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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多方支付

通道交易方法，在以太坊上部署智能合约，根据

双方支付通道的余额和平衡状态选择通道并构

建多方支付通道，将多方交易转换成多个直接连

接的双方支付通道上的交易,通过通道状态更新

的方式完成多方交易。这种方法在区块链的链下

支付网络中进行，支持原子性的多方交易，不仅

能降低交易延迟、提升交易吞吐量，还能支持任

意多的用户加入到多方支付通道中，可以支持多

人在线应用，大大扩展了支付通道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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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多方支付通道交易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以下步骤：

步骤1，基于以太坊部署智能合约，定义智能合约，具体包括：

定义n个以太坊用户为P＝{P1,P2,…,Pn}，任意两个用户Pi(1≤i≤n)和Pj(1≤j≤n)创

建双方支付通道时，调用智能合约提供的双方支付通道创建接口，分别抵押相同额度的以

太币到智能合约上，生成一个Pi和Pj之间的双方支付通道实例，该实例包含通道标识符、通

道中两个用户的以太坊账户地址、通道中两个用户的余额、通道版本号、通道是否加入多方

信息；

智能合约能够实时更新双方支付通道的状态，调用智能合约提供的双方支付通道更新

接口的用户需要提供的信息包括：通道标识符、通道中两个用户新的余额分布、新的通道版

本号以及两个用户的签名，智能合约验证通道标识符、版本号、用户的签名是否正确，若正

确则根据用户提供的信息进行更新，否则不更新通道状态；

智能合约能够在任意定义时间关闭双方支付通道，调用智能合约提供的双方支付通道

关闭接口的用户需要提供的信息包括：通道标识符、版本号和两个用户的签名，智能合约验

证通道标识符、版本号、用户的签名是否正确，若正确则执行关闭通道的程序，包括：关闭该

双方支付通道、删除该双方支付通道的实例、根据通道的余额分布将余额退回到两个用户

的以太坊账户上，若验证失败则不关闭该通道；

智能合约还包括多方支付通道创建接口、多方支付通道更新接口、多方支付通道关闭

接口，具体包括：多方支付通道创建接口接收用户请求，基于通道状态构建多方支付通道；

方支付通道更新接口根据已构建的多方支付通道和多方交易内容，完成多方支付通道的状

态更新；多方支付通道关闭接口接收用户关闭多方通道的请求，删除多方支付通道实例；

智能合约能够被任意的以太坊用户调用，任意用户可以与其他用户创建多个双方支付

通道和多方支付通道，所有已经创建的支付通道，构成了一个支付通道网络；

步骤2，基于通道状态构建多方支付通道；根据支付通道网络中双方支付通道的通道状

态为每个通道计算权重，通道状态包括通道中的用户余额、用户余额总量所占的比例、通道

的余额平衡程度，根据通道的权重使用最小生成树算法计算出网络中的最小生成树，该生

成树中的通道被选择用于建立多方支付通道，步骤2包括三个阶段：

申请创建通道阶段；定义节点为P＝{P1,P2,…,Pn}中的一个以太坊用户，任何一个节点

都有权申请与其他任意个节点建立多方支付通道；发起申请的节点需要调用智能合约的多

方支付通道创建接口，向智能合约发送请求信息，该请求信息包括多方支付通道的所有参

与节点、通道过期时间、发起申请的节点的签名；智能合约接收到申请后，验证申请者的签

名成功后，向其他参与多方支付通道的节点发送创建多方支付通道的请求信息，其他节点

将返回该请求信息并附上自身的签名回复给智能合约，合约收到所有节点的回复并验证签

名后开始创建多方支付通道，若验证失败则不建立多方支付通道；

通道选择阶段；计算每条通道的权重，采用最小生成树算法计算出当前网络的最小生

成树，该生成树中的所有边即所选通道；通道权重的计算方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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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j＝k1*(1‑Distij)+k2*Balij (3)

其中，i、j、k(1≤i,j,k≤n)表示节点标识符，每个节点标识符代表一个支付通道网络

中的节点，节点即P＝{P1 ,P2,…,Pn}中的一个以太坊用户，Bij表示通道从i到j方向上的余

额， 表示节点i、j共同的邻居节点，邻居节点即与i和j都建立了双方支付通道的节点，

Distij是一种通道状态，表示通道ij的余额总量所占的比例，根据公式(1)计算Distij，Balij
是一种通道状态，表示通道ij的余额平衡程度，根据公式(2)计算Balij；k1和k2表示两种通

道状态所占的比例，k1≥0,k2≥0且k1+k2＝1，默认值设置为k1＝k2＝0.5；Wij表示通道ij的权

重，根据公式(3)计算Wij；

通道建立阶段；根据通道选择阶段选择的通道，智能合约在已经选择的通道内计算出

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的路径，并生成一个新的多方支付通道实例，实例包含了如下信息：多方

支付通道标识符、多方支付通道中所有节点的标识符、多方支付通道中所有双方支付通道

的标识符、多方支付通道中每个双方支付通道的余额分布、任意节点之间的路径、多方交易

序列号、多方支付通道过期时间；

步骤3，基于多方支付通道进行交易；基于智能合约和多方支付通道开发任意多人在线

应用，当应用状态更新时，产生一笔新的多方交易，需要进行结算；根据多方交易内容，将交

易中的每个双方交易转化成多个直接连接的双方支付通道上的交易，通过更新多方支付通

道的状态的方式完成多方交易；若多方交易过程中某次状态更新失败，则回滚本轮已更新

的通道状态，保证多方交易的原子性；

步骤4，关闭多方支付通道；当通道超过过期时间或者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结束时，关闭

多方支付通道；按照最后一次交易后的余额分布，将各节点在通道中剩余的余额返还给各

节点，并删除智能合约中的多方支付通道实例。

2.根据权利要求书1 所述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多方支付通道交易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3的具体过程如下：

交易产生阶段；基于步骤2构建的多方支付通道，应用软件能够在多方支付通道实例中

进行交易；每当基于多方支付通道的应用完成一轮操作过后，产生一笔多方交易，多方交易

的属性包括：多方交易标识符、多方支付通道标识符、双方交易集合，双方交易集合中包含

了多个双方交易，其中每个交易的属性包括：双方交易标识符、交易付款方、交易收款方、交

易金额；

交易执行阶段；用户通过调用智能合约的多方支付通道更新接口进行交易，智能合约

通过更新通道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多方交易；对于交易产生阶段中生成的多方交易，其中包

含了一个双方交易集合；定义该集合中的每一笔交易包括：

支付方式一：若付款方和收款方有直接连接的支付通道，则直接支付；

支付方式二：若付款方和收款方无直接连接的支付通道，则需要通过通道中间节点的

通道进行转发；

定义将支付方式一和支付方式二的双方交易转化成多个直接连接的双方支付通道上

的交易，具体执行如下：定义双方交易集合中的k笔交易Ti(pi1 ,pin ,tokeni)＝{pi1 ,p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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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i,(pi1,pi2…,pin)}，其中i＝[1,2…,k]，pi1表示第i笔交易的付款方标识符，pin表示第

i笔交易的收款方标识符，tokeni表示第i笔交易的付款金额，(pi1,pi2…,pin)表示第i笔交

易付款的路径上的n个节点的标识符，

步骤1、根据多方实例中任意节点之间的路径，将Ti分解成n‑1个直接连接的支付通道上

的交易集合

步骤2，将转换后的k笔交易累加，转换成每个直连通道上的交易，即 若一

个直连通道在多个双方交易中使用，则累加多个双方交易中的交易金额，在一次状态更新

中完成多个交易；对于集合T′中的每笔交易，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发出交易请求信息并附上

签名，该请求信息内容包括了付款方标识符、收款方标识符、更新后的余额分配、当前的多

方交易序列号，收款方验证成功后将该消息返回给付款方并附上自身签名，状态更新完成，

付款方向智能合约发送状态更新完成的消息并附上付款方和收款方的签名；智能合约验证

所有交易成功后，完成一次多方交易，多方交易序列号加一；如果交易过程中某次状态更新

失败，如付款方余额不足，或者签名验证错误，则本轮多方交易失败，将通道状态回滚至上

一轮的最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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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多方支付通道交易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区块链技术领域和支付通道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基于区块链的多方支

付通道交易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自2008年日本学者中本聪提出比特币的概念以来，区块链技术在加密货币等领域

迅速发展。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账本的技术，网络中每个节点都记录一份账本，账本中存储

着前后相连的区块，每个区块包含了一批交易的信息。区块链网络具有去中心化、开放性、

不可篡改等优点，但是其缺点在于吞吐量极低、交易延迟时间长。以比特币和以太坊为代表

的区块链网络中，每个节点都需要保存所有交易信息，一笔交易需要等待“挖矿”节点完成

一次“挖矿”后才能被打包进一个区块，并且所有节点之间需要达成共识，以上原因导致每

笔交易的确认时间较长，且交易的吞吐量极低。比特币网络的吞吐量大约在7TPS

(TransactionPer  Second)，以太坊的吞吐量大约在10‑20TPS。因此，如果要将区块链技术

应用于大规模商业系统中，需要大幅度提升其吞吐量、降低交易延迟时间。

[0003] 为了提升区块链网络的吞吐量、降低交易延迟，近几年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

的研究，包括侧链(Sidechain)、支付通道网络(PaymentChannelNetwork)、分片(Sharding)

等多个方向。其中，支付通道网络被认为是最具有前景的链下交易技术。支付通道网络在区

块链网络之上构建了一个二层网络，通道双方分别抵押一定额度的加密货币到链下，将区

块链上的交易转移至链下，用户在链下交易，省去了区块打包、交易验证、节点共识等耗时

的流程，能极大的提升支付网络的吞吐量，降低交易延迟。但是目前关于区块链支付通道网

络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现有的技术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有些支付通道仅支持双方

的交易，无法在其基础上构建多方在线应用(如多人在线游戏、拍卖系统等)，又如很多支付

通道网络采用星型网络架构来创建多方支付通道，导致网络中心化程度高，需要第三方提

供交易服务，且通道余额容易被耗尽，导致通道不平衡，因此能支撑的交易量有限。

[0004] 因此，针对现有的区块链支付通道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设计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多

方支付通道，选择网络中通道余额充足且平衡状态较好的通道来建立多方支付通道，支持

多用户之间进行多方交易，从而支持多人在线应用的构建，在提升交易吞吐量、降低交易延

迟的同时，将支付通道应用到多种多样的场景中。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多方支付通道交易方法。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多方支付通道交易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含以下步骤：

[0007] 步骤1，基于以太坊部署智能合约，定义智能合约，具体包括：

[0008] 定义n个以太坊用户为P＝{P1,P2,…,Pn}，任意两个用户Pi(1≤i≤n)和Pj(1≤j≤

n)创建双方支付通道时，调用智能合约提供的双方支付通道创建接口，分别抵押相同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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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太币到智能合约上，生成一个Pi和Pj之间的双方支付通道实例，该实例包含通道标识

符、通道中两个用户的以太坊账户地址、通道中两个用户的余额、通道版本号、通道是否加

入多方等信息；

[0009] 智能合约能够实时更新双方支付通道的状态，调用智能合约提供的双方支付通道

更新接口的用户需要提供的信息包括：通道标识符、通道中两个用户新的余额分布、新的通

道版本号以及两个用户的签名，智能合约验证通道标识符、版本号、用户的签名是否正确，

若正确则根据用户提供的信息进行更新，否则不更新通道状态；

[0010] 智能合约能够在任意定义时间关闭双方支付通道，调用智能合约提供的双方支付

通道关闭接口的用户需要提供的信息包括：通道标识符、版本号和两个用户的签名，智能合

约验证通道标识符、版本号、用户的签名是否正确，若正确则执行关闭通道的程序，包括：关

闭该双方支付通道、删除该双方支付通道的实例、根据通道的余额分布将余额退回到两个

用户的以太坊账户上，若验证失败则不关闭该通道；

[0011] 智能合约还包括多方支付通道创建接口、多方支付通道更新接口、多方支付通道

关闭接口，具体包括：多方支付通道创建接口接收用户请求，基于通道状态构建多方支付通

道；方支付通道更新接口根据已构建的多方支付通道和多方交易内容，完成多方支付通道

的状态更新；多方支付通道关闭接口接收用户关闭多方通道的请求，删除多方支付通道实

例；

[0012] 智能合约能够被任意的以太坊用户调用，任意用户可以与其他用户创建多个双方

支付通道和多方支付通道，所有已经创建的支付通道，构成了一个支付通道网络；

[0013] 步骤2，基于通道状态构建多方支付通道；根据支付通道网络中双方支付通道的通

道状态为每个通道计算权重，通道状态包括通道中的用户余额、用户余额总量所占的比例、

通道的余额平衡程度，根据通道的权重使用最小生成树算法计算出网络中的最小生成树，

该生成树中的通道被选择用于建立多方支付通道；

[0014] 步骤3，基于多方支付通道进行交易；基于智能合约和多方支付通道开发任意多人

在线应用，当应用状态更新时(如一轮游戏结束)，产生一笔新的多方交易，需要进行结算；

根据多方交易内容，将交易中的每个双方交易转化成多个直接连接的双方支付通道上的交

易，通过更新多方支付通道的状态的方式完成多方交易；若多方交易过程中某次状态更新

失败，则回滚本轮已更新的通道状态，保证多方交易的原子性；

[0015] 步骤4，关闭多方支付通道；当通道超过过期时间或者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结束时，

关闭多方支付通道；按照最后一次交易后的余额分布，将各节点在通道中剩余的余额返还

给各节点，并删除智能合约中的多方支付通道实例。

[0016] 在上述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多方支付通道交易方法，步骤2包括三个阶段：

[0017] 申请创建通道阶段；定义节点为P＝{P1,P2,…,Pn}中的一个以太坊用户，任何一个

节点都有权申请与其他任意个节点建立多方支付通道；发起申请的节点需要调用智能合约

的多方支付通道创建接口，向智能合约发送请求信息，该请求信息包括多方支付通道的所

有参与节点、通道过期时间、发起申请的节点的签名；智能合约接收到申请后，验证申请者

的签名成功后，向其他参与多方支付通道的节点发送创建多方支付通道的请求信息，其他

节点将返回该请求信息并附上自身的签名回复给智能合约，合约收到所有节点的回复并验

证签名后开始创建多方支付通道，若验证失败则不建立多方支付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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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通道选择阶段；计算每条通道的权重，采用最小生成树算法计算出当前网络的最

小生成树，该生成树中的所有边即所选通道；通道权重的计算方式为：

[0019]

[0020]

[0021] Wij＝k1*(1‑Distij)+k2*Balij (3)

[0022] 其中，i、j、k(1≤i,j,k≤n)表示节点标识符，每个节点标识符代表一个支付通道

网络中的节点，节点即P＝{P1,P2,…,Pn}中的一个以太坊用户，Bij表示通道从i到j方向上的

余额， 表示节点i、j共同的邻居节点，邻居节点即与i和j都建立了双方支付通道的节点，

Distij是一种通道状态，表示通道ij的余额总量所占的比例，根据公式(1)计算Distij，Balij
是一种通道状态，表示通道ij的余额平衡程度，根据公式(2)计算Balij；k1和k2表示两种通

道状态所占的比例，k1≥0,k2≥0且k1+k2＝1，默认值设置为k1＝k2＝0.5；Wij表示通道ij的权

重，根据公式(3)计算Wij；

[0023] 通道建立阶段；根据通道选择阶段选择的通道，智能合约在已经选择的通道内计

算出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的路径，并生成一个新的多方支付通道实例，实例包含了如下信息：

多方支付通道标识符、多方支付通道中所有节点的标识符、多方支付通道中所有双方支付

通道的标识符、多方支付通道中每个双方支付通道的余额分布、任意节点之间的路径、多方

交易序列号、多方支付通道过期时间。

[0024] 在上述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多方支付通道交易方法，所述步骤3的具体过程如下：

[0025] 交易产生阶段；基于步骤2构建的多方支付通道，应用软件能够在多方支付通道实

例中进行交易；每当基于多方支付通道的应用完成一轮操作过后，产生一笔多方交易，多方

交易的属性包括：多方交易标识符、多方支付通道标识符、双方交易集合，双方交易集合中

包含了多个双方交易，其中每个交易的属性包括：双方交易标识符、交易付款方、交易收款

方、交易金额；

[0026] 交易执行阶段；用户通过调用智能合约的多方支付通道更新接口进行交易，智能

合约通过更新通道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多方交易；对于交易产生阶段中生成的多方交易，其

中包含了一个双方交易集合；定义该集合中的每一笔交易包括：

[0027] 支付方式一：若付款方和收款方有直接连接的支付通道，则直接支付；

[0028] 支付方式二：若付款方和收款方无直接连接的支付通道，则需要通过通道中间节

点的通道进行转发；

[0029] 定义将支付方式一和支付方式二的双方交易转化成多个直接连接的双方支付通

道上的交易，具体执行如下：定义双方交易集合中的k笔交易Ti(pi1,pin,tokeni)＝{pi1,pin,

tokeni,(pi1,pi2…,pin)}，其中i＝[1,2…,k]，pi1表示第i笔交易的付款方标识符，pin表示第

i笔交易的收款方标识符，tokeni表示第i笔交易的付款金额(即以太币数量)，(pi1 ,pi2…,

pin)表示第i笔交易付款的路径上的n个节点的标识符，

[0030] 步骤1、根据多方实例中任意节点之间的路径，将Ti分解成n‑1个直接连接的支付

通道上的交易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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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0032] 步骤2，将转换后的k笔交易累加，转换成每个直连通道上的交易，即

若一个直连通道在多个双方交易中使用，则累加多个双方交易中的交易金额，在一次状态

更新中完成多个交易；对于集合T′中的每笔交易，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发出交易请求信息并

附上签名，该请求信息内容包括了付款方标识符、收款方标识符、更新后的余额分配、当前

的多方交易序列号，收款方验证成功后将该消息返回给付款方并附上自身签名，状态更新

完成，付款方向智能合约发送状态更新完成的消息并附上付款方和收款方的签名；智能合

约验证所有交易成功后，完成一次多方交易，多方交易序列号加一；如果交易过程中某次状

态更新失败，如付款方余额不足，或者签名验证错误，则本轮多方交易失败，将通道状态回

滚至上一轮的最新状态。

[0033]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是第一个通过智能合约建立多方支付通道的交易方

法，该方法选择通道余额充足且通道平衡状态较好的双方支付通道，在多个区块链节点之

间建立多对多的多方支付通道，并将多方交易转换成多个直接连接的双方支付通道上的交

易，通过状态更新的方法完成交易。支持任意多个节点的上层应用，使得支付通道的应用场

景更多样化。并且所有交易在链下支付网络中进行，保证交易的吞吐量足够、交易延迟小。

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本发明实施的系统框架图。

[0035] 图2是本发明实施的多方交易方法的流程图。

[0036] 图3是本发明实施的多方交易实例。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本发明主要基于区块链技术，在区块链链下支付网络上构建多方支付通道。本发

明构建的多方支付通道具有较大的余额和较好的平衡性，并且支持多人在线应用，大大扩

展了区块链支付网络的应用场景。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完整的描述

[0038] 步骤1，基于以太坊部署智能合约。

[0039] 在以太坊上部署定义智能合约，具体包括：

[0040] 定义n个以太坊用户为P＝{P1,P2,…,Pn}，任意两个用户Pi(1≤i≤n)和Pj(1≤j≤

n)创建双方支付通道时，调用智能合约提供的双方支付通道创建接口，分别抵押相同额度

的以太币到智能合约上，生成一个Pi和Pj之间的双方支付通道实例，该实例包含通道标识

符、通道中两个用户的以太坊账户地址、通道中两个用户的余额、通道版本号、通道是否加

入多方等信息。

[0041] 智能合约能够实时更新双方支付通道的状态，调用智能合约提供的双方支付通道

更新接口的用户需要提供的信息包括：通道标识符、通道中两个用户新的余额分布、新的通

道版本号以及两个用户的签名，智能合约验证通道标识符、版本号、用户的签名是否正确，

若正确则根据用户提供的信息进行更新，否则不更新通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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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智能合约能够在任意定义时间关闭双方支付通道，调用智能合约提供的双方支付

通道关闭接口的用户需要提供的信息包括：通道标识符、版本号和两个用户的签名，智能合

约验证通道标识符、版本号、用户的签名是否正确，若正确则执行关闭通道的程序，包括：关

闭该双方支付通道、删除该双方支付通道的实例、根据通道的余额分布将余额退回到两个

用户的以太坊账户上，若验证失败则不关闭该通道。

[0043] 智能合约还包括多方支付通道创建接口、多方支付通道更新接口、多方支付通道

关闭接口，具体包括：多方支付通道创建接口接收用户请求，基于通道状态构建多方支付通

道；方支付通道更新接口根据已构建的多方支付通道和多方交易内容，完成多方支付通道

的状态更新；多方支付通道关闭接口接收用户关闭多方通道的请求，删除多方支付通道实

例。

[0044] 智能合约能够被任意的以太坊用户调用，任意用户可以与其他用户创建多个双方

支付通道和多方支付通道，所有已经创建的支付通道，构成了一个支付通道网络。

[0045] 本实施例中，共有A、B、C、D、E五个以太坊用户参与一个多人在线的剪刀石头布游

戏，每轮游戏结束时，失败方向胜利方转账一个以太币。该步骤首先将该游戏的智能合约部

署到以太坊中，然后进入步骤2。

[0046] 步骤2，基于通道状态构建多方支付通道。

[0047] 本发明中任意节点可向智能合约申请建立多方支付通道，经过申请创建通道、通

道选择、通道建立完成多方支付通道的建立，并通知所有参与节点。本方法的总体架构如图

1所示，图中实线双箭头表示被选中的通道，虚线双箭头表示未被选中的通道，由实线双箭

头组成的网络即多方支付通道。

[0048] 本实施例中，由节点A向智能合约发出建立多方支付通道的请求信息，该请求可记

为QA＝{"create  channel  A、B、C、D、E  for  10hours",sA}，其中的字符串表示请求内容，sA
表示用户A对该字符串内容的签名。智能合约收到请求并验证A的签名后，将该请求发送给

节点B、C、D、E，B、C、D、E返回原消息内容并附上自身的签名表示同意创建该多方支付通道，

比如B返回的消息为RB＝{"create  channel  A、B、C、D、E  for  10hours",sB}。收到所有节点

的回复后，智能合约按照上述计算通道权重和最小生成树的方法选择通道，生成多方支付

通道实例，若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收到所有节点回复和同意建立多方支付通道的签名，则通

道建立失败。该实例可记为MPC＝{id,users,channels,balances,paths,seq,expire}，其

中MPC表示多方支付通道实例，id表示通道的唯一标识符，users表示多方支付通道的所有

用户节点标识符，channels表示该多方支付通道包含的所有双方支付通道的标识符，

balances表示该多方支付通道包含的所有双方支付通道的余额分布，paths表示所有节点

间的路径，seq表示多方交易的序列号，从0开始每完成一次多方交易就加一，expire表示过

期时间，在本实施例中为10小时。建立完成后智能合约通知A、B、C、D、E五个节点成功建立多

方支付通道的消息，该消息记为

[0049] Succsc＝{"create  channel  A、B、C、D、E  for  10hours",sA,sB,sC,sD,sE,MPC}，其

中Succsc表示智能合约返回的成功建立的消息，sA、sB、sC、sD、sE为各节点的签名，MPC是生成

的多方支付通道实例。

[0050] 步骤3，基于多方支付通道进行交易。

[0051] 本发明的多方支付通道基于智能合约，用来支持用智能合约编写的多方在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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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应用状态更新时(如一轮游戏结束)，产生一笔新的多方交易，需要进行结算。根据多

方交易内容，将交易中的每个双方交易转化成多个直接连接的双方支付通道上的交易，通

过更新多方支付通道的状态的方式完成多方交易。若多方交易过程中某次状态更新失败，

则回滚本轮已更新的通道状态，保证多方交易的原子性。

[0052] 本实施例中，A、B、C、D、E五个用户节点参与剪刀石头布游戏，其初始状态如图3的

(a)所示，每个通道双方都有5个以太币的余额。经过一轮游戏后，用户D获胜，其他四个用户

每人向D转账一个以太币，因此生成一笔五个用户间的多方交易，可以记为T＝{(A,D,1) ,

(B,D,1) ,(C,D,1) ,(E,D,1)}。由于AD之间无直接连接的通道，因此将交易(A,D,1)分解成两

笔交易：T(A,D,1)＝{T(A,B,1) ,T(B,D,1)}，同理，T(B,D,1)＝{T(B,D,1)}，T(C,D,1)＝{T

(C,B,1) ,T(B,D,1)}，T(E,D,1)＝{T(E,C,1) ,T(C,B,1) ,T(B,D,1)}，分解完成后将多笔交易

累加，得到最终的交易为T′＝{(A,B,1) ,(B,D,4) ,(C,B,2) ,(E,C,1)}。对于T′中的每笔交

易，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发起交易请求，如交易(B,D,4)中B向D发送更新通道状态的请求支付

信息，该信息可记为PB＝{"update  channel  BDto[B:1,D:9]",seq＝0,sB}，其中[B:1,D:9]

表示将原通道的余额调整为B有1个以太币，D有9个以太币，相当于B向D转账4个以太币,seq

＝0表示当前的多方交易序列号为0，sB表示B的签名，D收到请求信息后验证B的签名，若验

证成功则返回该请求给B并附上D的签名，B验证D的签名成功后向智能合约发送交易成功的

消息并附上B和D的签名，完成一次通道余额更新，该消息可记为SPB＝{"update  channel 

BDto[B:1,D:9]",seq＝0,sB,sD}。交易完成后的通道状态如图3的(b)所示，多方交易序列号

加一，实例MPC中seq＝1。一轮游戏结算完成后，开启第二轮游戏，第二轮游戏中用户C获胜，

因此其他四个用户每人向C转账一个以太币，多方交易序列号加一，实例MPC中seq＝2，交易

后的通道状态如图3中的(c)所示。按照图2中的步骤，若要开启下一轮游戏，则重复上述步

骤。

[0053] 步骤4，关闭多方支付通道。

[0054] 当通道超过过期时间或者应用生命周期结束时，关闭多方支付通道。按照最后一

次交易后的余额分布，分配各节点和通道的余额，删除智能合约中创建的多方支付通道实

例。

[0055] 本实施例中，A、B、C、D、E五个用户节点的游戏结束，由节点A向智能合约发出关闭

多方支付通道的请求信息，该信息记为QA＝{"close  channel  id",sA}，其中id表示多方支

付通道实例中的通道唯一标识符，智能合约验证A的签名后向其他四个用户节点发送该请

求，收到所有节点的回复后，按照最新的通道余额状态分配各节点的余额，删除上述步骤2

中创建的MPC实例。

[005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属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

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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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11

CN 111325628 B

11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2

CN 111325628 B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CLA00004

	DES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RA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