地的资源库中进⾏查找，因为⽹络上发布的资源，最终都会更新到
资源库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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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发布者将原有视频发布在FSV上,视频将分布在不同的带宽和硬盘中，⽽FSV将对所有的
视频都⽤哈希值加密形成乱码上链存储。

九、下载
利⽤FSV技术下载的所有视频都⽤哈希值进⾏加密以后乱码，将视频下载到本地的硬盘�
中，⽆法观看，加密后的乱码只能通过链上的机制观看，全⽹只可以使⽤FSV治理通证进
⾏购买。

⼗、奖励
FSV要求版权所有⽅在发布视频后，必须给予提供带宽和硬盘的⼤众5%⾄80%的分成。
观看视频的⽤⼾，每输出⼀枚FSV给版权⽅，版权⽅须拿出5%⾄80%的分成提供给贡献
带宽和硬盘的矿⼯。给的⽐例越⾼，那么版权⽅的资源展⽰权重⽐就会越⾼。

⼗⼀、版权争议仲裁
（⼀）版权纠纷
产⽣版权纠纷时，当事⼈可在链上发起版权仲裁。仲裁发起后的14400个区块间隔内，�所
有POS抵押者均可选择在线投票⽀持哪⽅。FSV的版权争议的仲裁系统是去中⼼化的，
由全⽹持有投票权的⼈进⾏投票裁决，摒弃了中⼼化的仲裁。

（⼆）监管
FSV会记录每个发布者的IP地址，如果发布者发布了不符合当地法律的内容。区域所属地
执法机关可以根据发布的地址进⾏追踪追责，FSV⽹络遵从去中⼼化⼤多数⼈共识的仲
裁理念，同时也尊重全球各个区域的当地法律，不保护也不隐匿发布记录。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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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通证分配⽅案

通证分配⽅案
挖矿规则

CHAPTER�III�CERTIFICATE�DISTRIBUTION�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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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矿规则
��（�� ⼀）抵押挖矿

版权购买⽅抵押FSV观看视频挖矿，如果视频售价是1,抵押100，挖出1%付给版权⽅，�区
块⾼度增加28800时⾃动赎回，矿池每挖出10万枚，赎回周期⾃动增加15个区块⾼度。

（⼆）NFT版权铸造费
铸造⼀个NFT版权证书需⽀付0.001个FSV,�NFT可以转售，相应的收益也会被转移。

（如果⽹络系统繁忙，铸造费价格会升⾼）

21

⼀、通证分配⽅案
FSV总发⾏量为21亿。预挖总量的1%（约2100万枚），其余FSV全部通过矿池挖矿产出。

预挖700万FSV POS抵押，启动创世POS出块节点

预挖700万FSV 700万FSV100%进⼊⿊洞地址销毁，
启动创世空间挖矿

预挖700万FSV 参与创世挖矿者获取的USDT将与700万FSV
注⼊MDEX流动性矿池，启动创世流动池

预挖总计
2100万FSV

将100%投⼊去中⼼化交易所与创世挖矿所
募集的USDT进⾏兑冲兑换，上市价格为0.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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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交易规则

交易规则
POS节点的抵押奖励与惩罚制度
POS节点的奖励
NFT版权铸造费分配
NFT版权铸造POS审核奖励
备⽤节点的奖励

CHAPTER�IV�TRADING�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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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SV链上POS节点越稳定排名越靠前，⽤⼾可以⾃由选择将⾃⼰的FSV通证质押给这
些节点，所获得的收益，节点分成5%，⽤⼾分成95%。⽤⼾也可以输⼊节点IP地址，
定向质押。

FSV⽹络中的出块、验证均由POS节点完成，系统会⾃动选取抵押数量最多、在线最
稳定的前51个节点作为POS节点（以下简称POS节点）。POS节点是动态的，如果
POS节点出现掉线链接不上，由其他符合条件的备⽤节点⾃动替换补位。POS节点是
动态的，以保证⽹络永不湮灭。

三、POS节点的奖励

⼆、POS节点的抵押奖励与惩罚制度

备⽤节点是指矿机在线但是FSV的治理通证抵押数量和稳定性未能排到前51位的矿
⼯，简称备⽤节点。另外，只要进⾏pos抵押拥有投票权就可以进⾏仲裁投票、视频
审核的重⼤决定。

当有矿⼯需要转账⾃⼰的FSV，将收取0.2%的⼿续费（例如：转账1000枚FSV，�则收
取额外2枚FSV作为⼿续费），并将收取的此部分⼿续费和区块间隔14400�后会有�
6000个FSV奖励，加权分配给51个POS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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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矿⼯需要转账⾃⼰的FSV� ,将收取0.2%的⼿续费（如：转1000枚FSV，则收取额外
2枚FSV作为⼿续费），并将收取的此部分⼿续费分配给记录交易的POS矿⼯。

⼀、交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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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挖矿如果没有抵押，⽆论在线或者下线，都不会受到惩罚，但频繁的掉线会导致
备⽤节点的任务减少，会影响备⽤节点的挖矿收益。

五、NFT版权铸造POS审核奖励

版权发布者在发布版权后，⽀付的NFT版权铸造费不低于0.001个FSV�,⽹络越繁忙铸造
费会越⾼。所有⽀付的铸造费会按占⽐分配给51个超级节点。

版权⽅提交版权铸造后，除了时间戳验证之外，另有POS审核机制：质押FSV投票，
24⼩时内⽀持票⾼于反对票，版权铸造通过，NFT链上确权。如24⼩时之内⽆⼈投
票，则版权铸造不通过。投票质押成功可⽴即获得1%的奖励，七天后返还投票权。

六、备⽤节点的奖励
没有抵押成为POS节点的统称为硬件挖矿。只要矿机运⾏提供带宽和存储空间，⽆论
抵押与否都会得到版权⽅的版权收⼊分成。备⽤节点可以通过⼿动下载热⻔资源来提
⾼⾃⼰的挖矿效率，以便让⾃⼰的节点得到更多的访问，从⽽提⾼⾃⼰的带宽贡献
率，获取更⾼的挖矿收益。

四、NFT的版权铸造费分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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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POS抵押超级节点惩罚机制

验证器出现双重签名（Double�signing）
验证节点掉线
备注

CHAPTER�VPOS�MORTGAGE�SUPER�NODE�PUNISHMENT�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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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验证器：参与出块权利的节点。

⼆、验证节点掉线
未参与区块签名累计次数超过300区块时，罚没抵押token的0.1%�，并监禁矿机24⼩
时（监禁期间⽆法获得收⼊）,如需恢复，需到期后单独申请。

三、备注
1.Double signing是指在同⼀个⾼度出了两个块，或者做了两次签名。

3.验证器的投票数：验证者抵押的数量和委托者抵押的数量之和，委托者将⾃⼰的主
币数量抵押给验证器以获得奖励的账号。

26

验证阶段进⾏了双签作恶就会被惩罚，则系统会削减验证节点和委托者总质押数量的
5%作为罚⾦。双签发⽣后，委托在节点中的Atom将会被⾃动赎回且不能重新委托，这意
味着在赎回期间（7天）委托者将⽆法获得任何收益，验证器将被永久封禁。

⼀、验证器出现双重签名（Double�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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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FSV协议说明

介绍
共识概述
版权⽅
数据同步
资源检索
资源下载

CHAPTER�VI�FSV�PROTOCOL�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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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FSV是⽤于在许多计算机上安全且⼀致地复制应⽤程序的软件。所谓安全,是指即使多
达1/3的机器以任意⽅式发⽣故障，FSV仍能正常⼯作。安全⼀致的复制是分布式系统
中的⼀个基本问题，它在矿⼯出矿、投票、仲裁、基础架构流程等众多应⽤程序的容
错能⼒中发挥着⾄关重要的作⽤。

FSV容忍机器以任意⽅式发⽣故障（包括变得恶意）的能⼒被称为拜占庭容错
（BFT）。�BFT的理论已有数⼗年历史，但智能合约实现直到最近才变得流⾏，这主
要归功于⽐特币和以太坊等区块链技术的成功。区块链技术只是在更现代的环境中对
BFT的⼀种改⾰，重点是点对点⽹络和密码认证。该名称源⾃将交易按区块进⾏批处
理的⽅式，其中每个区块均包含前⼀个区块的加密哈希，形成⼀个链。实际上，区块
链数据结构优化了�BFT设计。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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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概述

FSV由两个主要技术组件组成：区块链共识引擎和通⽤应⽤程序接⼝。可确保将相同
的事务以相同的顺序记录在每台计算机上。

FSV以⽐特币，以太坊等作为基础，其⽬标是提供⽐⽐特币的⼯作量证明更有效，更
安全的共识算法。FSV内置了⼀种简单的货币，为了参与共识，⽤⼾必须将货币单位
绑定到保证⾦中，如果⾏为不当，可以撤销该保证⾦-这就是Proof-of-Stake算法。

FSV使⽤了⼀种易于理解的，主要是异步的BFT共识协议。该协议遵循⼀个简单的状态
机制。如下所⽰:

29

⽆效区块
或及未时收到 有效区块

超过2/3区块预提交

不超过2/3区块预提交

未超过2/3区块预提交

超过2/3区块预提交

等待超过
2/3投票

等待超过
2/3预提交

开始新⾼度

空的预提交

空的预投票 新⼀轮

提议

区块预投票 

区块预提交

提交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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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分之⼆以上的验证者对同⼀区块进⾏预投票时，我们称其为polka。在同⼀回合中，�
每次预提交都必须由波尔卡辩护。

协议中的参与者称为验证者,他们轮流提出交易区块并对其进⾏投票。块以链状放置,�
每个⾼度有⼀个块。可能⽆法提交⼀个块，在这种情况下，协议将移⾄下⼀轮，并且
新的验证程序将为该⾼度提议⼀个块。成功提交⼀个区块需要两个阶段的投票；我们
称它们为pre-vote�和pre-commit。当同⼀轮中有超过2/3的验证者针对同⼀块预先提
交时，将提交⼀个块。

验证者可能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提交区块；当前的提议者可能处于离线状态，或者⽹络
速度可能很慢。FSV允许他们确定应跳过验证程序。验证者需要等待⼀⼩段时间才能
从提议者那⾥收到完整的提议块，然后才能投票决定是否进⾏下⼀轮投票。这种对超
时的依赖使FSV�成为弱同步协议，⽽不是异步协议。

但验证器只有在听到验证器集合三分之⼆以上的信息后才能取得进展。FSV的⼀个简
化�元素是它使⽤与跳过下⼀轮相同的机制来提交块。

假设少于三分之⼀的验证者是拜占庭⼈，FSV保证永远不会违反安全性，验证者永远
不会在同⼀⾼度提交冲突的区块。为此，它引⼊了⼀些锁定规则，这些规则调整了流
程图中可以遵循的路径。验证者⼀旦预先提交了⼀个块,就将其锁定在该块上。然
后,它必须为锁定�的块预投票，如果在以后的回合中有⼀个波尔卡圆点，它只能解锁并
预先提交⼀个新块，其余协议是异步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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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权⽅
FSV协议提供对版权⽅的资源检索和整合，当版权⽅初次上链时，会在链上登记⾃⼰
的版权⽅编号(默认6位，不够时⾃动扩容)和介绍信息，作为⾃⼰发布版权的⾝份。

同⼀份版权资源初次下载的时候需要购买，之后下载不需要再次付费，下载完成的资
源⾃动做为种⼦提供给其他⽤⼾进⾏下载，当其他⽤⼾通过另外的带宽进⾏购买下载
时，会⽀付⼀部分费⽤给贡献者，贡献的带宽越⼤，获得的费⽤⽐例越⾼，最⾼不会
超过佣⾦的⽐例上限。

这些数据会写⼊到本地的数据库中，以便提供给客⼾端检索使⽤。其中包括版权资源
的名称、⼤⼩、以及所属版权⽅还有版权⽅的编号以及介绍等。

五、资源检索

版权⽅发布资源的时候可以设置佣⾦⽐例(5%-80% )分配给贡献带宽和硬盘的矿⼯，⽐
如设置佣⾦⽐例为5%、售价为100枚FSV时，有⼈购买资源并下载成功后版权⽅将获
得�95枚FSV的奖励，其他带宽、硬盘提供者将根据贡献⽐例分另外的5枚FSV。

六、资源下载

当⽤⼾在客⼾端浏览器地址栏输⼊版权⽅地址时⽐如(fsv://666666.fsv)系统会⾃动匹配
本地数据库中对应版权⽅数据，⽣成版权⽅主⻚显⽰出来。当然也可以在链上，直接
输⼊关键字进⾏搜索，⽀持三种结果筛选：1、版权⽅介绍，2、资源关键字，3、⽚
名关键字。

四、数据同步
当⽤⼾启动节点时，会同步所有区块，这时候会检索到链上发布的资源和版权⽅信息。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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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技术标准

FSV主链SDK简介
NFT(⾮同质化代币)的标准
IPFS内容标识符（CIDs）
Gossip协议

CHAPTER�VII�TECHNICAL�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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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V主链SDK简介
官⽹会定期更新SDK�,开发者可以使⽤SDK开发⾃⼰的数字货币钱包、区块链浏览器等
⽣态应⽤。此SDK包含了�auth,bank,capability�等模块，本⽂档将逐⼀介绍。

33

（⼀）Auth
1.应⽤的事务和账⼾验证
auth模块负责指定应⽤程序的基本交易和帐⼾类型，因为SDK本⾝对这些细节是不可知
的。它包含AnteHandler，执⾏检查所有基本交易的有效性（签名signatures、随机数�
nonces、辅助字段等），并公开帐⼾keeper，来允许其他模块读取、写⼊和修改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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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念
gas� &� fees。对于⽹络运营商来说，fees有两个⽬的，fees限制了每个完整节点存储的状
态的增⻓，并允许对经济价值很⼩的交易进⾏通⽤审查。fees在验证者对⽹络的使⽤和
⾝份不感兴趣的情况下，最适合作为⼀种反垃圾邮件机制。

fees�由�gas�限额和�gas�价格确定，其中�fees�=�cei（l gasLimit�*�gasPrices）。

Txs对所有状态的读/写都会产⽣gas成本，签名验证，以及与交易⼤⼩成⽐例的费⽤。�

运营商应在启动其节点时设置最低gas价格。必须设置希望⽀持的每个代币⾯额的⽓体
单位成本：simd� start...� --minimum-gas-prices=0.00001stake;0.05photinos在向内存池
添加交易或闲置交易时，验证者会检查交易的gas价格（由提供的fees决定）� 是否符合验
证者的任何最低gas价格。换句话说，—个交易必须提供⾄少⼀种⾯额的费⽤，� 与验证⼈
的最低gas价格相匹配。

星际视频公链⽬前不提供基于费⽤的内存池优先级,基于费⽤的内存池过滤是节点本地
的，不是共识的⼀部分。但随着最低gas价格的设定，这样的机制可以由节点运营商实施。

因为代币的市场价值会有波动，所以验证者要动态调整他们的最低gas价格。由于代币的
市场价值会波动，验证者有望动态地调整他们的最低gas价格，使之达到⿎励使⽤⽹络的
⽔平。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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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equence()�uint64
SetAccou�ntNumber(uint64)�error

SetSequence(uint64)�error�//�Ensure�that�account�implements�stringer
String()�string

SetPu�bKey(crypto.Pu�b�Key)�error
GetAccountNumber()�uint64

希望添加更多账⼾类型的模块客⼾端可以这样做：账⼾作为⼀个接⼝对外公开，并在
内部存储为基本账⼾或归属账⼾

3.账⼾状态
帐⼾包含SDK区块链上唯⼀可识别的外部⽤⼾的认证信息，包括公钥、地址和帐⼾号
码/�序列号，⽤于重放保护。为了提⾼效率，由于账⼾余额也必须被获取以⽀付费
⽤，账⼾结构也将⽤⼾的余额存储为'sdk.Coins'。

0x01�|�Address�->�ProtocolBuffer(account)

4.账⼾接⼝（Account�Interface）
account�interface⼣⼘放了读取和写⼊标准帐⼾信息的⽅法。注意，所有这些⽅法都
是在确认接⼝的帐⼾结构上操作的--为了将帐⼾写⼊存储，需要使⽤account�
keeper。

帐⼾I是⼀个接⼝，⽤于在状态内的给定地址存储货币。它假定了⼀个⽤于重放保护的�
序列号概念，—个⽤于重放保护先前修改过的帐⼾的帐⼾号概念，以及⼀个⽤于认证
的公共�密钥。

type�Account!�interface�｛

GetAddress()�sdk.AccAddress
SetAddress(sdk.AccAddress)�error//�errors�if�already�set.

proto.Message

GetPubKey()�crypto.PubKey�//�can�return�nil.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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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账⼾接⼝（Account�Interface）

BaseAccount定义了⼀个基本账⼾类型。它包含基本账⼾功能的所有必要字段。任何
⾃定义的账⼾类型都应该扩展这个类型以实现额外的功能（例如：vesting）。

基本账⼾是最简单和最常⻅的账⼾类型，它只是将所有必要的字段直接储存在⼀个结
构中。

AnteHandlers

string�address�=�1;

6.归属账⼾（Vesting�Account）

message�BaseAccount�{

google.protobuf.Any�pub_key�=�2;

Handlers

uint64�sequence��������=4;�}

Vesting�Account之后会详细介绍

uint64�account_number�=�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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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Handler
anteHandler(ak�AccountKeeper,�fck�FeeCollectionKeeper,�tx�sdk.Tx)

bytesToSign�:=�StdSignBytes(chainID,�acc.GetAccountNumber(),

if�!tx.(StdTx)

fail�with�"invalid�signature”

if�isCheckTx�and�tx.Fee�<�config.SubjectiveMinimumFee
fail�with�"insufficient�fee�for�mempool�inclusion”
if�tx.ValidateBasic()�!=�nil
fail�with�"tx�failed�ValidateBasic”

coins�:=�acount.GetCoins()

fail�with�"insufficient�fee�to�pay�for�transaction”
account.SetCoins(coins�-�tx.Fee)

if�tx.Fee�>�0

account�=�GetAccou�nt(tx.GetSigners()�[i�ndex])

auth模块⽬前没有⾃⼰的事务处理程序，但暴露了特殊的'AnteHandler',⽤于对事务进
⾏基本的有效性检查，这样就可以把它从内存池中抛出。注意，ante�handler是在�
'CheckTx'上调⽤的，但也在'DeliverTx'上调⽤，因为星际视频公链发起⼈⽬前有能⼒
在他们发起的区块中包括不能通过'CheckTx'的事务。

fail�with�"not�a�StdTx”

if�coins�<�tx.Fee

for�index,�signature�in�tx.GetSignatures()

account�=�GetAccount(tx.GetSigners()[0])

fck.AddCollected�Fees(tx.Fee)

acc.GetSequence(),�tx.Fee,�tx.Msgs,�tx.Memo)
if�!signature.Verify(bytesToSign)

return
Kee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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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ers
auth模块只暴露了⼀个keeper，即account�keeper，它可以⽤来读写账⼾。
Account�Keeper
⽬前只有⼀个完全授权的账⼾管理⼈，它有能⼒读取和写⼊所有账⼾的所有字段，并对
所有存储的账⼾进⾏迭代。
//�AccountKeeperI�is�the�interface�contract�that�x/auth's�keeper�implements.
type�AccountKeeperI�interface｛�
//�Return�a�new�account�with�the�next�account�number�and�the�specified�address.�
Does�not�save�the�new�account�to�the�store.
NewAccountWithAddress(sdk.Context,�sdk.AccAddress)�types.AccountI
//�Return�a�new�account�with�the�next�account�number.�Does�not�save�the�new
account�to�the�store.
NewAccount(sdk.Context,�types.AccountI)�types.AccountI
GetAccount(sdk.Context,�sdk.AccAddress)�types.AccountI

//�Set�an�account�in�the�store.
SetAccount(sdk.Context,�types.AccountI)
//�Remove�an�account�from�the�store.
RemoveAccount(sdk.Context,�types.AccountI)
//� Iterate� over� all� accounts,� calling� the� provided� function.� Stop� iteraiton�when� it�
returns�false.
IterateAccounts(sdk.Context,�func(types.AccountI)�bool)
//�Fetch�the�public�key�of�an�account�at�a�specified�address
GetPubKey(sdk.Context,�sdk.AccAddress)�(crypto.PubKey,�error)
//�Fetch�the�sequence�of�an�account�at�a�specified�address.
GetSequence(sdk.Context,�sdk.AccAddress)�(uint64,�error)
//�Fetch�the�next�account�number,�and�increment�the�internal�counter.
GetNextAccountNumber(sdk.Context)�uint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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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0

DF�=�0

V′=�0

1.授权�(vesting)
举例：给出⼀个有10个归属币的连续归属账⼾。

DV�=�0

OV�=�10

V�=�10

BC�=�11
时间过去了，2个代币的账⼾
V=�8
V'�=�2
将4枚代币委托给验证⼈A

⽴即收到1枚代币

39

DV�=�4

送出3个代币
BC�=�4

发送了�2个代币。在这⼀点上，该账⼾不能再发送，直到有更多的代币归属或收到更
多的代币。然⽽，它仍然可以进⾏委托。
BC�=�2

时间过去，产⽣5个代币的归属
与简单例⼦的初始条件相同。

V=�6

BC�=�7

V'�=�4

进阶例⼦

更多的时间过去了，⼜有2个代币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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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5
将5枚代币委托给验证器A
DV�=�5
BC�=�5
委托5个代币给验证⼈B
DF�=�5

从验证⼈B处撤销授权（5个代币）。这时账⼾只能发送2.5个代币，除⾮它收到更多
的代币或直到更多的代币归属。然⽽，它仍然可以进⾏委托。

DF�=�5�-�2.5�=�2.5

验证⼈A被削减了�50%�,使得现在委托给A的价值为2.5枚代币�从验证⼈A那⾥取消授权
（2.5个代币）。

dv�=�5�-�2.5�=�2.5�

|�-------------------------------------|�--------------------------|------------�|

BC�=�0

2、参数

|�TxSigLimit���������������|�����uint64������|����7���|

|�SigVerifyCostED25519����|������uint64������|�590�����|

df�=�2.5�-�2.5�=�0�

BC�=�0�+�2.5�=�2.5

bc�=�2.5�+�5�=�7.5

|�MaxMemoCharacters� � |� � uint64����|���256��|

请注意，我们有⼀个过量的DV。

|�TxSizeCostPerByte��������|�����uint64������|����10��|

|�SigVerifyCostSecp256k1���|�����uint64�������|�1000���|

|�Key��������������������|�Type������������|�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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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uthz
1.概念
x/authz是星际视频公链SDK模块的⼀个实现，根据ADR�30�,它允许从⼀个账⼾（授予者）
向另⼀个账⼾（被授予者）授予任意的权限。必须使⽤授权接⼝的实现为⼀个特定的�
Msg服务⽅法逐⼀授予授权。

2.授权
在x/authz模块中定义的任何具体的授权类型都必须满⾜下⾯概述的授权接⼝。授权确
切地决定了哪些权限被授予。它们是可扩展的，可以为任何Msg服务⽅法定义，甚⾄在定�
义Msg⽅法的模块之外。授权使⽤ADR�031的新ServiceMsg类型。

3.内置授权
星际视频公链x/authz模块带有以下授权类型

4.内置授权
SendAuthorization�为星际视频公链.bank.v1beta1.Msg/Send�ServiceMsg�实现了授权
接⼝，它接收⼀个SpendLimit并将其更新为零。

5.通⽤授权（GenericAuthonzation）
实现了授权接⼝，它赋予了代表授予者的账⼾执⾏所提供的ServiceMsg的⽆限制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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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Gas
为了防⽌�DoS�攻击,⽤�x/authz�授予�StakeAuthorizaitons�会产⽣�gas
StakeAuthorizaiton允许授权另⼀个账⼾对验证⼈进⾏委托、取消委托或重新委托。授权
者可以定义⼀个他们将允许和/或拒绝委托的验证者的列表。SDK将对这些列表进⾏迭
代,�并对两个列表中的每个验证者收取10个gas。

1.状态
授权是通过结合授予者地址(授予者的字节地址)、被授予者地址(被授予者的字节地
址)和ServiceMsg类型(其⽅法名称)来识别的。
AuthorizationGrant:0x01|granter_address_len(1byte)|granter_address_bytes|grantee
_ad�dress_len(1byte)|grantee_address_bytes|msgType_bytes->
ProtocolBuffer(AuthorizationGrant)

2.消息
接下来描述了对authz模块的消息处理

(1)消息/批准授权
使⽤MsgGrantAuthorization消息创建⼀个授权许可。
在以下情况下，该信息预计会失败。
①授予者和被授予者都有相同的地址。
②提供的过期时间⼩于当前unix时间戳。
③提供的授权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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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撤销授权2�)
允许的授权可以通过 消息删除。MsgRevokeAuthorization
在以下情况下，该信息预计会失败。
①授予者和被授予者都有相同的地址。

( 消息/3) 执⾏授权请求(M�sgExecAuthorized�Req�uest)

3.实践

② 权者没有运⾏交易的权限。被授

keeper

②提供的 是空的。MethodName

authz模块会发出以下事件。

Type� � � � � � Attribute�Key� � ��Attribute�Value

� grant-authorization� � � granter� �����{granterAddress}

当被授予者想代表授予者执⾏交易时，它必须发 此消息MsgExecAuthorizedRequest。�
预计在以下情况下会失败。
①对所提供的消息没有实施授权。

（1） 权授予授

③ 权已经过期。批准的授

� grant-authorization� � � module� �����authz
� grant-authorization� � � grant-type�����{msgType}

� grant-authorization� � � grantee� �����{grantee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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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撤销授权
Type� � � � � � Attribute�Key� � Attribute�Value
revoke-authorization� � module� � � �authz
revoke-authorization� � grant-type� � � �{msgType}
revoke-authorization� � granter�� � � �{granterAddress}
revoke-authorization� � grantee� � � �{granteeAddress}

（五）Bank
bank模块负责处理账⼾之间的多资产代币转移，并跟踪特殊情况下的伪转移,这些伪转
移必须以不同的⽅式与特定类型的账⼾⼀起⼯作（特别是委托/⾮委托的归属账⼾）。它
暴露了⼏个具有不同能⼒的接⼝，⽤于与必须改变⽤⼾余额的其他模块进⾏安全互动。

此外，银⾏模块跟踪并提供对应⽤程序中使⽤的所有资产的总供应量的查询⽀持。

1.状态
x/bank模块保持三个主要对象的状态，account� balances,� denom� metadata和所有余
额的总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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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te(balance.Denom) - > Protocol Buffer(balance)

3.余额

0x0 | byte(denom) -> byte(imount)

if inputSum != outputSum:

return inputOutputCoins(msg.Inputs, msg.Outputs)

2.供应量

denom metadata : 0x1 | byte(denom) -> ProtocolBuffer(Metadata)

0x2 | byte(address length) | []byte(address) |

4.Keeper

模块应该使⽤权限最⼩的接⼝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功能。

5.消息

bank模块提供很多导出的keeper接⼝�,可以传递给其他读取或更新账⼾余额的模块。

消息发送
handleMsgSend(msg MsgSend)

inputSum = 0

for input in inputs

inputSum += input.Amount

outputSum = 0

for output in outputs

outputSum += output.Amount

fail with “input/output amount mismatch"

除了处理程序事件外，当下列⽅法被调⽤时(或任何最终调⽤这些⽅法的⽅法)，bank

keeper将产⽣事件

6.事件
bank模块放出以下事件
MsgSendMsgMultiSend

MintCoins BurnCoins addCoins subUnlockedCoins/DelegateCoins � grant-authorization� � � grantee� �����{granteeAddress}

�

keeper

（1）授予授权
Type� � � � � � Attribute�Key� � ��Attribute�Value

authz模块会发出以下事件。

� grant-authorization� � � module� �����authz
� grant-authorization� � � grant-type�����{msgType}
� grant-authorization� � � granter� �����{granterAddress}

1.授予者和被授予者都有相同的地址。

允许的授权可以通过MsgRevokeAuthorization消息删除。

�2.提供的MethodName是空的。

authz模块会发出以下事件。

(2�)消息/撤销授权

当被授予者想代表授予者执⾏交易时，它必须发MsgExecAuthorizedRequest。�此消息
预计在以下情况下会失败。
1.对所提供的消息没有实施授权。

keeper

1.实践

2.被授权者没有运⾏交易的权限。

(3)消息/执⾏授权请求(M�sgExecAuthorized�Req�uest)

(1)授予授权

在以下情况下，该信息预计会失败。

3.实践
3.批准的授权已经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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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数
bank模块包含以下参数
Key��Type��Example
SendEnabled���SendEnabled���(denom:�"stake",�enabled:�true�}
DefaultSendEnabled��bool��true

（六）Capability
1.概念
能⼒(Capabilities)是多所有者的。⼀个域的keeper可以通过�NewCapability�”来�创建⼀
个能⼒,它创建了⼀个新的唯⼀的、不可伪造的对象-能⼒参考。新创建的能⼒被⾃动持
久化；调⽤模块不需要调⽤�Claimcapability'。调⽤�NewCapability'将创建具有调⽤模块
和名称的能⼒,作为⼀个元组,被视为能⼒的第⼀所有者。

能⼒可以被其他模块认领，并将其作为所有者。�ClaimCapability'允许⼀个模块声称它从
另⼀个模块得到的能⼒密钥,这样未来的�GetCapability'调⽤将会成功。如果⼀个收到能
⼒的模块希望在将来以名字访问它，就必须调⽤�ClaimCapability'。

同样，能⼒是多所有者的，所以如果多个模块拥有⼀个能⼒引⽤，它们都将拥有它。如果
⼀个模块从另⼀个模块�收到⼀个能⼒，但没有调⽤�ClaimCapability',它可以在执⾏的事
务中使⽤它，但之后将不�能访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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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模块都可以调⽤"AuthenticateCapability"，以检查⼀个能⼒是否确实与调⽤模块
之前关联的特定名称(该名称可以是不被信任的⽤⼾输⼊)相对应。
'GetCapability'允许⼀个模块获取它之前通过名称声称的能⼒。该模块不允许检索它不
拥有的能⼒。

2.状态
Index
CapabilityOwners
Capability

（七）Crisis
危机模块在区块链不变量被破坏的情况下停⽌区块链。不变量可以在应⽤程序初始化过
程中与应⽤程序注册。

1.状态
固定费⽤
由于验证⼀个变量的预期gas成本要求很⾼（并有可能超过最⼤允许的block� gas限制），�
因此使⽤了恒定费⽤⽽不是标准gas消耗⽅法。恒定费⽤旨在⼤于⽤标准gas消耗⽅法运
⾏�不变量的预期gas成本。ConstantFee参数被保存在全局params存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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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息
MsgVerifylnvariant

该消息预计会失败，如果该消息检查所提供的不变性，如果不变性被破坏，它就会�
pannic,�停⽌区块链的运⾏。如果不变性被破坏,固定费⽤永远不会被扣除，因为交易
从未被提交到�区块中（相当于被退款）。然⽽，如果不变式没有被破坏,固定费⽤将不
会被退还。

区块链的不变性可以使⽤'MsgVerifylnva�ria�nt'消息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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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件

Handlers�
MsgVerifyInvariance
|�Type������|�Attribute�Key�|�Attribute�Value��|
|-----------------|------------------|------------------------|
|�invariant���|� route���|�{invariantRoute}�|
|�message���|�module������|�crisis�����������|

Crisis模块包含以下事件

｜……………………｜………………………｜…………………………………｜

Crisis模块包含以下参数

|�message���|�action�������|�verify_invariant���|

|�Key� |�Type� |�Example� |

4.参数

|�message���|�sender�������|�{senderAddress}��|

|�ConstantFee�|�object�(coin)�|�(ndenomn:nuatomn/namountn:n100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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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这个简单的分配机制描述了⼀种在验证者和委托者之间被动地分配奖励的功能⽅式。请
注意，这种机制并不像主动奖励分配机制那样精确地分配资⾦，因此将在未来进⾏升级。�
该机制的运作⽅式如下。收集的奖励在全球范围内汇集，并被动地分配给验证⼈和委托
⼈。� 每个验证⼈都有机会向委托⼈收取代表委托⼈收集的奖励的⼿续费。费⽤被直接收
集到全球奖励池和验证⼈提议者奖励池中。由于被动会计的性质，每当影响奖励分配率
的参数发⽣变化时，奖励的提取也必须发⽣。

每当提取时，必须提取他们有权获得的最⼤数额,⽽不在池中留下任何东西。每当绑定、�
解除绑定或重新委托代币到⼀个现有账⼾时，必须发⽣全额提取奖励的情况（因为懒惰
会计的规则改变了）。每当验证者选择改变奖励的佣⾦时，所有累积的佣⾦奖励必须同时
被提取。这⾥概述的分配机制被⽤来在验证⼈和相关委托⼈之间懒散地分配以下奖励。

1.社会分配的多代币费⽤提案⼈奖励池膨胀的原⼦规定
2.验证⼈对其委托⼈股权获得的所有奖励的佣⾦费⽤被汇集在⼀个全球池中，以及验证
⼈特定的提议⼈奖励池。所使⽤的机制允许验证⼈和委托⼈独⽴和懒惰地提取他们的奖
励。

1.概念
在权益证明（POS）区块链中，从交易费⽤中获得的奖励被⽀付给验证者。费⽤分配模块�
将奖励公平地分配给验证者的组成委托⼈。

奖励是按周期计算的。每当验证者的委托发⽣变化时，例如，当验证者收到新的委托时,�
该周期就会被更新。然后，单个验证⼈的奖励可以通过提取授权开始前的时期的总奖励
减去当前的总奖励来计算。

当验证⼈被移除或验证⼈要求提款时，将向验证⼈⽀付佣⾦。佣⾦在每次BeginBlock� 操
作时计算并递增，以更新累积的费⽤⾦额。

基于IPFS应用的星际视频公链



51

type�DecCoin�struct｛
Amount�sdk.Dec

Validator�Distribution｝

//�coins�with�decimal

Denom�string}

FeePool:�0x00�->�ProtocolBuffer(FeePool)

type�DecCoins�[]DecCoin

FeePool
所有全局跟踪的分配参数都存储在'FeePool'中。奖励被收集并添加到奖励池中,并从这
⾥分配给验证者/授权者。
请注意，奖励池持有⼗进制的代币('DecCoins')，以允许从通货膨胀等操作中获得零碎
的代币。当代币从奖励池中分发时，它们会被截断回'sdk.Coins',⽽这些代币是⾮⼗进
制的。

对委托⼈的奖励是在委托⼈被改变或被移除，或被要求提款时分配的。在奖励被分配
之前，所有发⽣在当前委托期间的对验证⼈的斜线都被应⽤。

2.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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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验证⼈的验证⼈分配信息每次都会被更新。授权给验证⼈的⾦额被更新，验证⼈
成功提出⼀个区块并获得奖励,任何委托⼈从验证⼈那⾥退出，或验证⼈撤回其佣⾦。

ValidatorDistInfo:0x02|ValOperatorAddrLen(1byte)|ValOperatorAddr->ProtocolBuff�
er(validatorDistribution)
type�ValidatorDistInfo�struct｛�
OperatorAddress�sdk.AccAddress
Se�l�fBo�n�d�Rewa�rd�s�sd�k.�DecCoin�s
ValidatorCommission�types.ValidatorAccumulatedCommission｝

（九）Delegation�Distribution
每个delegation� distribution只需要记录它最后⼀次提取费⽤的⾼度。因为⼀个�
delegation必须在它的属性发⽣变化时提取费⽤(⼜称保税代币等)，它的属性将保持不
变,� 代表团的_积累_系数可以被动地计算出来，只需要知道最后⼀次提取的⾼度和它当
前的属性。

DelegationDistInfo:�0x02�|�DelegatorAddrLen�(1�byte)�|�DelegatorAddr�|
ValOperatorAddrLen�(1�byte)�|�ValOperatorAddr�->�ProtocolBuffer(delegatorDist)
type�DelegationDistInfo�struct｛�
WithdrawalHeight�int64�//�last�time�this�delegation�withdrew�re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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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BeginBlock�"中，前⼀个区块收到的所有费⽤都被转移到分配的�"ModuleAccount�
”账⼾。当委托⼈或验证⼈提取他们的奖励时，他们会从'ModuleAccount'�中取出。在开
始区块期间，对所收取的费⽤的不同主张更新如下：
/前⼀个⾼度的区块提议者及其委托者获得1%⾄5%的费⽤奖励。
/储备社区税被收取。

1.参数

/为了激励验证者等待并在区块中包括额外的预提交，区块提议者的奖励是由星际
视频公链预提交消息计算出来的。

只有当参数'WithdrawAddrEnabled'被设置为'true'时，才有可能改变提款地址。�
提款地址不能是任何⼀个模块的账⼾。这些账⼾在初始化时被添加到分配保持者的�
'blockedAddrs'数组中，从⽽被阻⽌成为提款地址。

2.消息
设置提现地址(MsgSetWithdrawAddress�)默认情况下,提款地址是委托⼈的地址。
要改变其提款地址,委托⼈必须发送⼀个�'MsgSetWithdrawAddress'消息。

/剩余的部分按投票权⽐例分配给所有绑定的验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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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k�Keeper)�SetWithdrawAddr(ctx�sdk.Context,�delegatorAddr�sdk.AccAddress,
withdrawAddr�sdk.AccAddress)�error
if�k.blockedAddrs[withdrawAddr.String()]｛�
fail�with“� '(withdrawAddr}'�is�not�allowed�to�receive�external�funds"}
if�!k.GetWithdrawAddrEnabled(ctx｛)
fail�with�'ErrSetWithdrawAddrDisabled’｝
k.SetDelegatorWithdrawAddr(ctx,�delegatorAddr,�withdrawAddr)
Hooks�可由该模块调⽤的可⽤钩⼦，以及从该模块调⽤的钩⼦。

3.�创建或修改授权分配�
triggered-by:�staking.MsgDelegate,�staking.MsgBeginRedelegate,�
staking.MsgUndelegate�Before
委托奖励被提取到委托⼈的提款地址。奖励包括当前的时期，不包括开始的时期。�
验证⼈时期被增加。因为验证⼈的权⼒和股份分配可能已经改变，所以验证⼈的时期�
被增加。�委托⼈的起始期的参考计数被减去。

（⼗）After
委托⼈的起始⾼度被设定为前⼀个时期。由于� before-hook的存在，这个时期是委托⼈
获得奖励的最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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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validator����|�{validatorAddress}����|

（⼗⼀）Evidence

|�Type������������|�Attribute�Key�|�Attribute�Value������|
｜……………………｜………………………｜…………………………………｜
|�proposer_reward��|�validator����|�{validatorAddress}���|

|�commission������|�amount�����|�{commissionAmount}�|

|�rewards���������|�validator����|�{validatorAddress}����|

1.事件

2.参数

|�proposer_reward��|�reward�����|�{proposerReward}����|

|�Key� |�Type� |�Example� |
｜……………………｜………………………｜…………………………………｜
|�communitytax�|�string�(dec)|�"0.020000000000000000"�[0]�|

|�bonusproposerreward|string(dec)|"0.040000000000000000"[0]
|�withdrawaddrenabled�|�bool�|�true�|

BeginBlocker

|�rewards���������|�amount�����|�{rewardAmount}�����|

|�baseproposerreward|�string�(dec)�|"0.010000000000000000"[0]

提交给"evidence�"模块的任何具体类型的证据都必须履⾏下⾯概述的"Evidence”�合
同。并⾮所有具体类型的证据都以同样的⽅式履⾏这⼀合约，⼀些数据可能与某些类�
型的证据完全⽆关。⼀个扩展了'Evidence'的额外'ValidatorEvidence',也被创建来以定
义—个针对恶意验证器的证据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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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Message
Route()�string
Type()�string
String()�string

GetHeight()�int64}

//�The�total�validator�set�power�at�time�of�infraction
GetTotalPower()�int64}

//�The�total�power�of�the�malicious�validator�at�time�of�infraction

Evidence

GetValidatorPower()�int64

ValidateBasic()�error
//�Height�at�which�the�infraction�occurred

type�ValidatorEvidence�interface�｛

//�The�consensus�address�of�the�malicious�validator�at������time�of�infraction

Hash()�tmbytes.HexBytes

GetConsensusAddress()�sdk.ConsAddress

Governancetype�Evidence�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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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是通过�MsgSubmitEvidence�消息提交的。

string� submitter�=�1;
google.protobuf.Any�evidence�=�2;}

message�GenesisState�｛

//�Evidence�of�misbehavior�such�as�equivocation�or�counterfactual�signing.

2.消息

//�MsgSubmitEvidence�represents�a�message�that�supports�submitting�arbitrary

repeated�google.protobuf.Any�evidence�=�1;}

message�MsgSubmitEvidence�｛

//�evidence�defines�all�the�evidence�at�genesis.

GenesisState定义了�evidence模块的初始状态.

1.状态
⽬前，x/evidence模块只在状态中存储有效提交的Evidence。证据状态也存储在�
x/evidence模块的GenesisState中并被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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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件
MsgSubmitEvidence
� |�Type������������|��Attribute�Key��|�Attribute�Value��|
|�-------------------------�|�----------------------�|�--------------------��|
|�submit_evidence��|�evidence_hash��|�{evidenceHash}��|
|�message���������|�module��������|�evidence�������|
|�message���������|�sender��������|�{senderAddress}��|
|�message���������|�action���������|�submit_evidence�|

4.参数
此模块不含任何参数

（⼗⼆）Mint
1.概念
挖矿机制的⽬的是允许⼀个灵活的通货膨胀率，由市场需求决定，⽬标是⼀个特定的债
券-股票⽐率，在市场流动性和股票供应之间取得平衡。移动变化率机制确保了如果抵押
百分⽐超过或低于⽬标抵押百分⽐，通货膨胀率将调整以进⼀步激励或抑制抵押。将⽬
标％绑定率设置为低于100%�,⿎励⽹络保持⼀些⾮绑定的代币，这应该有助于提供⼀些
流动性。

移动变化率机制确保了如果抵押百分⽐超过或低于⽬标抵押百分⽐，通货膨胀率将调
整，以进⼀步激励或抑制抵押。

如果通货膨胀率低于⽬标％绑定率，通货膨胀率将增加，直到达到⼀个最⼤值。
如果保持⽬标粘合率(在星际视频公链-Hub中为67%)，那么通货膨胀率将保持不变。
如果通货膨胀率⾼于⽬标粘合率，通货膨胀率将下降，直到达到⼀个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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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状态

Minter:�0x00�->�ProtocolBuffer(minter)

3.参数

4.初始区块

|�Key�����������|�Type������������|�Example����������|

矿⼯是⼀个⽤于保存当前通货膨胀信息的空间。

挖矿参数被保存在全局参数中。

造币参数在每个区块开始时重新计算并⽀付通货膨胀。

5.参数

|�MintDenom���|�string����������|�"uatom"�������������|
|�InflationRateChange�|�string�(dec)�|�"0.130000000000000000"�|
|�InflationMax���|�string�(dec)����|�"0.200000000000000000"�|
|�InflationMin���|�string�(dec)����|�"0.070000000000000000"�|
|�GoalBonded���|�string�(dec)����|�"0.670000000000000000"�|

|---------------------|-----------------|-----------------------------------------|

|�BlocksPerYear��|�string�(uint64)��|�"631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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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Attribute�Key�|�Attribute�Value�|

|�mint�|�bonded_ratio�|�｛bondedRatio}�|

|�mint��|�amount�������|�｛amount｝�������|�

|��mint�|�inflation������｛inflation｝

6.事件
Beginblocker

|�……………………|�………………………|�…………………………………｜

|�mint�|�annual_provisions�|�｛annualPro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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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arams

Subspace可以被单个keeper使⽤,他们需要⼀个私有的参数存储空间其他�keeper不能
修改。params�Keeper可以⽤来向'x/gov'路由器添加路由，以便在提案通过时修改任
何参数。

在应⽤程序初始化阶段可以使⽤Keeper.Subspace为其他模块的keeper分配⼦空间,并
存储在Keeper.space中。然后,这些模块可以通过Keeper.GetSubspace获得对其特定
参数存储的引⽤。

Subspace是参数存储的⼀个前缀的⼦空间。每个使⽤参数存储的模块都会采取⼀个⼦
空间来隔离访问的权限

(4).�Slashing

签名信息(Liveness)

有两种主要类型，Keeper和Subspace。⼦空间是⼀个独⽴的命名空间，⽤于⼀个参
数存储的⼀个独⽴的命名空间，其中键以预先配置的空间名称为前缀。Keeper有⼀�个
权限来访问所有现有的空间。

params包提供了⼀个全局可⽤的参数存储。

(2)�.�Keeper

(3)�.�Subspace

7.状态

每个区块都包括⼀组由前⼀个区块的验证者做出的预先承诺，这被称为星际视频公链
提供的LastCommitInfoo只要LastCommitInfo包含总投票权的+2/3的预先承诺，它就
是有效的。激励提案⼈在星际视频公链LastCommitInfo中包含来⾃所有验证者的预先
承诺的⽅法是，按LastCommitInfo中包含的投票权与+2/3之间的差额⽐例收取额外费
⽤(⻅费⽤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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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所有仍然委托给验证者的委托者将被重新绑定，并开始再次收集规定和奖励。

有效性跟踪

验证者因未能在LastCommitInfo中包含⼀定数量的区块⽽受到惩罚，被⾃动监禁，有
可能被删除，并被解除绑定。

解除绑定
如果⼀个验证器由于停机⽽被⾃动解除绑定,并且希望重新上线并可能重新加⼊绑定的
集合，它必须发送MsgUnjail。

//奖励。

如果验证者有⾜够的利益，进⼊前n�=�MaximumBondedValidators，它将⾃动被重新

//他们回到绑定的验证器集合中，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接收规定

message�MsgUnjail�{string�validator_addr�=�1;}

9.初始块

8.消息

在每个区块的开始，我们更新每个验证器ValidatorSigningInfo，并检查它们是否在⼀
个滑动窗⼝中越过了活泼性阈值。这个滑动窗⼝由SignedBlocksWindow定义，这个
窗⼝的索引由验证器的ValidatorSigningInfo中的IndexOffset决定。对于每个被处理的
块，⽆论验 �证器是否签名， IndexOffset都会被增加。⼀旦索引被确定，
MissedBlocksBitArray和�MissedBlocksCounter就会相应地被更新。

//�MsgUnjail是⼀个sdk.Msg，⽤于解除被绑定的验证器的绑定，从⽽使其回到

type�LastCommitInfo�struct�{

｝

Round�int32
Votes�[]Vot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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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了确定验证器是否越过了有效性阈值,我们获取最⼤的漏掉的块数maxMissed，�
即�SignedBlocksWindow-�(�MinSignedPerWindow�*�SignedBlocksWindow)和我们可
以确定有效性的最⼩⾼度,minHeight。如果当前�区块⼤于minHeight,并且验证器的
MissedBlocksCounter�⼤于�maxMissed，它们将被�SlashFractionDowntime�删除，将被
监禁�DowntimeJailDuration，并重置以下值：
MissedBlocksBitArray,�MissedBlocksCounter,和�IndexOffset。

（⼗三）Hooks
1.消减钩⼦
削减模块实现了�x/staking中定义的StakingHooks，⽤于记录验证⼈的信息。在应⽤程序
的初始化过程中，这些钩⼦应该被注册在staking模块的结构中。
以下钩⼦会影响削减状态。

AfterValidatorBonded�创建⼀个�ValidatorSigningInfo�实例，如下⽂所述。
AfterVa�lidatorC�reated存储⼀个验证⼈的共识密钥。
AfterValidatorRemoved删除⼀个验证者的共识密钥。

2.绑定的验证器
在第⼀次成功绑定⼀个新的验证器后，我们为现在绑定的验证器创建⼀个新的
ValidatorSigningInfo�结构，该结构为当前块的�Start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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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Attribute�Key�|�Attribute�Value�|

Tombstone�:�false,

signingInfo,�found�=�GetValidatorSigningInfo(address)
onValidatorBonded(address�sdk.ValAddress)

StartHeight:�CurrentHeight,

setValidatorSigningInfo(signingInfo)｝

if�!found�｛signingInfo�=�ValidatorSigningInfo�｛

3.事件

MsgServer

Return

MsgUnjail

MissedBloskCounter:�0｝

JailedUntil�:�time.Unix（0，0),
IndexOffset:�0,

slashing模块放出以下event/tag

|�------------�|�-----------------�|�--------------------�|

基于IPFS应用的星际视频公链



65

|�slash��|�reason�����|�{slashReason}���������������|

� Jail

|�liveness��|�address������|�{validatorConsensusAddress}��|

� Keeper

|�slash��|�power������|�{validatorPower}������������|

|�---------�|�-----------------�|�----------------------------------------�|
� |�Type��|�Attribute�Key�|�Attribute�Value�������������|

� |�slash��|�jailed������|�{validatorAddress}��|

|�liveness��|�height�������|�{blockHeight}���������������|

|�message�|�module�����|�slashing��������|

|�slash��|�address�����|�{validatorConsensusAddress}��|

|�--------�|�------------------�|�-------------------------�|

� BeginBlocker:�HandleValidatorSignature

|�slash��|�jailed�[0]����|�{validatorConsensusAddress}��|
� [0]�Only�included�if�the�validator�is�jailed.

|�-------------�|�------------------�|�---------------------------------------��|

|�liveness��|�missed_blocks�|�{missedBlocksCounter}�������|

� |�Type��|�Attribute�Key�|�Attribute�Value����|

|�Type�����|�Attribute�Key�|�Attribute�Value��������������|

|�message�|�sender������|�{validator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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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减碑

验证程序会被部分削减，并置于"监禁期”,即不允许使⽤的时间段重新加⼊验证器
集。但是，由于共识错误和ABCI的性质，在违规发⽣和违规到达状态机的证据之间可
能会有延迟�（这是存在未绑定期的主要原因之⼀）。

|�Key���������������������|�Type�����������|�Example����������������|
|�-------------------------------------�|�-------------------------�|�------------------------------------�|
|�SignedBlocksWindow������|�string�(int64)�����|�"100"�������������������|

|�DowntimeJailDuration������|�string�(ns)�������|�"600000000000"����������|

|�SlashFractionDowntime�����|�string�(dec)������|�"0.010000000000000000"��|

5.参数

|�MinSignedPerWindow������|�string�(dec)������|�"0.500000000000000000"��|

|�SlashFractionDoubleSign����|�string�(dec)������|�"0.050000000000000000"��|

在当前的“�slashing”模块实现中，当共识引擎将验证程序的共识错误通知状态机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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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Staking(股权）
该模块使基于星际视频公链的区块链能够⽀持⾼级权益证明系统。在此系统中，链的本
地权益令牌的持有者可以成为验证者，并可以将令牌委派给验证者，最终确定系统的有
效验证者集。

（1）State
astTotalPower跟踪在上⼀个结束块期间记录的绑定令牌的总量。前缀为“� Last”的商店
条⽬必须保持不变，直到EndBlock。
LastTotalPower:�0x12->�ProtocolBuffe（r �sdk.Int）

（2）Params
Params是模块范围的配置结构，该结构存储系统参数并定义放样模块的整体功能。

（3）Validator
验证者可以具有以下三种状态之⼀
①未绑定：验证器不在活动集中。他们⽆法签署障碍物，也⽆法获得奖励。他们可以接待
代表团。

②绑定”：验证者收到⾜够的绑定令牌后，它们会在EndBlock期间⾃动加⼊活动集，其状
态将更新为"绑定”。它们正在签名并获得奖励。它们可以得到进⼀步的委派。由于不当⾏
为，它们可能会被削减。取消绑定其委托⼈的验证者必须等待UnbondingTime的持续时
间（特定于链的参数），在此期间，如果源验证者的违法⾏为在代币绑定期间内发⽣，则他
们仍可将其砍掉。

③解除绑定：当验证者出于选择⽽离开活动集合时，或者由于进⾏了⼤幅削减，锯⻮或墓
碑化 ,它们的所有委托都将开始解除绑定。然后 ,所有代表团都必须等待
UnbondingTime，然后才能将其令牌从BondedPool移到其帐⼾中。

5.参数

4.消减碑

|�Key���������������������|�Type�����������|�Example����������������|
|�-------------------------------------�|�-------------------------�|�------------------------------------�|
|�SignedBlocksWindow������|�string�(int64)�����|�"100"�������������������|

在当前的“�slashing”模块实现中，当共识引擎将验证程序的共识错误通知状态机时,
验证程序会被部分削减，并置于"监禁期”,即不允许使⽤的时间段重新加⼊验证器
集。但是，由于共识错误和ABCI的性质，在违规发⽣和违规到达状态机的证据之间可
能会有延迟�（这是存在未绑定期的主要原因之⼀）。

������������������

|�MinSignedPerWindow������|�string�(dec)������|�"0.500000000000000000"��|
|�DowntimeJailDuration������|�string�(ns)�������|�"600000000000"����������|
|�SlashFractionDoubleSign����|�string�(dec)������|�"0.050000000000000000"��|
|�SlashFractionDowntime�����|�string�(dec)������|�"0.01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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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Delegation
通过将DelegatorAddr(委托⼈的地址)与ValidatorAddr组合在⼀起来标识委托，在存储
中对委托⼈进⾏索引的⽅式如下：
Delegation:�0x31│�DelegatorAddrLen�(1�byte)�|�DelegatorAddr�|
ValidatorAddrLen� (1� byte)� |� ValidatorAddr� ->� ProtocolBuffer(delegation)Delegator�
Shares当将⼀个代币分配给验证者时，将根据动态汇率为他们分配⼀定数量的委托者份
额，该份额是根据委托给验证者的代币总数和到⽬前为⽌发⾏的股票数量计算得出的：
Shares�per�Token�=�validator.TotalShares()�/�validator.Tokens()仅收到的股份数量存储
在�委托条⽬”中。当委托⼈然后取消委托时，根据他们当前持有的股份数和反e来计算他
们收到的代币数量。

State�Transitions(状态转换)
验证器中的状态转换在每个EndBlock�上执⾏，以检查活动ValidatorSet中的更改。
未绑定到已绑定当ValidatorPowerIndex中验证者的排名超过LastValidator时，将发⽣
以下转换。

将�validator.Status�设置为�Bonded
将验证器令牌从�NotBondedTokens�发送到�BondedPool�ModuleAccount
从ValidatorByPowerIndex删除现有记录
将新的更新记录添加到ValidatorByPowerIndex
更新此验证器的Validator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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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此验证器的Validator对象

Msg/EditValidator

如果存在，请删除此验证器的任何ValidatorQueue记录
已绑定到未绑定

1.消息
Msg/CreateValidator

将�validator.Status�设置为�Unbonded

使⽤Msg/CreateValidator服务消息创建⼀个验证器。必须使⽤操作员的初始委托来创
建验证器。

Msg/Delegate
在此服务消息中，委托⼈提供代币，作为回报，分配给委托⼈的⼀定数量的验证者
（新创建的）委托⼈股份分配给委派。

佣⾦率可以使⽤Msg�/�EditCandidacy服务消息进⾏更新。

Msg/Undelegate

Msg/BeginRedelegate

Msg/�Undelegate服务消息允许委托⼈从验证程序中撤消其令牌。

������������������

重新授权命令允许委托者⽴即切换验证者。⼀旦解除绑定期限，重新授权将在
EndBlocker中⾃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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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通过在每个块末尾运⾏的状态转换来更新抵押验证器集。作为此过程的
⼀部分，所有更新的验证器也都将返回给星际视频公链，以包含在星际视频公链验证
器集中，�该集中负责在共识层验证星际视频公链消息。

������������������

如果HistoricalEntries参数为0，则BeginBlock不执⾏操作。
3.历史信息跟踪

当⼀个验证器被踢出绑定的验证器集（通过监禁或没有⾜够的绑定令牌）时，它将开
始取消绑定过程，并且其所有委托也开始取消绑定（同时仍委派给该验证器）。在这
⼀点上,�验证器被称为"未绑定验证器”，通过该验证器将在解除绑定期之后变得成
熟，成为"未绑定验证器”。

每次按序开始块调⽤，都会根据HistoricalEntries参数存储并修剪历史信息。

6.队列
在股权中，某些状态转换不是瞬时的，⽽是在⼀定时间段内（通常是⽆粘结时间）进
⾏的。当这些转换成熟时，必须执⾏某些操作才能完成状态操作。这是通过使⽤在每
个块末尾进⾏检查/处理的队列来实现的。

7.解除绑定验证器

否则，最新历史信息将存储在键historyInfoKey� |�height下，⽽所有早于�height-
HistoricalEntries的条⽬都将被删除。在⼤多数情况下，这会导致每个块修剪⼀个条
⽬。但是，如果参数HistoricalEntries已更改为较低的值，那么存储中将有多个条⽬必
须被修剪。

4.最终块
每个abci结束块调⽤，更新队列和验证器集的操作指定要执⾏的更改。

2.初始块

5.验证器集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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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检查验证器队列的每个块中是否有成熟的未绑定验证器（即，完成时间＜=当前时
间，�完成⾼度＜=当前块⾼度）。此时，将从状态中删除没有剩余任何委托的任何成
熟的验证器。 �对于仍然具有剩余委托的所有其他成熟的未绑定验证器，
validator.Status从�type.Unbonding�切换为�types.Unbonded。

从UnbondingDelegation.Entries中删除完整的条⽬

队列中条⽬的解除绑定：

8.解除约束的委派

������������������

通过以下过程完成对所有完整的的UnbondingDelegations.UnbondingDelegation

将余额代币转移到代表的钱包地址

如果没有剩余条⽬，从存储中删除UnbondingDelegation对象。

9.重新授权

10.Hooks
其他模块可以注册在桩中发⽣特定事件时执⾏的操作。可以注册这些事件以在桩事件
之�前或之后执⾏（根据挂钩名称）。下列钩⼦可以在桩中注册:

通过以下过程完成对所有成熟的重新授权的解除绑定。重新授权队列中的条⽬：从
Redelegation.Entries中删除成熟的条⽬。
如果没有剩余条⽬，则从存储中删除重新授权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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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程序开始解除绑定时调⽤

创建委托时调⽤

AfterValidatorRemoved( Context ConsAddress ValAddress)

验证者的状态更改时调⽤

AfterValidatorBeginUnbonding( Context ConsAddress ValAddress)

删除验证器时调⽤

BeforeDelegationCreated( Context AccAddress ValAddress)

修改委托份额时调⽤

删除委托时调⽤

11.事件

创建验证器时调⽤

AfterValidatorBonded( Context ConsAddress ValAddress)

BeforeDelegationSharesModified( Context AccAddress ValAddress)

BeforeDelegationRemoved( Context AccAddress ValAddress)

绑定验证器时调⽤

BeforeValidatorModified( Context ValAddress)

AfterValidatorCreated�(�Context,�ValAddress�)

此模块开放以下事件

Msg/Undelegate

Msg/EditValidator

                  

Service Messages

M sg/C reateValidator

Msg/BeginRedelegate

EndBlocker

Msg/Delegate

如果没有剩余条⽬，从存储中删除UnbondingDelegation对象。

8.解除约束的委派

将余额代币转移到代表的钱包地址
从UnbondingDelegation.Entries中删除完整的条⽬

如果没有剩余条⽬，则从存储中删除重新授权对象。

10.Hooks
其他模块可以注册在桩中发⽣特定事件时执⾏的操作。可以注册这些事件以在桩事件
之�前或之后执⾏（根据挂钩名称）。下列钩⼦可以在桩中注册:

队列中条⽬的解除绑定：

通过以下过程完成对所有成熟的重新授权的解除绑定。重新授权队列中的条⽬：从
Redelegation.Entries中删除成熟的条⽬。

9.重新授权

������������������

将检查验证器队列的每个块中是否有成熟的未绑定验证器（即，完成时间＜=当前时
间，�完成⾼度＜=当前块⾼度）。此时，将从状态中删除没有剩余任何委托的任何成
熟的验证器。 �对于仍然具有剩余委托的所有其他成熟的未绑定验证器，
validator.Status从�type.Unbonding�切换为�types.Unbonded。

通过以下过程完成对所有完整的的UnbondingDelegations.UnbondingDel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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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数
|�Key������������|�Type�������������|�Example������|
|-------------------------|----------------------------|----------------------|
|�UnbondingTime��|�string�(time�ns)���|�"259200000000000"|
|�MaxValidators���|�uint16������������|�100�����������|
|�KeyMaxEntries���|�uint16�����������|�7�������������|
|�HistoricalEntries��|�uint16�����������|�3�������������|
|�BondDenom�����|�string�����������|�"stake"���������|
|�PowerReduction��|�string�����������|�"1000000"������|

⼆、NFT（� ⾮同质化代币）的标准
（⼀）ERC721
它最初由CryptoKitties创造，也是代表⾮同质化数字资产的第⼀个标准。ERC721是可继
承的Solidity智能合约标准。⼈们可以轻松地从OpenZeppelin库中继承，并将其⽤于编
程基于NFT的项⽬。

（⼆）ERC1155
它最早由Enjin提出。它使⼈们能够实现半同质化的代币。ERC1155允许拥有独特资产种
类，⽽⾮拥有独特资产。这些资产与 ID相连接。**例如，⼀个 ID可以有20个名为
�Swords”的资产，⽽另⼀个ID可以有30个名为�Guns”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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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数据
元数据⽤于定义单个代币的唯⼀特征。以加密猫为例，每只加密猫都有不同的颜⾊、形�
状、名称等。元数据通常以JSON形式表现。

（四）链上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NFT�都与各⾃的元数据链接，并存储在区块链中。最⼤的缺点是以太
坊中的存储空间有限。

（五）链下
在这种情况下，元数据存储在中⼼化系统（如AWS）或去中⼼化⽹络（如IPFS� ）中，并通过
智能合约中的tokenURI参数链接到它们各⾃的NFT。FSV星际视频公链的NFT实现是基
于版权资源的，每发布⼀个版权资源，就会⾃动创建⼀个版权NFT。版权NFT可以转移给
其他⼈，持有NFT的⼈可以获取版权收益，当有⼈购买版权资源时，持有该NFT的⼈可以
获取到版权的收⼊。

三、IPFS内容标识符（CIDS）
内容标识符CID，是在IPFS中⽤于指向材料的标签。这并不表⽰内容存储在哪⾥，但它是
基于内容本⾝⽣成的⼀种地址。⽆论其底层内容的⼤⼩如何，CID都很短。

CID是基于内容的加密哈希。这意味着：
1.内容的任何差异都会产⽣不同的CID。
2.使⽤相同设置添加到两个不同IPFS节点的同⼀内容将⽣成完全相同的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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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D
CID可以采⽤具有不同编码基础或CID版本的⼏种不同形式。许多现有的IPFS⼯具仍然
⽣成的是v0版CID，尽管file（s MFS）和object操作现在默认使⽤CIDv1版。

（⼆）版本0
⾸次设计IPFS时，我们使⽤BASE� 58编码的多重哈希作为内容标识符（这⽐较新的CID更
简单，但灵活性更低）。默认情况下，CIDv0仍⽤于许多IPFS操作，因此您通常应尽量尝试
⽀持v0。

如果CID是以“Qm”开头的46个字符，则它是CIDv0（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检查CID规范
中的解码算法）。

（三）版本1
1.CID�v1包含⼀些前导标识符，⽤于明确说明使⽤哪种表⽰以及内容哈希本⾝。这些包括：
2.多基准前缀，指定⽤于CID其余部分的编码。
3.CID版本标识符，指⽰这是哪个版本的CID。
4.⼀个多编码标识符，指⽰⽬标内容的格式�‒�它有助于⼈们和软件在获取内容后知道如
何解释该内容。

这些前导标识符还提供向前兼容性，⽀持在将来的CID版本中使⽤的不同格式。您可以使
⽤CID的前⼏个字节来解释内容地址的其余部分，并知道在从IPFS获取内容后如何解码
内容。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查看CID规范。它包括解码算法和⽤于解码CID的现有软件
实现的链接。您可能还想查看CID检查器，以获取不同格式的CID的交互式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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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IPFS�DNS链接
DNSLink使⽤DNS�TXT记录将域名（如IPFS.io）映射到IPFS地址。因为您可以编辑
DNS记录，所以可以使⽤它们始终指向IPFS中对象的最新版本（请记住，如果修改对象，
IPFS对象的地址会更改）。由于DNSLink使⽤DNS记录，因此它⽣成的名称通常也很容易�
键⼊和读取。
DNSLink地址看起来像IPNS地址，但它使⽤域名代替哈希公钥:
/ipns/IPFS.io
就像普通的IPFS地址⼀样，它们可以包含指向其他⽂件的链接:
/ipns/IPFS.io/media/
当IPFS客⼾端或节点尝试解析该地址时，它会查找IPFS.io包含以下内容的TXT记录：
dnslink=/IPFS/<CID�for�your�content�here>
例如，如果您查找IPFS.ioDNS记录，您将看到其DNSLink条⽬：
$�dig�+noall�+answer�TXT�IPFS.io
IPFS.io.59�IN�TXT
ndnslink=/IPFS/QmYNQJoKGNHTpPxCBPh9KkDpaExgd2duMa3aF6ytMpHdaon
基于此，通过地址：
/ipns/IPFS.io/media/
会得到这个块:
/IPFS/QmYNQJoKGNHTpPxCBPh9KkDpaExgd2duMa3aF6ytMpHdao/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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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IPFS�哈希
哈希是⼀些函数，它接受⼀些任意输⼊并返回⼀个固定⻓度的值。特定值取决于使⽤的
给定哈希算法，例如SHA-1（� 由Git使⽤），SHA-256或BLAKE2� ,但给定的哈希算法始终为
给定输⼊返回相同的值。查看完整的哈希函数列表以获取更多信息。
举个例⼦，输⼊：

Hello�world将由SHA-1表⽰为:
0x7B502C3A1F48C8609AE212CDFB639DEE39673F5E
但是，完全相同的输⼊使⽤SHA-256则会⽣成以下输出：
0X64EC88CA00B268E5BA1A35678A1B5316D212F4F366B2477232534A8AECA37
F3C

请注意，第⼆个哈希⽐第⼀个哈希⻓。这是因为SHA-1创建了�160位哈希，⽽SHA-256�创
建了� 256位哈希。此外，前缀0x只是⼀个指⽰器，告诉我们以下散列表⽰为BASE� 16（或�
⼗六进制）数。

哈希可以由不同的编码基准（base2，base16，base32等等）来表⽰。实际上，IPFS� 使⽤它
作为其内容标识符的⼀部分，并使⽤多基准协议同时⽀持多个基准表⽰。
例如，上⾯的“Hello�World”的SHA-256哈希可以表⽰为BASE�32�:
mtwirsqawjuoloq2gvtyug2tc3jbf5htm2zeo4rsknfiv3fdp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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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哈希的特征
加密哈希具有⼏个⾮常重要的特征：
确定性-相同的输⼊消息始终返回完全相同的输出哈希
不相关-消息中的⼩变化应该⽣成完全不同的哈希
唯⼀性-两条不同的消息不可能⽣成相同的哈希
单向性-从其哈希中猜测或计算输⼊消息是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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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些功能还意味着我们可以使⽤加密哈希来识别任何数据：哈希对我们计
算的数据是唯⼀的，并且它不会太⻓（哈希是固定⻓度，因此SHA-256哈希1千兆字节
的视频⽂件仍然只有32字节），因此在⽹络上发送它不会占⽤⼤量资源。

这对于像IPFS这样的分布式系统⾄关重要，我们希望能够从许多地⽅存储和检索数据。
运⾏IPFS的计算机可以询问它所连接的所有对等节点是否有具有特定哈希的⽂件,�如果
其中⼀个有，则它们会发送回整个⽂件。如果没有像加密哈希这样的简短唯⼀标识符，这
是不可能的。这种技术称为�内容寻址”-因为内容本⾝⽤于形成地址，⽽⽆关计算机和存
储在其中的磁盘位置的信息。

（六）IPNS
星际命名系统（IPNS）是⽤于创建和更新IPFS内容的可变链接的系统。由于IPFS中的对
象是内容寻址的，因此每次内容的地址都会改变。这在很多情况下很有⽤，但它很难获得
最新版本的内容。

IPNS中的名称是公钥的哈希值。它与包含有关其链接到的哈希的信息的记录相关联，该
哈希由相应的私钥签名。可以随时签署和发布新⼰录。
查找IPNS地址时，请使⽤/ipns/前缀:
/ipns/QmSrPmbaUKA3ZodhzPWZnpFgcPMFWF4QsxXbkWfEptTBJd
IPNS不是唯⼀在IPFS上创建可变地址的⽅法。您还可以使⽤DNSLink�（⽬前⽐IPNS� 快
得多，并且使⽤更易读的名称）。其他社区成员正在探索使⽤区块链存储公共名称记录的
⽅法。

（七）IPFS固定
IPFS节点将它们存储的数据视为缓存，这意味着⽆法保证数据将继续存储。固定CID告诉
IPFS服务器数据很重要，不能丢弃。
您应该固定任何您认为重要的内容，以确保内容得到⻓期保留。由于对其他⼈重要的数
据可能对您不重要，因此固定可让您控制所需的磁盘空间和数据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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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
您的IPFS节点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事件存储数据。例如通过⽹关
(http://localhost:8080/IPFS/QmXoypizjW3WknFiJnKLwHCnL72vedxjQkDDP1mXW
o6uco)或使⽤IPFS� cat来加载⽹⻚。您的节点将咨询其他IPFS对等节点以查找这些请求
的数据，并将结果存储在本地缓存中。IPFS�add将⾃动固定内容，但其他IPFS命令不包括
⾃动固定。

在节点上触发垃圾收集时，任何固定内容都将⾃动免于删除。可以删除⾮固定数据；如果
您稍后再次请求，则可以从另⼀个节点检索数据。

固定服务
为确保保留重要数据，您可能需要使⽤固定服务。这种服务通常会为保证他们保持数据
固定的服务进⾏交易。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对您很重要：
您没有⾜够的磁盘空间，但是您希望确保⼀些数据。

您的计算机是笔记本电脑、⼿机或平板电脑，它们会间歇性地连接到⽹络，但您希望能够
随时随地访问IPFS上的数据，即使您添加的设备处于脱机状态也是如此。

您需要⼀个备份，以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可以从⽹络上的另⼀台计算机上获得，以防您在
⾃⼰的计算机上意外删除或垃圾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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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ithub.com/IPFS/go-IPFS/blob/master/unixfs/pb/unixfs.proto。

标头的最⼤⻓度为9个字节（根据unsigned-varint规范）。通过9个连续位和3个消息
标志位，最⼤流ID为60位（的最⼤值2⼈60�-1）。

header�=�readUvarint（）
flag�=�header�&�0x07

Mplex是js-IPFS和go-IPFS在其实现中使⽤的流多路复⽤器协议。该协议的起源是基于
Multiplex的，即仅JavaScript的Stream�Multiplexer。经过许多战场测试，我们感到有
必要改进和修复其⼀些错误和机制，这是libp2p使⽤的新版本的结果。

标头是⽆符号的base128�varint。低三位是消息标志，其余位（下移三位）是该消息
所�属的流ID�:

（九）UnixFS

UnixFS是⼀种基于协议缓冲区的格式。您可以在以下⽹址找到它的定义:

本⽂档将尝试定义两种现实中使⽤的有线协议和算法的规范。

Mplex是⼀种⾮常简单的协议，没有提供其他流多路复⽤器提供的许多功能。值得注
意的是，mplex在协议级别不提供背压多路复⽤中的每个通信都包含⼀个标头和⼀个
带⻓度前缀的数据段。

id�=�header�>>�3

IPFS中的⽂件不仅仅是内容。它可能太⼤⽽不适合在单个块中存储，因此需要元数据
将所有块链接在⼀起。它可能是符号链接或⽬录，因此需要元数据链接到其他⽂件。

（⼗）mplex

(1)标头

UnixFS是⽤于在IPFS中表⽰⽂件及其所有链接和元数据的数据格式，⼤致基于⽂件在
Unix中的⼯作⽅式。将⽂件添加到IPFS时，您将以UnixFS格式创建区块（或区块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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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数据写⼊流，必须发送带有标志MessageReceiver�(1)或MessageInitiator�(�2)�的消
息(取决于写程序是否是启动该流的写程序)。数据字段应包含您希望写⼊流的数据，�
每条消息最多1MiB。

(3)协议

|�NewStream�|�0�|

|�header�|�length�|�data� |

|�ResetReceiver�|�5�|

|�MessageReceiver�|�1|

(4)写⼊流

|�Messageinitiator�|�2�|

数据段的⻓度以另⼀个未签名的varint为前缀。这导致⼀条消息看起来像:

打开流的⼀⽅称为流启动器。双⽅可以打开具有相同ID的⼦流，因此此区别⽤于�标识
每个消息是否涉及本地或远程打开的通道。

|�Closeinitiator�|�4�|

|�ResetInitiator�|�6�|

流名称仅⽤于调试⽬的，协议没有另外考虑。空字符串也可以⽤作流名称，并且它们
也可以重复(对于每个流使⽤相同的流名称是有效的)。关闭流后重新使⽤流ID可能会
导致未定义的⾏为。

（2）标记值

Mplex在两个对等⽅之间的可靠有序管道(例如TCP套接字或Unix管道⽌运⾏。�要打开
新的流，请⾸先分配⼀个新的流 ID。然后，发送⼀条消息，其标志设置为 �
NewStream，ID设置为新分配的流ID，消息的数据设置为流的名称。

|�uvarint�|�uvarint�|�'length'�bytes�|

|�CloseReceiver�|�3�|

基于IPFS应用的星际视频公链



83

(5)关闭流
Mplex⽀持半封闭流。关闭流将其关闭以进⾏写⼊，并关闭远端以进⾏读取，但允许
在另⼀个⽅向上进⾏写⼊。

要关闭流，请发送⼀条消息，该消息的正⽂⻓度为零，并带有CloseReceiver(3)或�
CloseInitiator�(4)标志(取决于关闭者是否是初始化该流的对象)。关闭流后再写⼊流是
违反协议的。从远程关闭的流读取应该返回在关闭流之前发送的所有数据，然后在返
回EOF�之前返回所有数据。

(6)重置流
要⽴即关闭流以进⾏读写，请使⽤reset。通常只应在有错误的情况下使⽤；在正常操
作期间，双⽅都应关闭。

要重置流，请发送带有零⻓度正⽂和ResetReceiver�(5)或ResetInitiator(�6)标志的消
息。复位必须⽴即关闭流的两端以进⾏读取和写⼊。重置流后写⼊流是违反协议的。

由于通常会在发⽣错误时发送重置消息，因此将来从重置流中进⾏的所有读取操作都
应返回错误消息(⽽不是EOF)。

(7)实施说明
如果正在主动写⼊流，则读取器必须注意保持与⼊站数据同步。由于在协议级别缺少
背压，因此该实现必须通过执⾏以下⼀项或两项来处理阅读器速度慢的问题：阻塞整
个连接，�直到读取有问题的流。

(8�)重置违规流
例如，go-mplex实现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阻塞，然后在必要时重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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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swap
IPFS⽹络中的节点构成⼀个分布式⽂件系统⽹络，其中Bitswap是IPFS的核⼼模块，
负责与⽹络中其他节点之间请求和发送数据块。

IPFS将⽂件分解为称为block的数据块,这些块由内容标识符(CID�)标识。
IPFS⽂件内容存储在不同的节点上，每个节点存储root�block，少量节点存储完整⽂件数
据，⼤部分节点存储部分⽂件block。因为block分散存储在不同节点，Bitswap协议解�决
了从多个节点⾼效获取全部数据块的问题。

IPFS  

Blockstore  Bitswap   

DB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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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架构

IPFS向Bitswap获取�block，Bitswap是IPFSexchange接⼝的具体实现，负责完成IPFS�⽹
络数据交换功能。

本⽂基于�Bitswap�v0.3.3�版本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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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swap�组件架构图�

session�管理模块⽤来管理多个�session，每个�session�管理⼀组⽂件的下载，来提⾼
下载�效率。�

block�发送模块负责管理向其它节点发送数据块。block�请求模块负责管理数据块的请
求。

Bitswap�协议内容⽐较繁琐，为了降低实现复杂度协议划分为�block�请求模块、block�
发�送模块、会话管理模块、block�提供者发现模块、⽹络模块等。�

block�提供者发现模块负责通过�DHT�⽹络发现⽹络中的数据块，通常�session�找不到
已�拥有所需�block�的节点时会调⽤此模块进⾏数据块发现。

Bitswap�模块负责接收新的消息并且提供对外数据交换接⼝。�

Sesseionmanager� Sesseionmarkets� Sesseionmarkets��� Sesseionmanager��

Sesseionmanager�

session�

Peemanagere���

bitswapnet���
work

messagequeuee���

backmanager

Peeckquee��
mnager

Peertaskqueu��

Taskworker

IPFS

Bitswap�� Bolckstore

Engie��Lede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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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概述
为了完成节点间block交换，Bitswap定义了通信消息及通信协议。

节点根据⾃⼰是否有CID1⽂件块返回have或dont-have消息。

3、当没有节点有请求的block�,�Bitswap⼴播want-have到所有的连接节点,或者通过

Bitswap消息处理流程
1、IPFS请求⽂件区块,Bitswap发送want-have消息携带CID1信息到连接的所有节点。

2、client向拥有CID1的节点发送want-block消息，节点返回相应的block消息。

模块详解
Bitswap�模块

DHT查找拥有⽂件区块的节点。

Bitswap模块负责接收新消息并且实现对外的数据交换接⼝。
当接收到新消息后,Bitswap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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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管理模块⽤来管理多个数据块下载session，每个session管理⼀组⽂件的下
载。当SessionManager收到新消息时，它将

Session管理模块

Bitswap通过Facade�Pattern提⾼了模块使⽤的便利性，使得Bitswap⼦系统的⽤法变
得简单，避免了�IPFS和Bitswap的⾼度耦合。

Session管理模块通过协调多个session的数据需求来提⾼数据交互的效率，避免数据
块的重复请求、发送。

1、记录有关消息的⼀些统计信息。

2、通知发送模块wants消息，这样数据发送模块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需求节点发送响
应消息。

1、�通知�BlockPresenceManager�组件跟踪每个�block。

3、 通知发送模块任何收到的blocks，发送模块根据节点的需求列表可以将接收到的块
发送给任何需要它们的节点。

4、 向�SessionManager�通知接收到的�blocks，HAVEs�和�DONT_HAVEs�消息，这样�
SessionManager可以通知消息相关的session。

2、�通知对接收到的block感兴趣并想要的Sessions。
3、�通知PeerManager组件收到的block，PeerManager检查是否有任何wants被发送
到节点以接收已经收到的块。如果是这样，它将向那些节点发送"CANCEL”消息，防
⽌其它节点重复发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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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session收到带有“�HAVE”或“�block”的消息时，它将通知SessionPeerManager�
组件。

4.查询ProviderQueryManager组件以发现哪些节点具有该block。

由于DHT内容发现速度慢并且⽹络带宽消耗⼤，session通过向⼀组含有⽬标数据块可
能性⼤的节点获取数据，从⽽⼤⼤提⾼了数据块获取的效率。

当session收到带有“�block”的消息时，它将通知SessionInterestManager组件。�⼀
旦session具有节点，就不再处于"discovery”模式。当 IPFS请求后续block时，�
session� 将 通 知 � sessionWantSender� 组 件 。 sessionWantSender� 组 件 通 知 �
PeerManager组件向会话中的节点发送“�want-have”和“�want-block”消息。�对于
session所需的每个block，sessionWantSender组件通过与�BlockPresenceManager组
件核对哪些节点已为该block发送了�“�HAVE”，来确定哪个节点最有可能拥有该
blocko如果多个节点发送过"HAVE”，则会根据先前请求回复速度来选择节点。

求block时，该session处理流程如下：

2.通知�sessionWantManager�组件需要的�block。
1.通知�SessionInterestManager�组件它感兴趣的�block。

3.通知PeerManager组件向连接节点发送"want-have”消息，以发现哪些节点有需要
的�block。

Session�模块
Session管理⼀组⽂件的下载，⽤来提⾼⼀组⽂件块，⽐如单个⽂件下载效率。当
IPFS调⽤Bitswap时，Bitswap会创建⼀个新的Session并调⽤Session的相应⽅法,⽐
如GetBlocks()获取blockso�Session会管理⼀个节点列表，数据获取过程只会向
session中�的节点获取数据，⽽不是所有的连接节点。当Session中的节点都没有某个
block时，�Bitswap才会通过DHT获取具有block的节点并加⼊session。

由于session刚开始没有任何节点，处于"discovery”模式。当IPFS最初从session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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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ngine会定期从PeerTaskQueue组件中取出任务，并创建带有“�blocks”，“�
HAVEs”�和�“�DONT_HAVEs”�的消息。

2.检查blockstore中的相应block，并将任务添加到PeerTaskQueue组件。如果block�
库没有想要的block，则添加"DONT_HAVE”任务；如果blockstore有block，对于
"want-have”添加了�“HAVE”任务，对于"want-block”添加了�"block”任务。

PeerTaskQueue组件通过对任务进⾏优先级排序，发送队列中数据量最少的节点⽅具
有最⾼优先级，通过这种流控措施，提⾼数据块发送处理效率。

数据块请求模块

Block发送模块
block发送模块负责管理向其它节点发送数据块,包含节点需求管理组件(Ledger)和消息
发送任务队列(PeerTaskQueue)。

Engine是block发送模块的处理类
1.将want添加到Ledger，Ledger会存储每个节点的需求列表。

3.当Engine收到新block的消息时，它会检查Ledger以查看是否有节点需要此block。�
对于发送"want-have”的每个节点向PeerTaskQueue组件添加⼀个“HAVE”任务，�
对于为发送了�“�want-block"的每个节点，向PeerTaskQueue组件添加⼀个"block”�
任务。

Block请求模块负责管理数据块的请求。PeerManager组件为连接到Bitswap的每个节
点创建⼀个MessageQueue组件，记录了�"want-have”、"want-block”已发送到哪
个节点，并将任何新的wants定向到正确的节点。并且MessageQueue组件通过合并
多个want为⼀条消息，然后将该消息发送给节点，从⽽提⾼了消息发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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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发现模块
当Bitswap找不到已拥有所需block的节点时，它会使⽤DHT进⾏内容发现。Bitswap� 通
过ProviderQueryManager组件管理这些请求，ProviderQueryManager组件对请求进⾏
速率限制，并对进⾏中的请求进⾏重复删除处理。

四、Gossip协议
Gossip� protocol最早是在1987年发表在ACM上的论⽂《Epidemic� Algorithms� for�
Replicated� Database� Maintenance》中被提出。IPFS，Ethereum，都使⽤了该协议的
Kadmelia算法⽽Bitcoin则是使⽤了Gossip协议来传播交易和区块信息。Gossip过程是
由种⼦节点发起，当⼀个种⼦节点有状态需要更新到⽹络中的其他节点时，它会随机的
选择周围⼏个节点散播消息，收到消息的节点也会重复该过程，直⾄最终⽹络中所有的
节点都收到了消息。

（⼀）Gossip协议技术原理
Gossip是⼀种去中⼼化的分布式协议，⽤于实现节点或者进程之间的信息交换，通常被
⽤在� ⼤型的⽆中⼼化⽹络环境中，并且假设⽹络环境不太稳定，是分布式系统中被⼴泛
使⽤的⼀�种最终⼀致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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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sip协议是在⽹络中的某个节点将指定的数据发送到⽹络内的⼀组其他节点。数据
通过节点像病毒⼀样逐个传播。最终，数据传播到系统中的每个节点。从⽽实现在⼤
型分布式系统中可靠地进⾏数据的传播。

简单的理解，Gossip是⼀种⽹络通信协议，这种协议类似于⼈类中的谣⾔传播。⼀个⼈A�
第⼀次听到谣⾔，然后打电话给某⼈B以分享谣⾔。⼀旦他们挂了电话，B打电话给第三
个�⼈C，A与B分享谣⾔的同时，也在联系D分享谣⾔。这个过程⼀直持续到每个⼈都知道
这�个谣⾔。这种⽅式可⽅便地在⼀个⽹络中的所有节点之间快速传播数据。

（⼆）协议特征和类型
Gossip协议本质上是概率性的，节点选择其⽹络内随机通信的⽬标节点。它具备以下特征：

1.扩展性⾼：发送⽅节点向固定数量的接收⽅节点发送消息，与⽹络中的总节点数量⽆关。

2.低延迟：如果确认信息未到达接收节点，发送节点不会等待确认。

3.不需要故障检测或特定恢复操作，因为节点没有特定的⻆⾊，接收信息失败的节点不
会阻⽌其他节点继续发送消息。

4.实现容错：因为节点从其它不同的节点接收消息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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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sip协议分为以下类型:
1.传播协议/谣⾔协议(Dissemination�Protocols�/�Rumor-Mongering�
Protocols):

3.反熵协议(Anti-Entropy�Protocols):⽤于修复复制数据，通过⽐较复
制和协调差异进⾏操作；Hyperledger�Fabric中的数据同步就是使⽤
此⽅式实现。
4.计算聚合的协议(Protocols�that�Compute�Aggregates):通过对⽹络
中节点的信息进⾏采样，并将这些值组合起来得到系统范围内的值，
从⽽计算出⽹络范围内的集合，之后将建⽴⼀种全⾯的信息流模式。

2.通过⽹络中的泛洪代理来⼯作，节点收到⼴播的数据后直接转发给
所有的邻居节点；此⽅式可以提⾼⽹络的健壮性，但是容易造成⼴播
⻛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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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主、⾃由、公平，是我们唯⼀的信仰和始终不渝追求的⽬标！

我们坚持认为只有基于公有链才会诞⽣⼀些原⽣于区块链上的商业创
新，不可能是基于联盟链。由于公有链的免信任、⽆需信任，由于它
的⽣态化商业模型，所以才能⽤来解决⼤规模的协作问题。为此我们
采⽤了�Delegated�Proof�of�Stake机制，并且更新了路由穿透协议，让
数据可以⾃由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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