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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Tera 是一个分散的应用程序平台。这类似于操作系统。Tera 包含集成到

Internet 中的程序和数据存储库。在此平台上发布程序和数据的机制不受审查。

循环系统是区块链。 

考虑以下几层： 

硬件>软件>用户界面>数据库>集中式网络>分散式网络 

在 21 世纪，每个人都拥有计算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计

算设备。就其本身而言，这样的设备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无用的，因此它总是运

行一个程序用于显示自身重要。程序的结果显示在用户界面中。经常，这些数

据结果被持久保存在装置中的数据层，以便能够再次访问它们。而更大的用处

则是通过允许其他用户通过网络进入这些数据里面。从而，每次成功的访问增

加了它对于用户的有用性。 

为了彼此通信，将设备组合成网络拓扑，其中每个这样的设备被称为节

点。将节点组合到网络中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单个协调服务器。但由于单点故

障，这种解决方案把互动不可靠性集中。还有其他解决方案，其中所有设备都

是相同的，具有相同的等级和优先级，我们称之为分散式网络。重要的是要理

解分散的网络作为一个整体；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相互通信作为一个协调良好的

机制。为实现这一目标，有一些特殊的节点相互作用算法，我们称之为共识。

它可以是：时间共识，交付共识或数据链共识。 

Tera 是下一代人机交互。                             

介绍 

目前区块链的问题 

低速，没有突破性（火箭科学）技术 

早在 2017 年，区块链的主要瓶颈就很明显 - 工作效率低下。从那时起，情

况没有改变。该行业需要一种技术，使全世界数亿人能够使用它，并使用动态可

扩展性。 

缺乏此类技术会导致行业停滞不前，失去加密货币在交易所的资本化。 



Dapps和集中化 

Dapp 一词代表分散应用，但目前它被不正确的使用。（目前）它被称为与

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交互的程序，实际上位于中心化服务器上。核心部分是中心

化处理器，因为没有它就无法使用。这样的 DApp 只能保证用户资金的保存从它

诞生伊始。这种情况是由于现代区块链不在其平台上提供托管服务。在现有的区

块链中没有这类事情（托管服务）作为用户界面。（TERA 是例外） 

与网络集成 

区块链仍然太虚拟，普通用户无法理解；他们没有在眼前看到它。一个人很

难相信自己从来没有看到的东西。将可视化化界面添加到区块链将允许用户立即

查看并开始使用它。 

软件开发的简单性将有助于区块链的真实分布。要做到这一点，智能合约的

语言应该尽可能简单和熟悉。你需要使用一个简单的语言和现代、通用技术

（JavaScript 和 HTML），通过基本熟悉度以最大化接受率。在 IT 行业 Web 程

序员是最大的区块链用户群体。他们将能够在区块链上快速创建流行的应用程序，

并使所有用户尽可能方便地使用 Dapps 。    

 实施 

理论方面 

快速路由网络 

传统的区块链不使用节点的顺序。网络的整体情况看起来是随机的，如下所

示： 

 



 

 

这种链接的随机组织不保证在所有节点之间快速传递块。 

在 Tera 中，节点将自己组织成有序的通信方式： 

 
 

区块链从第一个节点到最后一个节点传递数据的时间不超过 3 秒。为了实现

这一点，基于节点的地址彼此的相似性，节点在特殊连接中彼此连接。节点地址

是随机值（32 字节），在节点操作期间不会更改。与其他节点的连接数量与网络

中节点的数量具有对数关系，从而实现相对恒定的事务传递时间。因此，如果网

络由 10 亿个节点组成，则节点之间的传递时间仍然不会超过 100 毫秒（ms），

因此最大时间将为 30 * 100 ms = 3 秒。在节点之间传递事务的 100 ms 延迟时间

是上限，但在实践中，这类延迟低于 100ms，因为具备相互较小延迟互动的节点

拥有连接优先权。 

网络协议 

该事务由用户发送到 N 个相邻节点（其中 N 为 5 到 16）。事务被添加到新

形成的块（当前秒形成的块）。当交换阶段到来时，事务开始从一个节点移动到



另一个节点，在块中累积。如果一个块包含的事务数多于它可以容纳的事务数，

则剩下具有大 PoW 的事务 - 这就是 DDOS 保护的实现方式。在块形成阶段结束

时，执行签名阶段和 PoW 块计算（1 秒），然后开始具有最大 pow 的领导块搜

索的三秒阶段。该块被添加到区块链中。 

块的输送机处理 

区块链：形成每秒的块数，但确认块的时间（即区块链中块的开启时间）为

8 秒。为了创建比确认时间快 8 倍的块，使用块的流水线处理。这可以被认为是

8 个独立的区块链，形成周期为 8 秒。每个这样的区块链相对于彼此移位一秒钟。

因此，我们创建第一个区块链的块一秒，第二个区块链的块为下一秒，依此类推

到第 8 个区块链。为了将这些区块链连接成一个，它们粘在一起。在传统的区块

链中，前一个块的散列包含在每个块的标题中的单个链中。在 Tera 区块链中，

出于这些目的，根据 8 个区块链中每个区块链的几个先前区块计算前一个区块的

哈希值。在这个阶段，我们将 8 个链的逻辑绑定合二为一。 

并行处理多个块，处理顺序取决于当前时间（当前块）： 

 

（区块从网络加载，加载网络） 

定时： 

1 新的（当前）块，从 MemPool 加载事务，定时器激活 

2 同步单元的开始（分布式单元） 

9.Sav

7.Vali

11.Sa

5.star

4.Po

10.Sa

2.star 1.Ne3.finis

6.finis

8.Vali

12.S

13.Sa



3 同步结束 

4 捆绑数据块与前面的块，计算 PoW 

5 搜索从最大 PoW 网络开始 

6 最大 PoW 搜索结束 

7 检查设备的有效性，考虑到由于下载具有较大总 PoW 的新块链而可能对

先前块进行的更改。 

从图中可以看出，块指的是前面的块，但是具有 8 个块的 Delta。一旦确定

有效并存储在数据库中，则来自第 8 个的块然后参与其他节点中的卸载（类似

地，它们可以从其他节点加载）。  

这就是块在 Tera 区块链浏览器页面中的样子； 

 
数据传递和验证的分离 

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与其他节点相同。节点数量不受限制。节点之间的通信

是通过组织单个数据链来实现的，其中信息以命令（交易）的形式记录。通常这

种链被称为区块链，但在这个平台中，它的应用程序被扩展。传统上，块被写入

交易。 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写入无效的交易块（例如，具有不正确的数字签名，

账户中的资金不足，双重支出等）。在 Tera 平台中，区块链用作传输，因此可以

将任意信息写入块（此后，我们将其称为交易）。对信息正确性的解释取决于更

高级别的应用程序。区块链具有确定哪个数据链为真的共识机制，但此共识不包

含用于解释块内事务的规则。块数据是一个黑盒子 - 所有操作都像一组字节一样

执行。PoW 算法用于防止 DDOS 攻击。事务的长度越大，PoW 的值就越大。在

将事务发送到网络之前，客户端计算 PoW 值。 

数据河 

Tera 平台可以抽象地表示为水道，这保证了船舶与货物集装箱通过的连续

性和数字顺序。该渠道不对船舶和货物的管辖权负责。船舶的实用性受到港口，

渔船厂，仓库等的影响，它们为船舶提供了有用的工作。 

怎么用？ 



假设您需要将货物运送到港口 B，并且港口 A 已将货物放入集装箱并将其

发送到港口。在 B 口，检查所有集装箱是否有正确的内容，并在找到货物时取

货。该通道仅需 8 秒即可将船只运送到目的地的所有港口。 

这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数字命令。区块链的目的是确保每个设备都有单个订

单和块组合。如果提供了这个，那么读取它们的程序将始终在世界上的所有计算

机上产生相同的结果 - 因此数据是相同的。因此，即使这些块是不正确的事务，

双重花费等等，用户端的程序也会看到它并拒绝其执行。这称为事务验证过程。

为了加速整个系统，我们将其与块交付流程分开。因此，我们可以在另一个时间

和另一个过程中执行验证，而不会干扰区块链，并且由于大量检查而更快 - 我

们可以将操作分组并加速工作，因为数据库访问次数减少。 

区块链数据库大小与用户环境的相关性 

由于大量数据将不可避免地以 1000 tps 发生，新用户应该能够快速下载区

块链以验证它并开始使用它。因此，下载顺序会发生变化 - 如果之前是从链的

开头，则现在将从最后下载。 

加载信息取决于用户的设置环境 - 关于他为区块链分配的磁盘存储器的大

小。根据大小，下一个下载优先级将是： 

1、账户表 

2、块标头 

3、块或交易的内容 

它将如何工作： 

对于超级轻的客户端：只会加载部块头和一块清单表将被加载。 

对于普通客户：整个帐户和标题表，但只是部分内容块 

对于完整的客户端 - 所有数据（正如现在所做的） 

安全 

在比特币网络中，为了保护用户免受双重花费，必须等待至少 10 分钟，有

时需要 1 小时。 

在 Tera 网络中，每秒都会创建一个块，但如果您想要比比特币网络具有相

同程度的可靠性，则需要等待相同的时间。等待的时间是可靠度。在任何 POW



算法中，不存在魔术（即改变时间获得同等可靠性）。在 TERA 我们有更加灵

活的选择，您可以等待 8 秒，1 分钟或 1 小时（例如，转移价值数百万美元的

金额）。 

实践方面 

Tera 中区块链的一个重点是网络的连续运行。通过创建具有动态结构支持

的多维晶格拓扑来形成网络。交换每秒执行一次。节点必须不断地与其邻居交

换关于新块的信息（该任务将被称为 TRANSFER）。即使节点处于区块链加载

模式（即未同步），也应执行此类交换。  

处理器线程构成 

启动完整节点时，将创建以下进程（节点）： 

MAIN - 程序的主要线程+ TRANSFER。将新块写入数据库。不同步时加

载历史记录。 

STATIC- 向其他节点（标题，块，状态）提供静态信息 

TX- 执行事务（更改状态表）。 

Web -通过 HTTP 进行数据检索以与 WEB 完全集成 

POW -mining 过程。带有哈希的记忆泵和快速搜索给定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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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1  网站: https://terafoundation.org 

2  基于 TERA 平台去中心化应用的发展: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PXVBbMKdpsAKPkO9UNB5B-

LMwIDjylWoHvAAzzrXjvU/edit?usp=sharing 

该币的细节： 

名字: Tera 

共识: POW 

算法: TERAhash (sha3 + Optimize RAM hashing) 

总量: 10 亿 (TERA) 

奖励: 1-20 币, 取决于矿工算力 (当下总量的十亿分之一×矿工算力的对数的平方

取值的 1%) 

区块大小: 120 KB 

预挖: 5% 

开发基金: 1%的总量  

块生成时间:   1 秒 

块确认时间: 8 秒 

速度:目前 1000 次每秒 

手续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