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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合约的合约安全和隐私安全研究综述
胡甜媛１）　李泽成２） 李必信１） 包骐豪１）

１）（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南京　２１１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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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块链作为对等网络中的一种分布式账本技术，集成了密码学、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多种技术，提供一
种新型信任体系构建方法．智能合约具有公开透明、实时更新、准确执行等显著特点，在区块链中为信息存储、交易
执行和资产管理等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更安全、高效、可信的方式．但是，智能合约本身仍然存在安全问题，影响了区
块链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使用．所以，近年来围绕智能合约安全问题的相关研究比较多，为了帮助相关人员更好地理
解和掌握其中的研究思路，本文采用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ｔｕｄｙ方法，通过收集２０１５年以来公开发表的关于智能合约安全问
题的各类文献，并进一步通过文献筛查、问题设置、信息提取、结果获取和分析等步骤，总结智能合约安全相关研究
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如下：（１）目前智能合约自身面临的安全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合约安全和隐私安全两方
面（问题和挑战）．在调查的４５篇文献中，有２９篇文献针对合约安全，１６篇文献针对隐私安全；（２）智能合约安全保
障目前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形式化验证、模糊测试、零知识证明、可信执行环境等（保障方法）；（３）针对合约安全的
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合约实现、测试阶段，而针对智能合约设计、部署及运维阶段的研究比较少；针对隐私安全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合约数据隐私保护，而针对合约代码隐私安全的比较少（覆盖范围）；（４）智能合约安全保障研究目
前主要从合约实现人员、合约测试人员的角度进行，而从合约维护人员和合约用户角度展开的研究较少（研究角
度）；（５）未来研究应该围绕智能合约的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安全问题进一步推进，先验方法和后验方法、定性方
法和定量方法、静态方法和动态方法的结合是大势所趋（发展趋势）．综上，本文通过调研发现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并建议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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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２００９年，比特币开启区块链时代，区块链技术

是比特币的基础，它支持去中心化计算模式的转变．
区块链系统应用传统的密码学原理，结合特有的数
据结构，实现了安全的数据存储和共享．在Ｐ２Ｐ网
络中，共识机制为区块链系统提供了一种剔除可信
第三方的可信数据共享机制，为上层应用提供安全
的账本支持，区块链在不可信环境下建立起信任关
系，实现价值传递和信任传递．并且由于智能合约的
引入，区块链应用已经远远超出加密货币的范畴，以
智能合约为代表的第二代区块链平台及应用呈现爆
发性增长［１］．智能合约作为一种可自动执行的数字
化协议，为区块链增添可编程属性，为实现可编程社
会提供可能［２］．智能合约与区块链的结合被认为是
区块链世界中一次里程碑式升级，随着第一个结合
区块链与智能合约的平台以太坊的诞生，迎来“区块
链２．０”时代．

目前，区块链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范围越来
越广，区块链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特性是推动区块
链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这一新兴技术发
展时间较短、尚不成熟，各类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引
起社会各界对区块链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

针对以太坊去中心化应用（ＥｔｈｅｒｅｕｍＤｅｃｅｎ
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ＴＨＤＡｐｐ），本文统计了２０１６年

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６月发生的１６起重大攻击事件如表１
所示①．通过表１看出，１６起事件中有１３起事件是
由于智能合约被攻击导致的，智能合约自身存在的
缺陷、合约之间的调用等都是影响合约安全的重要
因素．

表１　犈犜犎犇犃狆狆攻击事件
序号攻击时间 攻击目标 损失金额 攻击原因
１２０１６０６１７ＴｈｅＤＡＯ＄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重入攻击
２２０１７０７１９Ｐａｒｉｔｙ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 犇犲犾犲犵犪狋犲犱犆犪犾犾调用
３２０１７１１０６Ｐａｒｉｔｙ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无保护自杀
４２０１８０４２２ＢＥＣ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整数溢出
５２０１８０７１０Ｂａｎｃｏｒ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疑似私钥被盗
６２０１８０７３１Ｆｏｍｏ３Ｄ － 合约伪随机数生成
７２０１８０８０１Ｆｏｍｏ３Ｄ＄３，０００，０００ 贪婪挖矿激励机制
８２０１８１００９ＳｐａｎｋＣｈａｉｎ＄４０，０００ 重入攻击
９２０２００２１５ｂＺｘ ＄３５０，０００ 多个智能合约调用
１０２０２００２１８ｂＺｘ ＄６４５，０００ 多个智能合约调用
１１２０２００４１８Ｕｎｉｓｗａｐ＄２２０，０００ 合约重入攻击
１２２０２００４１９Ｌｅｎｄｆ．Ｍｅ＄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合约重入攻击
１３２０２００４２５Ｈｅｇｉｃ ＄２８，５３７ 合约漏洞
１４２０２０５０１８ｔＢＴＣ － 合约漏洞
１５２０２００６１８Ｂａｎｃｏｒ ＄１３５，２２９ 合约函数漏洞
１６２０２００６２３ＤＤＭ ＄４０，０００ 恶意劫持

目前对于区块链技术的安全和隐私保护，业界
处于初级探索阶段．频发的智能合约攻击事件严重
威胁区块链生态安全，亟需智能合约安全保障技术
支持．于是，很多人开始重视并研究智能合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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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然而，由于研究者来自不
同学科领域，大家关注角度不同，采用的技术方法不
同，解决的安全问题和预期目标也不同，所以现有研
究成果缺乏一定系统性，研究思路也不够清晰，无法
为解决智能合约安全问题形成有力指导．

基于当前智能合约安全的研究工作，本文旨在
通过深度调研并分析已有智能合约涉及的合约安全
和隐私安全方面的相关研究，发现当前研究中存在
的不足，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建议有潜力的研究
方向．为此，首先根据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ｔｕｄｙ（映射研究）方
法确定３类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在选定的电子数据
库中广泛检索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２０年发表的智能合约安
全方面的论文，选择有代表性的４５篇论文，并根据
需求信息模板从每篇论文中提取关注的信息，最后
通过对信息深度分析、归纳和总结，回答上述３类研
究问题，发现现有研究不足并进一步建议研究方向．
具体来说，本文主要贡献如下：

（１）分析了智能合约安全问题和挑战．从智能
合约的生命周期出发，分析智能合约在设计、实现、
测试、部署、运维不同阶段面临的安全问题和挑战，
以及隐私安全涉及的合约代码安全和合约数据安全
面临的安全问题和挑战，明确了研究目标．

（２）总结了智能合约安全保障方法．针对智能
合约安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智能合约生命周期
的角度归纳整理不同阶段的安全保障方法，主要包
括合约设计、合约实现、合约测试和合约部署及运维
安全保障方法；从合约代码隐私和合约数据隐私角
度归纳整理智能合约隐私安全保障方法．

（３）发现了现有方法存在的不足．针对不同的
智能合约安全问题和保障方法，分析现有研究的优
势和不足．大量研究集中在合约实现、测试阶段，其
他阶段的相关研究较少；已有的智能合约测试方法
未形成全面、体系的智能合约检测框架；对运行中的
智能合约，未实现灵活、有效的合约维护、升级机制；
已有的智能合约隐私保护方法存在性能不高、可扩
展性较低、未实现完全去中心化等不足．

（４）建议了进一步研究方向和目标．建议未来
研究要做到先验方法和后验方法融合、定性方法和
定量方法融合、静态方法和动态方法融合．

２　基本术语
２１　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是被部署在区块链上可自动执行的数

字化协议，也是可按照预设合约条款自动执行的计
算机程序，主要包含相关代码和数据集．智能合约作
为区块链的激活器，其自动化和可编程特性使其可
以封装分布式区块链系统中各节点的复杂行为，成
为区块链构成的虚拟世界中的智能软件代理机器
人．本质上，智能合约既不是合约也不智能，具有较
低的法律效应，目前智能合约规则也无法自动化实
现．但区块链上智能合约具有众多特性，如可编程、
不可篡改、去信任等，通过智能合约可以灵活嵌入各
种数据和数字资产，安全高效地交换信息、管理资
产．区块链中数字资产可以分为数字货币与非数字
货币，由关于该资产的数字文件实现，区块链上交易
的数字资产类型日渐丰富，有能源、实体资产和知识
产权等，由现实中的资产数字化而来．智能合约为传
统商业模式变革带来可能，为构建可编程资产、系统
和社会奠定基础．
２２　智能合约应用平台

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智能合约应用平台主要是以
太坊（Ｅｔｈｅｒｅｕｍ）和超级账本（ＨｙｐｅｒｌｅｄｇｅｒＦａｂｒｉｃ）．
其中，以太坊作为公有链的代表，其智能合约主要采
用Ｓｏｌｉｄｉｔｙ语言编写；超级账本作为联盟链（私有
链）的代表，其智能合约又称为链码（Ｃｈａｉｎｃｏｄｅ），由
Ｊａｖａ或Ｇｏｌａｎｇ等语言编写．以太坊作为最早的智
能合约平台，使用较为广泛，因此本文智能合约安全
研究主要围绕以太坊平台展开．

以太坊作为去中心化应用平台，其智能合约负
责存储业务逻辑（程序代码）和应用程序的相关状
态．与比特币、莱特币等搭建自己的区块链运行平台
的加密数字货币不同，通过以太坊发布的加密数字
货币一般称为代币（Ｔｏｋｅｎ），代币没有自己的区块
链，而是以智能合约形式运行在以太坊平台上．以太
坊不仅仅支持数字货币，还通过智能合约支持更多
应用场景，例如金融、游戏、公证等．

在以太坊中，一个智能合约实际上是一串代码
的合集，包括代码中各种函数以及代码运行过程产
生的各种状态．以太坊支持多种高级编程语言，专门
的编译器将合约编译成字节码后部署到区块链．发
布者在以太坊平台发布合约后，智能合约作为一段
程序被运行在网络中所有节点上，合约发布者无法
修改已发布的合约．由于智能合约一般运行在隔离
的沙箱执行环境中，智能合约会被所有节点执行，并
且任何人都可以发布执行合约，为了防止以太坊网
络发生蓄意攻击或滥用的现象，以太坊协议规定交
易或合约调用的每个运算步骤都需要收取费用，ｇ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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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该费用的计数单位．
由于智能合约代码涉及数字资产，一旦合约代

码缺陷被利用可能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如何保证智
能合约安全至关重要．
２３　智能合约安全

目前，智能合约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传统编
程模式和软件生命周期需要进行有效的改造来适应
智能合约的安全需求．区块链系统应用智能合约来
实现复杂的交易，区块链系统要求合约的数据及其
在数据上运行的代码都要公开，每个矿工都要模拟
执行合约，该过程不仅涉及智能合约本身的安全问
题，还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本文认为智能合约安全
主要体现为合约安全和隐私安全．

合约安全主要针对合约设计文档、合约代码、合
约运行状态等，要求智能合约不存在设计缺陷、代码
漏洞等不足，涉及智能合约的设计、实现、测试、运维
及部署等多个阶段．

隐私安全主要针对智能合约代码隐私及合约执
行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数据隐私，要求保护程序代码
以及程序执行过程中的交易数据不会被非授权节点
获取，主要体现在区块链系统的合约代码和合约数
据两方面．

３　综述方法
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ｔｕｄｙ（映射研究）是系统性文献综述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ＬＲ）的一种，其目
的是对某一研究领域进行广泛的概述［３］．本文之所
以选择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ｔｕｄｙ作为调查方法，是因为本文的
目标是分析智能合约安全的研究现状，总结现有研究
取得的成果，探索智能合约安全的未来研究方向．本
文遵循系统性文件综述的方法，参考Ｋｉｔｃｈｅｎｈａｍ和
Ｃｈａｒｔｅｒｓ［３］提出的指南，根据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ｔｕｄｙ方法
的思想，按照以下顺序进行调研分析：

（１）设置研究问题．针对智能合约安全定义相
关研究问题，包括智能合约利益相关者、安全问题及
挑战、安全保障方法、保障方法验证等；

（２）确定文献筛选策略并选择主要文献．针对
智能合约安全主题，定制检索关键词，在选定数据库
中检索相关研究，并筛选出主要文献；

（３）评估主要文献质量．定制质量评估标准，评
估主要文献是否满足质量标准；

（４）定义信息抽取模板．抽取主要文献的关键
信息：定制信息抽取模版，根据信息抽取模版中的规

则抽取与研究问题相关的主要内容．
（５）抽取结果及分析．报告信息抽取的结果，并

进行关联性、趋势性分析等（参见第４节）．
（６）讨论现有方法的不足，归纳总结未来可能

的研究方向（参见第５节）．
下面，介绍综述研究的各个步骤．

３１　研究问题
在任何系统性综述中，明确研究问题最重要［３］．

本文从智能合约研究人员的角度，总结提炼出如下
三类研究问题（如表２所示）：通识问题（Ｇｅｎｅ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ＧＱ）、聚焦问题（Ｆｏｃｕｓ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ＦＱ）
和统计问题（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Ｑ）．

表２　研究问题列表
问题类别 具体问题
通识问题
ＧＱ１ 智能合约安全涉及哪些利益相关者？
ＧＱ２ 智能合约面临哪些安全问题和挑战？
ＧＱ３ 智能合约安全主要有哪些保障方法？
ＧＱ４ 智能合约安全保障方法如何验证？
聚焦问题
ＦＱ１ 引起智能合约安全威胁的原因有哪些？
ＦＱ２ 现有智能合约的合约安全保障方法有效性如何？
ＦＱ３ 现有智能合约的隐私安全保障方法有效性如何？
ＦＱ４ 现有研究方法有哪些不足？
统计问题
ＳＱ１ 智能合约安全的研究热度如何？
ＳＱ２ 智能合约安全的研究报告或研究论文发表在哪些载体上？

通识问题（ＧＱｓ）涉及到区块链系统中智能合约
安全相关的通识问题．ＧＱ１关注谁参与智能合约安
全保障过程？智能合约从设计到使用涉及多个阶
段，智能合约安全保障包含多个方面，完整安全保障
过程有哪些人参与，都是直接影响智能合约安全的
主导因素．ＧＱ２关注智能合约目前存在哪些安全问
题和挑战？真实存在的安全问题是引起研究者对智
能合约安全产生关注的主要原因；鉴于已有的智能
合约安全问题，智能合约安全保障技术发展面临哪
些挑战？ＧＱ３关注如何通过具体的方法保障智能合
约的合约安全和隐私安全？针对已有的不同类型的
问题和挑战，现有研究通过哪些安全保障技术实现
了合约安全保障和隐私安全保障？ＧＱ４关注智能合
约安全保障方法如何进行验证？不同的安全保障方
法实现不同目的，其安全保障对象和安全保障形式
各有不同．

聚焦问题（ＦＱｓ）在回答了ＧＱｓ问题的基础上，
对智能合约安全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主要分析现有
的智能合约安全保障技术相关的具体问题以及现有
研究不足．其中，ＦＱ１聚焦于智能合约安全威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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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原因；ＦＱ２关注智能合约的合约安全保障方法
的有效性；ＦＱ３关注智能合约的隐私安全保障方法
的有效性；最后，ＦＱ４关注现有智能合约的合约安
全和隐私安全保障方法的优势和不足．

从文献发表的角度来看，统计问题（ＳＱｓ）提供
了另一种观察当前研究现状的方式．ＳＱ１关注文献
的发表时间和数量；ＳＱ２关注文献发表的载体，可
以看出相关研究的趋势和成熟度．
３２　研究策略与选择

在确定了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本小节主要介绍
如何选择研究问题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全面文献
检索和主要文献筛选．
３．２．１　全面研究检索

首先采用全面的检索策略，找到与研究问题相
关的文献，包括检索关键词构建和检索范围界定．为
了获得更好的搜索结果，对关键词组进行细化和优
化．Ｋｉｔｃｈｅｎｈａｍ等人［３］建议将搜索问题分解为各个
搜索单元，包括其同义词、缩略语和替代拼写等，
然后通过布尔运算进行组合［３］．ＰＩＯ（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标准是定义这种搜索
单元的合适方式［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涉及到与技术和标
准相关的术语，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解决的是软件方法论
（或技术、工具、程序）中的一个具体问题．本文的检
索关键词公式如式（１）所示：
检索关键词＝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１）
在本文的智能合约安全场景下，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的定义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主要研究检索词

类型 检索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中
文

形式化验证、模型检测、符号执行、抽象解释、
模糊测试、抽象语法树、安全多方计算、
可信执行环境、零知识证明｛非交互零知识证
明，简洁非交互零知识证明｝

英
文

Ｆｏｒｍａ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Ｆｕｚｚｉ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Ｔｒｅｅ（ＡＳＴ），Ｚｅｒ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ｒｏｏｆ（ＺＫＰ），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Ｚｅｒ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ｒｏｏｆ（ＮＩＺＫ），
Ｚｅｒ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ｕｃｃｉｎｃｔ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ｒｏｏｆ（ｚｋＳＮＡＲＫｓ），
Ｓｅｃ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ＭＰＣ），
Ｔｒｕｓｔｅ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Ｅ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中
文
智能合约安全，合约缺陷｛合约漏洞｝，
代码安全，代码缺陷｛代码漏洞｝，合约隐私

英
文

Ｓｍａｒ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Ｄｅｆｅｃｔ｛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ｄ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ａｆｅｔ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Ｐｒｉｖａｃｙ
ＣｏｄｅＤｅｆｅｃｔ｛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通过表３构建的检索关键词进行检索，本文选
取了表４中１０个电子数据库作为本文的检索范围．

这些数据库涵盖了计算机科学与工程领域内最相关
的期刊和会议（包括研讨会）．在研究选择时，通过人
工过滤，排除不同数据库产生的重复结果．本文将开
始年份设置为２０１５年、结束年份设置为２０２０年．此
外，由于智能合约隐私保护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因
此文献搜索过程中可以关注部分具有权威性的技术
文档．

表４　选择的电子数据库
序号 电子数据库 网址
１知网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
２万方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ｃｏｍ．ｃｎ／
３ＡＣＭ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ｔｔｐ：／／ｐｏｒｔａｌ．ａｃｍ．ｏｒｇ／
４ＥＩ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ｏｒｇ／
５ＧｏｏｇｌｅＳｃｈｏｌａｒ ｈｔｔｐ：／／ｓｃｈｏｌａｒ．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
６ＩＥＥＥＸｐｌｏｒｅ ｈｔｔｐ：／／ｉｅ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ｉｅｅｅ．ｏｒｇ／
７ＤＢＬＰ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ｔｔｐ：／／ｄｂｌｐ．ｕｎｉｔｒｉｅｒ．ｄｅ／
８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ｃｏｍ／
９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
１０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ｓｉ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ｍ／

３．２．２　主要文献筛选
由于初步检索后得到的文献数量较多，需要对

其进行筛选，从最初的检索结果中排除不相关的文
献，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文献作为主要文献．首先，由
于不同电子数据库的特点，搜索结果中包含杂质，如
遇搜索关键词直接相关的会议名称，将其人工删除
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其次，检查文献的标题和摘
要，排除不涉及智能合约安全和安全保障技术的研
究；还有部分研究在技术上相似，因此选择最具代表
性的作为主要文献；最后，本文共选择４５篇文献作
为研究的主要参考资料，其中包含３篇技术文档．
３３　质量评估

针对４５篇文献，论文的质量评估至关重要，本
文给出如下８个论文质量评估标准：

ＱＡ１：是否有关于研究目的的明确说明？
ＱＡ２：是否有关于研究背景的充分描述？
ＱＡ３：是否有关于研究问题相关工作的回顾？
ＱＡ４：是否有关于智能合约安全保障方法描述？
ＱＡ５：方法是否经过验证？
ＱＡ６：结论是否与研究目的和宗旨相关？
ＱＡ７：是否有明确的研究结果陈述？
ＱＡ８：是否建议进一步研究方向？
表５显示了每篇主要文献的质量评估结果．其

中，表示“是”，×表示“否”．除了Ｂａｒｔｏｌｅｔｔｉ等人［５］

等９篇文献不包含未来工作展望（Ｑ８），大部分研究
满足本文设计的标准．由于缺失Ｑ８不影响研究结
果，本文不将其删除．

９８４２１２期 胡甜媛等：智能合约的合约安全和隐私安全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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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主要文献质量评估
序号 主要文献 ＱＡ１ＱＡ２ＱＡ３ＱＡ４ＱＡ５ＱＡ６ＱＡ７ＱＡ８
１Ｂａｒｔｏｌｅｔｔｉｅｔａｌ［５］ ×
２Ｗｏｈｒｅｒｅｔａｌ［６］ 
３Ｗｏｈｒｅｒｅｔａｌ［７］ 
４Ｄｅｓｔｅｆａｎｉｓｅｔａｌ［８］ ×
５Ｄｉｎｇｍａｎｅｔａｌ［９］ 
６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０］ 
７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１］ 
８Ｋｒｕｐｐｅｔａｌ［１２］ 
９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３］ 
１０Ｎｉｋｏｌｉｃｅｔａｌ［１４］ ×
１１Ｋａｌｒａｅｔａｌ［１５］ 
１２Ｔｓａｎｋｏｖｅｔａｌ［１６］ 
１３Ｌｉｕｅｔａｌ［１７］ ×
１４Ａｍａｎｉｅｔａｌ［１８］ 
１５Ｆｅｉｓｔｅｔａｌ［１９］ 
１６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 
１７Ｔｏｒｒｅｓｅｔａｌ［２１］ 
１８Ｎｇｕｙｅｎｅｔａｌ［２２］ ×
１９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３］ 
２０Ｇｏｇｉｎｅｎｉｅｔａｌ［２４］ 
２１Ｆｕｅｔａｌ［２５］ 
２２Ｋｏｓｂａｅｔａｌ［２６］ 
２３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７］ 
２４Ｓｎｃｈｅｚｅｔａｌ［２８］ 
２５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９］ 
２６Ｂüｎｚｅｔａｌ［３０］ 
２７Ｍａｖｒｉｄｏｕｅｔａｌ［３１］ 
２８Ｌｉｕｅｔａｌ［３２］ 
２９Ｂｈａｒｇａｖａｎｅｔａｌ［３３］ 
３０Ｔｉｋｈｏｍｉｒｏｖｅｔａｌ［３４］
３１Ｚｈｕｅｔａｌ［３５］ ×
３２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３６］ 
３３Ｃｏｏｋｅｔａｌ［３７］ 
３４Ｋａｎｇｅｔａｌ［３８］ 
３５Ｌｉｅｔａｌ［３９］ 
３６Ｓｔｅｆｆｅｎｅｔａｌ［４０］ 
３７Ｂａｕ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４１］ 
３８Ｌｉｅｔａｌ［４２］ ×
３９Ｒｕｓｓｉｎｏｖｉｃｈｅｔａｌ［４３］
４０Ｏｒｉｇｏ［４４］ 
４１Ｋａｌｏｄｎｅｒｅｔａｌ［４５］ ×
４２Ｄｏｌｅｖｅｔａｌ［４６］ ×
４３Ｙａｎｅｔａｌ［４７］ ×
４４Ｒｏｄｌｅｒｅｔａｌ［４８］ 
４５Ｓｏｅｔａｌ［４９］ 

３４　信息抽取
最后，本文设计一个信息抽取模版表来收集解

决研究问题的信息，主要针对４５篇主要文献进行信
息抽取．表６显示了主要文献的每个信息抽取细节，
该表格帮助本文从主要文献中提取相关信息，并了
解这些研究如何解决本文设置的智能合约安全相关
的研究问题．

表６　信息抽取模版
序号位置 描述 研究

问题
文章主要内容

１题目主要文献的标题
２摘要主要文献的摘要 Ｇ２
３目标主要文献的目标是什么？ Ｇ２
４人员谁与智能合约安全保障相关？ Ｇ１
５目标智能合约面临哪些安全问题及挑战？ Ｇ２
６方法通过什么方法保障合约的设计和实现？ Ｇ３
７方法通过什么方法实现智能合约的安全测试？ Ｇ３
８方法通过什么方法监测智能合约的部署运维安全？ Ｇ３
９方法通过什么方法保护智能合约代码隐私安全？ Ｇ３
１０方法通过什么方法保护智能合约数据隐私安全？ Ｇ３
１１验证通过什么方式验证智能合约安全保障方法？ Ｇ４
１２总结研究总结 Ｇ２

文章参考信息
１３作者主要文献的作者
１４年份主要文献的发表年份 ＳＱ１
１５类型主要文献的出版类型 ＳＱ２
１６来源发表主要文献的出版物名称 ＳＱ２

４　调查结果
在本节中，本文介绍了４５篇与本文研究主题相

关的主要文献的评估结果．表７显示了所有主要文
献的概述，其中包括主要文献的ｉｄ、作者、年份和基
本描述．本文对４５篇主要文献进行深度分析，提炼
出智能合约安全理论研究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智能合约安全理论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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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主要文献汇总
序号 主要文献 描述
Ｓ１ Ｂａｒｔｏｌｅｔｔｉｅｔａｌ［５］ 以太坊智能合约的设计模式
Ｓ２ Ｗｏｈｒｅｒｅｔａｌ［６］ 安全模式描述了典型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可由Ｓｏｌｉｄｉｔｙ实现人员应用以减轻典型的攻击
Ｓ３ Ｗｏｈｒｅｒｅｔａｌ［７］ 设计模式为实现人员提供设计指南
Ｓ４ Ｄｅｓｔｅｆａｎｉｓｅｔａｌ［８］ 主张建立区块链软件工程学科
Ｓ５ Ｄｉｎｇｍａｎｅｔａｌ［９］ 第一个正式的针对Ｓｏｌｉｄｉｔｙ智能合约的缺陷分类
Ｓ６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０］ 第一个针对智能合约缺陷的实证研究
Ｓ７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１］ ＧＡＳＰＥＲ，通过分析智能合约的字节码来自动定位消耗ｇａｓ量高的模式
Ｓ８ Ｋｒｕｐｐｅｔａｌ［１２］ Ｔｅｅｔｈｅｒ，自动识别智能合约漏洞的工具
Ｓ９ 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Ｆｕｚｚｅｒ，检测Ｅｔｈｅｒｅｕｍ智能合约安全漏洞的模糊器
Ｓ１０ Ｎｉｋｏｌｉｃｅｔａｌ［１４］ ＭＡＩＡＮ，动态分析工具，通过跟踪每个调用路径检测定义的３种类型的错误合约
Ｓ１１ Ｋａｌｒａｅｔａｌ［１５］ ＺＥＵＳ，验证智能合约的正确性和公平性的框架
Ｓ１２ Ｔｓａｎｋｏｖｅｔａｌ［１６］ Ｓｅｃｕｒｉｆｙ，用于以太坊智能合约的安全分析器，证明合约行为对于给定资产是否安全
Ｓ１３ Ｌｉｕｅｔａｌ［１７］ ＲｅＧｕａｒｄ，基于模糊测试的分析器，自动检测以太坊智能合约中的重入缺陷
Ｓ１４ Ａｍａｎｉｅｔａｌ［１８］ 基于扩展Ｉｓａｂｅｌｌｅ／ＨＯＬ中现有的ＥＶＭ形式化，对ＥＶＭ智能合约进行形式化验证
Ｓ１５ Ｆｅｉｓｔｅｔａｌ［１９］ Ｓｌｉｔｈｅｒ，提供漏洞检测、优化检测、代码理解和代码审查的静态分析框架
Ｓ１６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 Ｖｕｌｔｒｏｎ，检测由于各种类型的对抗性攻击而导致的不规则交易的技术
Ｓ１７ Ｔｏｒｒｅｓｅｔａｌ［２１］ ＧＩＳ，通过攻击模式进行攻击检测并还原攻击的系统
Ｓ１８ Ｎｇｕｙｅｎｅｔａｌ［２２］ ｓＦｕｚｚ，在以太坊上运行的智能合约的全自动测试引擎
Ｓ１９ 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３］ ＳｍａｒｔＥｍｂｅｄ，在Ｓｏｌｉｄｉｔｙ中学习智能合约特性，用于智能合约的克隆检测、错误检测和合约验证
Ｓ２０ Ｇｏｇｉｎｅｎｉｅｔａｌ［２４］ 进行多类分类，将智能合约分为自杀、挥霍、贪婪或正常类别
Ｓ２１ Ｆｕｅｔａｌ［２５］ ＥＶＭＦｕｚｚｅｒ，第一个检测ＥＶＭ实现漏洞的差分模糊测试工具
Ｓ２２ Ｋｏｓｂａｅｔａｌ［２６］ Ｈａｗｋ，保护用户隐私的智能合约编程框架
Ｓ２３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７］ ＴｏｗｎＣｒｉｅｒ，经过认证的数据馈送系统，为依托的智能合约提供源头认证的数据
Ｓ２４ Ｓｎｃｈｅｚｅｔａｌ［２８］ Ｒａｚｉｅｌ将安全多方计算和携带证明的代码结合起来，保证智能合约隐私性、正确性和可验证性
Ｓ２５ 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９］ Ｅｋｉｄｅｎ，实现高效的ＴＥＥ支持的保密性智能合约和高扩展性的系统
Ｓ２６ Ｂüｎｚｅｔａｌ［３０］ Ｚｅｔｈｅｒ，完全去中心化的保密支付机制，兼容Ｅｔｈｅｒｅｕｍ和智能合约平台
Ｓ２７ Ｍａｖｒｉｄｏｕｅｔａｌ［３１］ ＦＳｏｌｉｄＭ，通过严谨的语义学设计合约框架，可以将一套设计模式作为插件
Ｓ２８ Ｌｉｕｅｔａｌ［３２］ Ｓｇｒａｍ，新颖的语义感知安全审计技术
Ｓ２９ Ｂｈａｒｇａｖａｎｅｔａｌ［３３］ 分析验证以太坊合约运行时安全性和功能正确性的框架
Ｓ３０ Ｔｉｋｈｏｍｉｒｏｖｅｔａｌ［３４］ ＳｍａｒｔＣｈｅｃｋ，检测智能合约代码问题的可扩展静态分析工具，提供代码问题的全面分类
Ｓ３１ Ｚｈｕｅｔａｌ［３５］ 基于安全多方计算的智能合约框架，保障智能合约执行中的输入隐私性和计算正确性
Ｓ３２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３６］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Ｇｕａｒｄ，以太坊智能合约的入侵检测系统，检测智能合约的潜在攻击行为
Ｓ３３ Ｃｏｏｋｅｔａｌ［３７］ 针对以太坊智能合约的动态检测和防御工具
Ｓ３４ Ｋａｎｇｅｔａｌ［３８］ ＦａｂＺＫ扩展Ｆａｂｒｉｃ，实现可审计的隐私保护交易
Ｓ３５ Ｌｉｅｔａｌ［３９］ 链上／链下混合执行模型，增强智能合约的可扩展性和隐私性
Ｓ３６ Ｓｔｅｆｆｅｎｅｔａｌ［４０］ Ｚｋａｙｖ１．０，使用隐私类型来指定私有值的所有者的类型化语言
Ｓ３７ Ｂａｕ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４１］ Ｚｋａｙｖ２．０，改进Ｚｋａｙｖ１．０，引入更多保护智能合约隐私的语言特性
Ｓ３８ Ｌｉｅｔａｌ［４２］ Ｐｈａｎｔｏｍ，使用基于智能合约的ｚｋＳＮＡＲＫｓ的高效隐私协议
Ｓ３９ Ｒｕｓｓｉｎｏｖｉｃｈｅｔａｌ［４３］ ＣＯＣＯ，实现任意区块链系统的隐私保护框架
Ｓ４０ Ｏｒｉｇｏ［４４］ 隐私保护应用平台Ｏｒｉｇｏ，对交易进行保密同时可以验证合约交易的正确性
Ｓ４１ Ｋａｌｏｄｎｅｒｅｔａｌ［４５］ Ａｒｂｉｔｒｕｍ，设计虚拟机行为的离线验证激励机制，提高智能合约的可扩展性和保密性
Ｓ４２ Ｄｏｌｅｖｅｔａｌ［４６］ ＳｏｄｓＭＰＣ，量子安全的智能合约系统，通过多方计算保证合约执行的正确性，同时也保护数据隐私
Ｓ４３ Ｙａｎｅｔａｌ［４７］ ＣＯＮＦＩＤＥ，通过ＴＥＥ支持链上机密性的系统设计方案（Ａｎｔｃｈａｉｎ）
Ｓ４４ Ｒｏｄｌｅｒｅｔａｌ［４８］ ＥＶＭＰａｔｃｈ，集成许多静态分析工具检测漏洞的框架，提供自动的方法来修补检测到的漏洞
Ｓ４５ Ｓｏｅｔａｌ［４９］ ＶＥＲＩＳＭＡＲＴ，确保算术操作安全的智能合约分析器

针对智能合约的合约安全和隐私安全，从问题
及挑战、原因分析、保障方法和方法验证这４个角度
进行总结，涵盖智能合约的设计、实现、测试、部署及
运维多个阶段，涉及智能合约的代码隐私和数据
隐私．
４１　利益相关者

对于研究问题ＧＱ１，智能合约在它的设计、实
现、测试、使用到销毁的过程中，合约的利益相关者
都不同程度影响智能合约安全保障过程．但是，由于
不同阶段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任务不同、权限不同，
其安全保护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明确不同利益相

关者与智能合约安全的关系，对解决智能合约安全
问题、明确智能合约安全挑战有指导意义．本文结合
智能合约生命周期，提炼出以下５个与智能合约安
全相关的利益相关者．

（１）合约设计人员．规范的智能合约开发需要
完善的合约设计文本，设计文本缺陷可能给合约实
现人员带来误导．根据不同智能合约应用场景，可能
存在复杂的、重复出现的问题，合约设计人员需要对
此进行抽象并提出概念性的设计方案．但是，智能合
约实现平台、开发语言和安全环境发展快速，随着新
指令增加、安全风险发现，设计方案不足可能给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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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升级带来更大的困难［６］．
（２）合约实现人员．智能合约的实现人员直接

影响智能合约的质量，合约实现人员需要根据合约
设计方案编写合约，如果实现人员没有严格遵循智
能合约设计方案，可能导致智能合约在使用过程中
出现功能缺失、功能错误等重大安全问题．此外，每
种编程语言都有编码规范，如果实现人员没有遵循
官方编程风格指南和安全编程指南，代码可能不利
于阅读、理解和维护，还可能导致合约缺陷从而带来
安全风险．

（３）合约测试人员．测试是智能合约正式发布
之前至关重要的一环，对智能合约的质量和开发效
率均有影响．有效的智能合约测试能检验合约的实
际结果是否符合设计预期，如果测试人员没有明确
合约功能需求、合约设计方案，则合约测试人员无法
有效编写测试用例、无法确认合约代码是否实现预
期功能．其次，测试人员如果不熟悉合约编码规范，
在使用不同的合约测试工具过程中，无法有效分析
缺陷报告，导致智能合约缺陷的误报和漏报，从而影
响合约整体开发效率、忽略合约中的潜在威胁．相
反，高质量的合约测试可以帮助合约实现人员提升
整体开发效率、保证合约质量．

（４）合约维护人员．监测智能合约的实际运行
状态并且对异常行为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能够降
低智能合约的安全风险，因此合约维护人员十分必
要．但是，智能合约难维护、难升级，一旦部署到区块
链上无法随意对其进行修改，所以智能合约安全对
合约维护人员有更高的要求．对于智能合约的运行
状态监测，合约维护人员需要建立完善的沟通机制、
缺陷收集渠道和合约运行监测机制，否则无法及时
发现使用中的合约存在的异常行为，可能导致重大
的安全事件．对于智能合约修复和升级，合约维护人
员需要熟悉合约缺陷并制定相应修改方案以及合约
异常情况的应急方案，否则无法迅速、有效地进行智
能合约维护，提高合约被攻击风险．

（５）合约用户．合约用户需要根据特定的区块
链系统设计原则，通过智能合约实现特定的功能，用
户需要遵循基本的私有信息保护规则，否则可能导
致私人信息泄漏．但是，合约用户更倾向于合约实现
特定功能所花费的时间、资源、效率等，繁琐的使用
操作可能增加用户违背使用规则、造成经济损失的
风险．
４２　智能合约安全问题和挑战

关于通识问题ＧＱ２，通过分析每一篇主要文献
面临的安全问题，本文试图确定智能合约主要面临

的安全问题和挑战．首先，本文详细介绍智能合约面
临的安全问题，然后分析安全问题带来的挑战，明确
安全保障目标．如图１所示，本文认为智能合约安全
问题和挑战主要包含合约安全和隐私安全两个
方面．
４．２．１　合约安全问题和挑战

本文从智能合约设计、实现、测试、部署及运维
几个阶段，讨论智能合约安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４．２．１．１　智能合约设计安全问题和挑战

（１）安全问题．智能合约设计安全主要体现在
设计文本安全和设计模式安全两个方面．

关于聚焦问题ＦＱ１，在智能合约设计阶段，智
能合约设计缺陷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设计文本缺
陷、设计方案不足．

智能合约设计文本主要针对合约参与方进行编
写，结合智能合约的实际功能在合约文本中明确合
约中涉及的各方权利和义务、合约触发的条件、合约
执行的情况、合约终止结果等．

智能合约的设计安全是智能合约稳定运行的第
一步，智能合约实现人员在编写智能合约之前，需要
根据实际功能需求对智能合约进行设计，避免由设
计文本错误导致智能合约功能异常．但是，由于智能
合约设计人员在设计文本编写过程中，对智能合约
功能需求理解不全面，可能导致智能合约设计文本
出现安全缺陷．例如，具体的智能合约设计文本安全
问题存在以下几种表现形式：①设计文本遗漏．设
计文本遗漏部分智能合约实际需求；②设计文本多
余．合约文本出现部分与智能合约实际需求无关的
方案；③设计文本不一致．设计文本中方案与实际
需求不一致；④设计文本模糊．设计文本中的方案
超过一种，存在方案二义性；⑤设计文本错误．设计
文本中的方案与实际需求产生冲突．

针对常见的、复杂的智能合约功能，可以通过定
义设计模式实现智能合约代码的自动生成，降低在
编写复杂功能过程中引入错误的风险．但是，由于智
能合约发展时间较短，设计模式的概念不成熟，已有
的设计模式针对特定的应用场景不一定具有较好的
适用性，可能导致自动生成的智能合约功能缺失或
者与目标功能不一致．

（２）安全挑战．如何保障智能合约设计安全？
（Ｃｈ１）

为了确保智能合约符合用户需求、合约实现过
程中不会因为合约设计出现错误，需要保障智能合
约设计安全．如何避免在智能合约设计过程中合约
文本出现上述安全问题，保障智能合约设计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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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缺陷，需要研究如何定制完善的智能合约设
计文本编写规范，并通过自动化的方法对合约设计
文本进行分析．

如何保障设计模式适用场景的丰富性、设计模
式使用的灵活性、应用设计模式自动生成代码的正
确性，需要研究如何构建更全面的智能合约设计模
式库以及设计模式使用机制，总结并抽象出不同场
景适用的智能合约设计模型、安全可靠的智能合约
模板，实现更安全的智能合约设计．
４．２．１．２　智能合约实现及测试安全和挑战

（１）安全问题．智能合约实现及测试安全主要
体现在智能合约代码存在缺陷．

结合智能合约实现、测试原理，关于聚焦问题
ＦＱ１，在智能合约实现、测试阶段，智能合约代码缺
陷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合约编码不规范、合约实现
语言不成熟、ＥＶＭ机制．

智能合约实现主要是指在完成智能合约设计的
基础上，根据合约设计文本进行智能合约实现，合约
处理逻辑的正确性、完备性是智能合约的基本要求．
但是，智能合约的实现人员能力、编码水平良莠不
齐，实现过程中可能导致智能合约存在代码缺陷，实
现人员也可能出于利益驱动，在智能合约中留下后
门；此外，智能合约的实现语言、编译器、执行机制等
都可能与智能合约安全缺陷相关．

智能合约实现完成后、正式部署上线前，采用人
工或自动化的方式对智能合约代码进行缺陷检测，
合约测试人员对智能合约进行全有效、全面的测试，
可以防止合约受到恶意攻击．

近年来，针对智能合约代码缺陷展开的攻击数
见不鲜．区块链开源特性使得智能合约代码可以被
便捷获取，攻击者可以通过分析智能合约的代码缺
陷寻找攻击突破口．由此可见，智能合约代码缺陷是
智能合约实现、测试过程中的主要安全问题．

①智能合约编码相关的缺陷
软件实现人员编写智能合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可能导致智能合约缺陷，例如合约编码缺少提示、程
序逻辑限制和身份验证或授权不足等．

首先，编码缺少提示可能导致合约缺陷．程序中
缺少输入的合规性检查，输入参数可能不合理或者
无效，影响程序的正确执行；缺少输出结果的检查提
示，如果输出结果异常且不提示，导致不能立即发现
并及时处理异常，例如缺乏执行结果提示（Ｍｉｓｓｉｎｇ
Ｒｅｍｉｎｄｉｎｇ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１）和未检查返回值
（ＵｎｃｈｅｃｋｅｄＲｅｔｕｒｎＶａｌｕｅ，Ｄ２）缺陷［５０］．缺乏执

行结果提示指通过合约的应用程序二进制接口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ｉ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ＢＩ）调用智能合约，
但是ＡＢＩ不会提示函数调用是否成功，可能增加不
必要的错误和ｇａｓ浪费．未检查返回值缺陷有两种
变体，称为无ｇａｓ发送（ＧａｓｌｅｓｓＳｅｎｄ）和未检查ｓｅｎｄ
（ＵｎｃｈｅｃｋｅｄＳｅｎｄ）［１５，５１］．Ｓｏｌｉｄｉｔｙ语言提供的部分
函数出现计算错误时产生的结果仅返回结果布尔值
ｆａｌｓｅ，不会抛出异常并且会继续执行后续的代码，此
时如果程序未立即终止将会导致意外交易、造成潜
在威胁．

其次，合约编码过程中程序逻辑控制可能导致
合约缺陷．理论上合约的程序逻辑设计是正确的，能
够实现智能合约的需求功能，但是攻击者可能故意
利用程序逻辑，通过特定的输入实现恶意的程序执
行，导致智能合约执行出现问题．例如重入（Ｒｅｅｎ
ｔｒａｎｃｙ，Ｄ３）、余额恒等操控（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ｄＢａｌａｎｃｅ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４）和循环调用导致的ＤｏＳ（ＤｏＳｗｉｔｈ
ＮｅｓｔＣａｌｌ，Ｄ５）缺陷等．

攻击者利用代码重入缺陷，让程序反复执行攻
击者的恶意代码，从中获利［５２］．表１的攻击事件
ＴｈｅＤＡＯ中，攻击者利用了重入缺陷，从智能合约
中非法转出大量资金．图２显示了含有重入缺陷的
２个智能合约Ｒｅｅｔｒａｎｃｙ１和Ｒｅｅｔｒａｎｃｙ２，２个合约
代码不同，其重入的本质都是在通过无ｇａｓ限制的
１．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Ｒｅｅｎｔｒａｎｃｙ１｛
２．　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ｄｄｒｅｓｓ＝＞ｕｉ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ｃｒｅｄｉｔ；
３．
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ｏｎａｔ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ｔｏ）ｐａｙａｂｌｅｐｕｂｌｉｃ｛
５．　　ｃｒｅｄｉｔ［ｔｏ］＋＝ｍｓｇ．ｖａｌｕｅ；
６．　｝
７．
８．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ｕｉ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ｐｕｂｌｉｃ｛
９．　　ｉｆ（ｃｒｅｄｉｔ［ｍｓｇ．ｓｅｎｄｅｒ］＞＝ａｍｏｕｎｔ）｛
１０．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ｓｇ．ｓｅｎｄｅｒ．ｃａｌｌ．ｖａｌｕｅ（ａｍｏｕｎｔ）（））；
１１．　　　ｃｒｅｄｉｔ［ｍｓｇ．ｓｅｎｄｅｒ］－＝ａｍｏｕｎｔ；
１２．　　｝
１３．　｝
１４．｝

１．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Ｒｅｅｎｔｒａｎｃｙ２｛
２．　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ｄｄｒｅｓｓ＝＞ｕｉｎｔ）ｕｓｅｒＢａｌａｎｃｅ；
３．
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ｄｄＴｏＢａｌａｎｃｅ（）ｐａｙａｂｌｅｐｕｂｌｉｃ｛
５．　　ｕｓｅｒＢａｌａｎｃｅ［ｍｓｇ．ｓｅｎｄｅｒ］＋＝ｍｓｇ．ｖａｌｕｅ；
６．　｝
７．
８．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Ｂａｌａ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ｃ｛
９．　　／／ｓｅｎｄｕｓｅｒＢａｌａｎｃｅ［ｍｓｇ．ｓｅｎｄｅｒ］ｅｔｈｅｒｓｔｏｍｓｇ．ｓｅｎｄｅｒ
１０．　　／／ｉｆｍｇｓ．ｓｅｎｄｅｒｉｓａ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ｔｗｉｌｌｃａｌｌｉｔｓｆａｌｌｂａｃｋ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１．　　ｉｆ（！（ｍｓｇ．ｓｅｎｄｅｒ．ｃａｌｌ．ｖａｌｕｅ（ｕｓｅｒＢａｌａｎｃｅ［ｍｓｇ．ｓｅｎｄｅｒ］）（）））｛
１２．　　　ｒｅｖｅｒｔ（）；
１３．　　｝
１４．　　ｕｓｅｒＢａｌａｎｃｅ［ｍｓｇ．ｓｅｎｄｅｒ］＝０；
１５．　｝

图２　含有重入缺陷的智能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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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操作之后（Ｒｅｅｔｒａｎｃｙ１Ｌｉｎｅ１０，Ｒｅｅｎｔｒａｎｃｙ２
Ｌｉｎｅ１１），才进行相应的余额变更操作（Ｒｅｅｔｒａｎｃｙ１
Ｌｉｎｅ１１，Ｒｅｅｎｔｒａｎｃｙ２Ｌｉｎｅ１４），攻击者利用在转账操
作和账户操作间隙进行重入，在一次账户操作之前
进行多次转账操作，造成合约实际转账金额远远大
于实际账户余额．

余额恒等操控也被称为“强行发送Ｅｔｈｅｒ给合
约”．当合约的控制流决策依赖于余额属性的特定值
时就会出现此缺陷．攻击者可以利用自毁ＡＰＩ（Ｓｅｌｆ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函数）强行发送Ｅｈｔｅｒ给任何合约，利用
此漏洞操控程序的执行逻辑①．循环调用导致的
ＤｏＳ缺陷指发动拒绝服务的攻击者会通过控制程序
执行逻辑、持续消耗调用合约需要的ｇａｓ，从而让某
些代码执行失败．

为了保证智能合约的安全执行，智能合约在设
计编写过程中，应该严格设定调用权限，判定调用者
的身份，如果合约中缺乏调用者的身份验证或授权，
无法检查调用者的身份或特权，可导致受保护的数
据项或功能被恶意调用执行．例如，Ｔｘ．Ｏｒｉｇｉｎ身份
验证（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ｘ．Ｏｒｉｇｉｎ，Ｄ６）、越权
访问（Ｅｘｃｅｅ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ｃｃｅｓｓ，Ｄ７）、无保护自杀
（Ｕ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Ｓｕｉｃｉｄｅ，Ｄ８）、Ｅｔｈｅｒ泄漏到任意地址
（ＬｅａｋｉｎｇＥｔｈｅｒｔｏ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Ａｄｄｒｅｓｓ，Ｄ９）和签名
验证不足（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１０）．
Ｔｘ．Ｏｒｉｇｉｎ身份验证缺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智能合
约经常需要检查访问者的权限，如果使用Ｔｘ．Ｏｒｉｇｉｎ
来判断访问者权限可以帮助攻击者轻松绕过权限判
断．权限控制问题主要是越权访问，由于函数可见性
不明确或者缺乏充分的权限检查，导致攻击者能够
访问或修改不该访问的函数或变量［５３］．无保护自
杀②是智能合约为了应对出现故障等一些紧急情
况，在合约创建时规定具有特权的合约的“所有者”
可以使用自毁方法杀死合约，其关联合约将永久删
除，但是由于合身份验证不足可能导致合约被合约
“所有者”以外的账户杀死．Ｅｔｈｅｒ泄漏到任意地址
是指合约可以给任意地址发送Ｅｔｈｅｒ，但是该地址
可能不具备收取Ｅｔｈｅｒ的资格，该类合约也称为浪
子合约，此缺陷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将Ｅｔｈｅｒ发送到
任意地址时未能检查调用方的身份［１４］．签名验证不
足由于实现人员没有全面考虑签名验证信息产生，
可能导致同一个数字签名对多个交易有效，针对区
块链上的交易信息进行重放，造成财产损失．
Ｓｏｌｉｄｉｔｙ是一种年轻且不断发展的编程语言，由

于编译器发展不成熟，编程过程中可能会导致ＡＰＩ

使用不当（ＩｍｐｒｏｐｅｒＵｓｉｎｇｏｆＡＰＩ，Ｄ１１）、编译器版
本过时（Ｏｕｔｄ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ｉｌｅｒＶｅｒｓｉｏｎ，Ｄ１２）和编译器
版本不确定（Ｕ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ＣｏｍｐｉｌｅｒＶｅｒｓｉｏｎ，Ｄ１３）等
缺陷．ＡＰＩ使用不当主要是因为编译器可能仍然支
持部分不推荐使用的ＡＰＩ．当合约使用过时的编译
器时会导致编译器版本过时缺陷，因为该编译器包
含错误使已编译的合约易受攻击．编译器版本不确
定是指如果合约没有指定编译器版本，实现人员在
以后的代码重用中可能会因为版本差异而遇到编译
错误．

编码过程中还可能由于智能合约实现人员不够
细心等原因导致构造函数名称错误（Ｅｒｒｏｎｅｏｕ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Ｎａｍｅ，Ｄ１４），预期的构造函数成为可
由任何人调用的公共函数③；或者实现人员直接把
地址写入到智能合约中可能会出现地址不符合规定
的情况，即地址硬编码（ＨａｒｄＣｏｄｅｄＡｄｄｒｅｓｓ，Ｄ１５）
缺陷，由于智能合约一经部署就无法修改的特性，导
致出现非法地址．

最后，区块链设计和应用原理形成某些特定
的规则，例如编码过程中使用时间戳等信息作为参
数．合约执行结果随着时间戳的不同而改变，恶意
攻击者可以提前尝试不同的时间戳，控制智能合约
的运行结果，从而产生时间戳依赖（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Ｄ１６）［５０］；使用时间戳等区块信息生成
的随机数不是真的随机数，攻击者可以根据随机数
生成算法预测随机数达到攻击目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ＢａｄＲａｎｄｏｍｎｅｓｓ，Ｄ１７）［５４］；此外，灵活的区块创建
规则意味着矿工创建区块没有任何限制，可以创建
有利于自己的区块．矿工根据执行该交易所获的
ｇａｓ大小选择交易进行打包，因此产生交易顺序依
赖（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Ｏｒｄ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Ｄ１８），攻击者通
过支付较高ｇａｓ导致某些交易无法正常执行．

②实现语言和ＥＶＭ机制相关的缺陷
智能合约的实现语言及其编译器发展时间较短，

并且合约代码执行机制仍然不够完善，存在较多的不
足，可能导致出现很多实际与预期不一致的情况，主
要原因包括实现语言、ＥＶＭ机制等原因．由于特殊
的ＥＶＭ机制导致的缺陷有缺少返回值（Ｍｉ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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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ｔｕｒ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Ｄ１９）、整数溢出（ＩｎｔｅｇｅｒＯｖｅｒｆｌｏｗ
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ｆｌｏｗ，Ｄ２０）、调用栈深度限制（ＣａｌｌＳｔａｃｋ
Ｄｅｐｔｈ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２１）、短地址补全（Ｍａｋｉｎｇｕｐ
ＳｈｏｒｔＡｄｄｒｅｓｓ，Ｄ２２）缺陷．

缺少返回值是指某些智能合约定义了返回值，
却在函数结尾没有返回．对于这种函数，ＥＶＭ虚拟
机会自动添加一个默认的返回值，这可能会造成外
部程序逻辑判断错误．整数溢出是由于计算机中整
数具有上限和下限，当一个整数超过其上限或者小
于其下限，该整数就会发生上溢／下溢，可以使用通
用基础合约ＳａｆｅＭａｔｈ．ｓｏｌ防止该问题①．ＥＶＭ的调
用堆栈硬限制为１０２４，即调用栈深度限制，当恶意
攻击者对堆栈调用进行深度攻击时，攻击者递归调
用合约１０２３次，导致被攻击合约达到堆栈深度限
制，无法对该合约进行任何外部调用．短地址补全
ＥＶＭ本身接受不正确填充参数的副作用，攻击者
利用这一点可以通过使用专门制作的地址来进行
攻击．

（２）安全挑战．如何在实现及测试过程中保障
智能合约代码不存在缺陷？（Ｃｈ２）

首先，严谨的技术规范是保证技术健康有序应
用的重要前提，实施规范的实现流程，使用规范的实
现和编译工具，能够降低编码过程中引入安全风险
的几率；优化实现、编译及部署运行等问题，实现更
安全、高效的智能合约，降低计算消耗，节省合约资
源开销．

其次，有效的智能合约测试是发现合约代码缺
陷的主要方式．与传统软件相似，智能合约的测试包
括功能测试、非功能测试、安全性测试等．功能测试
包括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用户验收测试等，非功能
测试主要包括性能测试、容量测试、可用性测试等．
此外，由于智能合约涉及大量数字资产，因此智能合
约上线前需要进行严格的安全性测试．本文将智能
合约测试面临的主要挑战概括为以下两点：

①如何实现基于合约语法和语义分析的测试
智能合约缺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智能合约实现

人员对智能合约系统的底层执行语义和实际语义之
间的假设存在差异［５０］．因此，如何将智能合约的语
法和语义形式化是智能合约测试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对智能合约语法和语义进行抽象表示的基础上，
验证智能合约目标功能、检测智能合约缺陷．

②如何探索更多有效的合约执行状态进行测试
探索合约执行状态的测试旨在探索更多、更具

有代表性的智能合约状态空间，结合输入数据触发

可执行交易，根据合约执行返回的测试结果分析是
否存在功能问题或安全问题．例如模糊测试方法可
以构造无效输入数据并监视目标软件在运行过程中
的异常结果来发现软件故障［５５］．该合约检测思路主
要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探索更多有效的合约执行状
态，通过覆盖最具有代表性的执行路径来检测智能
合约是否功能正确或存在缺陷．
４．２．１．３　智能合约部署及运维安全和挑战

（１）安全问题．智能合约部署及运维安全主要
体现在合约运行监测和合约异常修复及防御．

结合智能合约实现、测试原理，关于聚焦问题
ＦＱ１，在智能合约部署和运维阶段，安全威胁产生的
原因主要包括外部合约调用和运行环境．

对于外部合约调用，由于智能合约编程具有面
向对象的思想，本质上一个智能合约就是一个类．在
与区块链交互的功能操作非常复杂的情况下，通常
需要进行合约之间的调用．外部依赖性意味着当前
合约的执行依赖于外部合约的行为，合约的正确执
行不仅仅依赖于当前合约，还与其他合约紧密关联，
调用智能合约时调用逻辑也是决定安全调用的关键
因素之一．通过外部调用可能会导致的缺陷主要包
括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Ｃａｌｌ调用（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Ｃａｌｌ，Ｄ２３）、冻结的
Ｅｔｈｅｒ（ＦｒｏｚｅｎＥｔｈｅｒ，Ｄ２４）和调用类型不匹配（Ｔｙｐｅ
Ｃａｓｔ，Ｄ２５），具体说明如下．

为促进代码重用，Ｓｏｌｉｄｉｔｙ中提供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Ｃａｌｌ
函数，用于实现合约之间的相互调用以及交互，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Ｃａｌｌ调用缺陷带来的威胁是恶意的被调用
方合约可以直接修改（或操纵）调用方合约的状态变
量［１２］．冻结的Ｅｔｈｅｒ是由于合约不提供任何支出功
能而是依靠其他合约实现支出，当被调用的支出合
约被意外或故意终止时，用户无法从这些账户中取
出资金，从而冻结资金［１３］．智能合约使用的Ｓｏｌｉｄｉｔｙ
语言是强类型语言，函数调用过程不会进行类型检
测［５０］，面对一些特殊情况，代码在执行过程中有其
特有的处理机制．例如，由于Ｓｏｌｉｄｉｔｙ语言不会进
行类型检测，导致出现调用类型不匹配的情况，即
Ｓｏｌｉｄｉｔｙ语言编写的合约中可能存在两个不同合约
中包含相同函数名的情况，通过被调用方合约的实
例可以调用另一个合约的同名函数，并且调用类型
不匹配时不会抛出异常，该缺陷的合约模板如图３
所示．由于调用ａｄｄ函数（Ｌｉｎｅ９）时不会检查其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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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是否为ＣｏｕｎｔｅｒＬｉｂｒａｒｙ，攻击者可以利用这个
特点创建攻击合约ＣｏｕｎｔｅｒＬｉｂ，诱导ＥＶＭ调用攻
击者合约．

１．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Ｃｏｕｎｔｅｒ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ｄｄ（ｕｉ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ｔｕｒｎｓ（ｕｉｎｔ）
３．｝
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ＣｏｕｎｔｅｒＬｉｂ｛
５．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ｄｄ（ｕｉ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ｔｕｒｎｓ（ｕｉｎｔ）
６．｝
７．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Ｇａｍｅ｛
８．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ｙ（Ｃｏｕｎｔｅｒ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ｐｕｂｌｉｃ｛
９．　　ｃ．ａｄｄ（１）；
１０．　｝
１１．｝

图３　含有调用类型不匹配缺陷的智能合约模板

如上述介绍的３种外部合约调用导致的智能合
约缺陷，如果当前合约的执行依赖于外部合约的行
为，那外部合约调用的未知性给当前合约执行带来
巨大风险，合约运行监测是重要的合约安全问题．

对于运行环境，智能合约一般运行在隔离的沙
箱执行环境中，一旦在运行环境中存在虚拟机自身
安全缺陷或验证、控制等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攻击者
可通过部署恶意智能合约代码，扰乱正常业务秩序，
消耗整个系统中的网络、存储和计算资源，进而引发
各类安全威胁［２５］．如果隔离的沙箱执行环境存在缺
陷，必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不同的ＥＶＭ执行存在
不一致的情况，通过利用ｇａｓ消耗的度量差异等因
素来控制合约的生成，导致合约执行输出不一致的
情况．因此，应用成熟的测试工具、有效的方法来保
证ＥＶＭ安全非常紧迫．

智能合约异常修复及防御主要是指对于部署后
的合约在运行过程中发现异常行为以及合约漏洞，
需要将已有的智能合约进行升级，否则存在合约漏
洞被利用发生恶意攻击的可能．但是，由于以太坊智
能合约部署后不可修改，所以原始的合约升级策略
需要在新地址部署修复后的合约，并将原合约的数
据状态迁移到新合约，该过程需要开发者手动实现．

（２）安全挑战．如何保障在智能合约运行过程
中能够监测合约中的异常行为并有效修复问题、防
御攻击？（Ｃｈ３）

为了保障智能合约的运行安全，需要监测智能
合约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常行为，例如异常
的外部合约调用和运行环境导致的合约执行异常．

检测异常的外部合约调用，不仅需要分析合约
执行逻辑是否存在缺陷，还需要结合合约的运行状
态实现入侵检测，实时监控智能合约的运行状态．首
先，智能合约代码调用关系复杂，如何充分结合合约

的语法语义信息进行合约执行逻辑分析具有较大难
度；其次，智能合约执行日志信息数据量大、内容丰
富，如何有效对其进行分析识别异常行为是实现智
能合约运行安全保护的一大挑战［３７］．

针对合约运行环境安全即虚拟机安全，如何从
合约运行的可确定性、资源控制等维度分析和保证
智能合约的运行环境安全也至关重要．

此外，传统打补丁或者升级方法不适用于智能
合约，因此智能合约在运行时无法及时获得外在的
安全监管和防护，这给智能合约运行实时监控和保
护研究带来的挑战，如何能够根据运行的异常状态
制定相应的防御及应对策略是保障合约运行安全的
重要目标．

总的来说，智能合约的安全体现在设计、实现、测
试、部署、运维各个阶段．目前，智能合约的２５种缺陷
主要出现在智能合约实现、测试和部署、运维过程．
４．２．２　隐私安全问题和挑战

在区块链系统中，如果使用智能合约实现复杂
的交易，要求公开合约数据和源码，并且所有的节点
都可以执行该合约．典型公有链不限制节点进出，并
向新节点提供无差别服务，在网络通信过程中可能
存在恶意攻击者窃取机密信息．公有链上的智能合
约对所有节点公开，一般没有传统的加密、审计和访
问权限，所有交易数据对所有接入节点公开透明的．
新节点可通过有效方式获取完整的交易数据，节点
通过独立执行智能合约方式验证交易的有效性，随
着各类反匿名技术的发展，例如流量分析和聚类分
析等，攻击者利用可获得的数据信息追踪历史交易
路径，提取大量用户身份特征相关的信息，导致用户
无法实现绝对匿名［５６］，这将显著增加隐私泄露的
风险．

区块链系统隐私保护的关键在于保证不影响在
去中心化区块链系统中进行有秩序交易的同时，确
保用户的隐私不会因交易公开而暴露．在许可链（联
盟链或私有链）中可以设置访问控制策略，以满足区
块链的隐私要求，区块链数据的完全透明仅针对授
权节点．但是，在非许可链（公有链）中，所有节点均
可自由进出访问区块链数据，区块链隐私问题尤为
突出［５７］．因此，隐私保护在区块链系统中的重要程
度远高于传统的中心化系统，因为区块链系统的不
可篡改、去中心化的特性，用户的交易信息一旦被泄
露是永久行为，损失很难挽回．

围绕ＧＱ２，除了在第４．２．１小节介绍的合约安
全问题和挑战，还有合约隐私安全问题及挑战．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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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将围绕合约隐私安全，结合区块链系统基础架构，
分析存在的隐私威胁，主要包括合约代码隐私和合
约数据隐私．
４．２．２．１　合约代码隐私

（１）安全问题．合约代码隐私安全主要是指智
能合约代码和状态变量等信息泄露问题．

关于聚焦问题ＦＱ１，在智能合约使用过程中，
智能合约代码隐私泄漏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公有链公
开透明的性质，并且区块链系统缺乏合约代码保护
机制．

在支持智能合约的主流平台上例如Ｅｔｈｅｒｅｕｍ、
ＨｙｐｅｒｌｅｄｇｅｒＦａｂｒｉｃ等，智能合约普遍公开透明．智
能合约往往需要多个用户共同参与，涉及用户账户、
交易信息、智能合约的状态变量等多种信息．智能合
约的代码和状态变量都公开于整个网络中，攻击者
可以分析合约代码的具体内容、执行逻辑，若发现该
合约的代码缺陷，并以此作为攻击点，则可能造成巨
大损失．Ｋｏｓｂａ等人［２６］指出尽管在设计隐私保护的
加密货币（如Ｚｅｒｏｃａｓｈ［５８］和其他一些加密货币）方
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些系统都放弃了可编
程性，而如何在不将交易和数据以明文形式暴露给
矿工的前提下实现可编程性，该问题仍未解决．

（２）安全挑战．如何在不影响交易功能实现的情
况下保障合约代码及状态变量等信息不被泄露？
（Ｃｈ４）

智能合约代码涉及交易规则、具体交易数据，为
了保障参与交易用户、公司的信息隐私安全，保障交
易规则不被攻击者获取进行恶意分析，需要保证合
约代码不被非授权节点获取．

但是，针对公有链平台的运行机制，智能合约的
代码和状态变量都公开于整个网络中，如何在合约
代码执行过程中，将函数的调用、参数的传递及其状
态变量的变化等信息不以明文的形式公开是保护智
能合约代码隐私的一大挑战．如何在不影响交易功
能正常实现的情况下，对智能合约代码及相关参数
进行加密，从而防止恶意节点获取合约代码并对其
进行分析，降低发生恶意攻击的风险，是智能合约代
码隐私保护的重要目标．
４．２．２．２　合约数据隐私

（１）安全问题．合约数据隐私安全主要是指智
能合约交易数据信息公开不保密．

关于聚焦问题ＦＱ１，在智能合约执行交易过程
中，智能合约数据隐私泄漏产生的原因可能是攻击
者恶意分析公开的交易数据或者合约用户泄漏．

区块链中的交易存储在公开的全局账本中，智

能合约的整个生命周期均全网广播并被记录，智能
合约中的整个行为序列都会在整个网络中传播并记
录在区块链上，因此它们是公开可见的．在以太坊
中，交易是触发状态变动的唯一途径．交易数据中包
含交易发送者所发出的交易数量、执行交易所需要
消耗的ｇａｓ价格和ｇａｓ限制、调用者的接收地址、交
易金额、账户初始化数据、合约函数调用数据等大量
交易信息．

因此，即使合约方可通过创建新的公钥进行交
易来提高匿名性，但交易内容和地址等信息仍然是
公开的，即每个公钥的所有交易和余额的值都是公
开的，这种情况下攻击者可以非常容易得到全网的
交易信息．此外，有研究通过分析加密货币的交易图
结构，证明了去匿名化攻击的可行性［５９６１］．如果所有
与用户相关的交易数据都可以连接起来，可能通过
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等推断交易之间的先后连续
性、交易是否属于同一个用户，甚至可以获取包括用
户的真实身份以及其他交易类型和频率等真实信
息．所以，合约数据隐私与用户身份隐私和用户行为
隐私关联紧密，合约数据的泄露可能会提高匿名链
接的风险．

（２）安全挑战．如何保障智能合约交易数据的
安全输入和输出以及合约内交易数据不被无关节点
获取？（Ｃｈ５）

首先，在智能合约执行过程中，保护智能合约数
据隐私的前提是解决具有隐私保护的智能合约数据
输入问题，即如何在没有可信赖的服务运营商的情
况下，向智能合约提供经过身份验证的数据，保证智
能合约的安全执行［２７］．

其次，如何解决具有隐私保护的智能合约数据
输出问题，即如何有选择性地支持外界数据请求，保
证针对合法的用户输出特定数据，而其他无权限用
户无法查看请求内容，从而保证智能合约的交易用
户隐私．

最后，如何保障合约内交易数据隐私安全，即如
何实现基于需求的共享而不是整个区块链的公开．
合约内交易数据隐私面临的挑战可以划分为两种不
同的场景：对交易无关节点保证隐私和交易内部节
点之间保证隐私．如何实现对交易无关节点保证隐
私是指智能合约执行交易过程中涉及的用户信息、
交易信息、合约的状态变量等不可被与该交易无关
的节点获得，保证参与合约交易用户的信息隐私性；
同时，如何实现交易内部节点之间保证隐私是指保
护同一合约交易执行过程中的多个参与用户之间的
隐私，即保证同一交易的不同用户之间的数据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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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合约执行期间，任何参与方不能获得他人的敏
感信息、并且每个参与方获得的输出只包含计算后
应该获得的信息，防止不公平的经济行为发生［６２］．

大部分金融合约交易（例如保险合约或股票交
易）的真实数据涉及到机密，因此对外部节点不便公
开，而游戏竞猜类合约对参与的所有节点也应当保
证数据的独立隐私性．经典例子就是应用智能合约
在区块链上进行匿名竞拍，合约在执行过程中需要
保证参与竞拍方匿名以及各方出价是私密的．

目前，传统的信息保护措施是通过对信息加密，
防止攻击者获得有用的信息．但是在区块链系统进
行交易信息加密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不能让非
交易者看到交易信息，另一方面需要验证交易的正
确性，对交易内容不能完全加密，这两者本身存在矛
盾，这为隐私保护技术带来巨大挑战．

综上所述，智能合约安全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
合约安全和隐私安全．合约安全主要关注智能合约
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存在的安全问题，例如合约设计
阶段存在的合约文本和实际功能需求不一致的问
题、合约实现及测试阶段存在的多种合约缺陷问题、
部署及运维阶段存在的外部合约调用和运行环境缺
陷等问题．隐私安全则主要关注合约代码隐私和合
约数据隐私，例如合约代码公开可见暴露交易规则、
合约数据公开可见泄露交易用户信息．结合不同的
合约安全和隐私安全问题，智能合约面临着不同安
全挑战．
４３　智能合约安全保障方法

４．２节详细介绍了智能合约面临的安全问题和
挑战，本文将其划分为合约安全和隐私安全两个方
面．详细了解智能合约面临的安全问题和挑战可以帮
助明确安全保障目标并选择合适的安全保障技术．

为了回答通识问题ＧＱ３，下面分别介绍合约安
全保障方法和隐私安全保障方法．
４．３．１　合约安全保障方法
４．３．１．１　合约设计安全保障方法

针对合约安全挑战Ｃｈ１，只有相对较少的研究
关注安全的智能合约设计．目前，合约设计安全保障
方法主要有智能合约设计模式，设计人员收集和总结
Ｓｏｌｉｄｉｔｙ安全编程规则，为Ｓｏｌｉｄｉｔｙ创建一个结构化
的、信息量大的设计模式并动态更新维护，以此作为
合约实现人员的指导．Ｂａｒｔｏｌｅｔｔｉ等人［５］对Ｓｏｌｉｄｉｔｙ
智能合约进行实证分析，总结出智能合约常见的
５种应用场景，并描述出９种常见的设计模式，通过
对设计模式和应用领域的相关性分析来推动更安全
的智能合约编程实现．但是Ｂａｒｔｏｌｅｔｔｉ等人［５］的研究

不包含安全设计模式，因此Ｗｏｈｒｅｒ等人［６］阐述了
６种常见的智能合约安全模式，描述了典型安全问
题的解决方案，Ｓｏｌｉｄｉｔｙ开发者可以应用这些模式来
编写更安全的智能合约．进一步地，Ｗｏｈｒｅｒ等人［７］

应用多维文献回顾和从基础理论中借鉴的定性研究
方法，描述了１８种合约设计模式，这些模式都基于
已有的智能合约安全问题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
未来可以被开发人员用来解决与智能合约编码相关
的常见问题．为了帮助开发者创建更安全的合约，
Ｍａｖｒｉｄｏｕ等人［３１］引入基于有限状态机的智能合约
模型，将合约设计成有限状态机的框架，利用设计模
式来自动生成代码，方便开发具有复杂功能的正确
合约．
４．３．１．２　合约实现及测试安全保障方法

针对合约安全挑战Ｃｈ２，遵循一些概念性、经验
性的“最佳实践”有助于提高编码质量，降低引入缺
陷风险．除了进行更规范的合约实现，目前大量智能
合约安全的研究都集中在智能合约测试，为了便于
说明，本小节结合第４．２．１节的智能合约测试面临
的主要挑战介绍智能合约缺陷检测方法．

（１）基于合约语法和语义的测试
由于智能合约开发者可能对智能合约系统的底

层执行语义和实际语义之间的假设存在差异，导致
出现大量缺陷［５０］，因此大量研究对智能合约的语法
和语义进行抽象，在此基础上检测智能合约，具有代
表性的技术有定理证明、抽象语法树分析等．

定理证明通过逻辑命题对形式化规范进行表达
和描述，通过数学推理对命题进行数学证明，以判断
程序实现是否满足形式化规范，即实际程序和形式
化规范之间的一致性判定［６３］．基于定理证明的缺陷
检测研究合约代码［３３，６４］或者ＥＶＭ语义［６５６７］对智能
合约进行形式化验证．Ａｍａｎｉ等人［１８］通过字节码级
别的程序逻辑扩展Ｉｓａｂｅｌｌｅ／ＨＯＬ中现有的ＥＶＭ
形式化，将字节码序列构造为代码块，并创建程序逻
辑来对此进行推理判断，从而判断智能合约是否具
有健全的程序逻辑．Ｂｈａｒｇａｖａｎ等人［３３］提出智能合
约分析和验证框架，该框架通过将智能合约源码和
字节码转化成函数编程语言Ｆ，验证智能合约的
安全性和功能正确性；Ｈｉｒａｉ［６５］使用Ｌｅｍ将ＥＶＭ
语义形式化，从中提取交互式定理证明器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ＨＯＬ来证明智能合约的安全属性；Ｈｉｌｄｅｎｂｒａｎｄｔ等
人［６７］利用Ｋ框架［６８］提出完全可执行的严格形式语
义ＫＥＶＭ，通过用ＫＥＶＭ可以验证智能合约的算
数操作或转账操作的正确性．

抽象语法树（ＡＳＴ）［６９］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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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源程序语法结构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以树状形
式展示源程序的语法结构．抽象语法树作为一种重
要的程序中间表现形式，能清晰表示软件源代码的
语法信息．因此，大量研究抽取智能合约的抽象语法
树作为中间表示形式，进一步分析智能合约的数据
流、控制流等信息，基于智能合约语法和语义信息检
测合约缺陷．

Ｔｉｋｈｏｍｉｒｏｖ等人［３４］应用Ｊａｖａ实现一种以太
坊智能合约的静态分析工具ＳｍａｒｔＣｈｅｃｋ，使用
ＡＮＴＬＲ①在Ｓｏｌｉｄｉｔｙ源代码上进行词法和语法分
析，根据特定模式来检测Ｓｏｌｉｄｉｔｙ合约的代码缺陷；
Ｓｌｉｔｈｅｒ［１９］是一个静态分析框架，利用Ｓｏｌｉｄｉｔｙ抽象
语法树生成智能合约的继承图、控制流图和表达式
列表，并将合约的整个代码转换为Ｓｌｉｔｈｅｒ的内部表
示语言ＳｌｉｔｈＩＲ，使用静态单一分析实现各种代码的
分析计算；ＳｍａｒｔＥｍｂｅｄ［２３］应用抽象语法树将智能
合约代码解析为包含代码结构信息的字节流，基于
向量空间使用相似性检查方法，实现克隆合约检测、
克隆错误检测、合约漏洞检测．

与基于抽象语法树的检测方法不同，Ｔｓａｎｋｏｖ
等人［１６］实现智能合约安全分析工具Ｓｅｃｕｒｉｆｙ，通过
分析合约的依存关系图从代码中推导精确的语义信
息，结合语义事实构建的安全模式和违规模式，进行
合约缺陷检测和定位；ＶＥＲＩＳＭＡＲＴ［４９］旨在通过执
行自动、可扩展、精确度高的特定领域算法，分析智
能合约算术安全性，即算数操作过程中出现的整数
溢出和被零除问题．

为了适用更多缺陷类型，能够检测更全面的已知
合约缺陷，并能够预测未知合约缺陷，有研究借鉴当
前主流的机器学习等技术保障合约安全．Ｇｏｇｉｎｅｎｉ
等人［２４］提出一种基于ＡＷＤＬＳＴＭ序列学习智能
合约多类分类技术，通过使用两个神经网络，学习大
量输入数据的语义信息将智能合约分为自杀、挥霍、
贪婪或正常这４个类别，该方法具有更好的性能．
Ｔａｎｎ等人［７０］提出一种基于ＬＳＴＭ序列学习的智
能合约漏洞预测技术，该方法通过将智能合约的字
节码指令作为序列学习器的输入，返回合约存在漏
洞的概率．Ｌｉｕ等人［３２］提出一种基于语言模型的智
能合约漏洞预测技术Ｓｇｒａｍ，分析智能合约源码产
生智能合约Ｔｏｋｅｎ序列，采用统计语言模型展开分
析，预测智能合约的潜在漏洞．

（２）探索合约执行状态的测试
探索合约执行状态的测试通过分析智能合约的

执行路径，根据状态变量的变化分析智能合约的执
行状态，尽可能覆盖更多程序路径，从而验证智能合

约是否正确．
模型检测是对有穷状态系统的一种形式化验证

方法，与基于定理证明的形式化方法不同，该方法的
主要基本思想是状态搜索，搜索依赖于为合约构建
有穷状态的模型［７１］．为了适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在
模型检测的发展过程中衍生出多种逻辑和结构，在
智能合约形式化验证过程中大量研究采用抽象解释
和符号执行算法．

符号执行的核心思想是使用符号值代替具体执
行程序，用符号值代替程序分析过程中任意不确定
的变量，解析程序可执行路径上的指令，根据其语义
更新程序执行状态［７２］．符号执行工具Ｏｙｅｎｔｅ［５０］是
第一个用于分析和检测以太坊智能合约安全问题的
工具，该工具从字节码构建控制流图，检查合约是否
存在任何易受攻击的模式；同样地，Ｋｒｕｐｐ等人［１２］

提出Ｔｅｅｔｈｅｒ工具，该工具通过ＥＶＭ字节码利用
后向切片重构控制流图，利用符号执行将关键路径
转换为一组约束用于查找合约缺陷．为了检测ｇａｓ
消耗不合理的智能合约，Ｃｈｅｎ等人［１１］实现了一个
基于符号执行的静态分析工具ＧＡＳＰＥＲ，该工具通
过分析智能合约的字节码自动定位消耗ｇａｓ量高的
模式；Ｍｙｔｈｒｉｌ②在符号执行的基础上，结合污点分
析和控制流检查来检测合约各种安全漏洞；智能合
约安全属性分析框架ＺＥＵＳ［１５］结合抽象解释和符
号执行对合约进行建模，减少状态空间探索，快速验
证合约安全性．

模糊测试是一种自动测试技术，该技术覆盖许
多边界情况，使用无效数据作为输入，确保不存在可
以利用的程序漏洞［７３］．应用模糊测试方法对智能合
约进行测试时，首先利用随机引擎生成大量的随机
数据构成可执行交易；为了探索尽可能多的智能合
约状态空间，随机引擎会根据测试结果的反馈，动态
调整生成的数据；最后基于有限状态机分析每一笔
交易的状态，检测是否存在攻击威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Ｆｕｚｚｅｒ［１３］是第一个应用模糊测试技术
对以太坊智能合约进行检测的框架，该方法基于合
约ＡＢＩ规范生成模糊测试输入，通过定义不同缺陷
的缺陷特征已检测合约缺陷；ＴｒａｉｌｏｆＢｉｔｓ的产品
Ｅｃｈｉｄｎａ③是一种基于属性的测试工具，采用模糊
测试技术在ＥＶＭ字节码的基础上创建被测合约
的函数调用序列，检查合约是否违反了用户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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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属性；ＲｅＧｕａｒｄ［１７］扩展了模糊引擎（如ＡＦＬ和
ＬｉｂＦｕｚｚｅｒ），记录合约关键的执行跟踪信息，自动识
别重入缺陷；ｓＦｕｚｚ［２２］是针对智能合约进行测试的
全自动引擎，通过模糊测试引擎生成合约运行轨迹，
利用漏洞模式分析发现合约中的安全漏洞．
４．３．１．３　合约部署及运维安全保障方法

为了解决安全挑战Ｃｈ３，目前合约部署及运维
安全保障方法主要针对智能运行监测和智能合约异
常修复及防御．

在智能合约运行维护过程中，跟踪智能合约执
行交易中的关键特性对识别导致合约故障的缺陷非
常重要．ＭＡＩＡＮ［１４］是用于智能合约执行跟踪的符
号分析器，能够处理合约的字节码，并尝试构建交易
跟踪以查找和确认错误，其重点是在调用合约的过
程中检测漏洞．Ｖｕｌｔｒｏｎ［２０］是一种在智能合约运行
时检测其漏洞的方法，遵循的原理是大多数漏洞是
由于转移的金额与合同内部账本逻辑反映的金额不
匹配造成的，该方法能捕获与交易相关的缺陷，不局
限于任何特定攻击模式．ＧＩＳ［２１］是一个通过攻击
模式检测和还原恶意交易的系统，这些模式通过使
用一种新型的特定领域语言描述恶意控制和数据
流，通过区块链快速、透明地更新这些攻击模式，防
止智能合约在运行时被攻击．

在智能合约运行过程中发现异常行为以及智能
合约本身的缺陷至关重要，及时修复错误并部署正
确的合约更具有挑战性．现有的升级智能合约的解决
方案主要采用手动更新方式并且容易出错，Ｒｏｄｌｅｒ
等人［４８］提出ＥＶＭＰａｔｃｈ框架，用于自动修补有问题
的智能合约，使可升级的智能合约的部署和管理自
动化，经验证ＥＶＭＰａｔｃｈ可以检测合约中的整数溢
出和权限控制缺陷．

此外，针对智能合约攻击防御，有研究在针对智
能合约特有的运行机制进行缺陷检查的基础上指定
不同攻击的防御策略．为了对智能合约进行实时的
安全监管和防护，Ｚｈａｏ等人［３６］提出入侵检测系统
架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Ｇｕａｒｄ，将业务处理逻辑和安全防护
逻辑融为一体，保护正在运行的智能合约，为智能合
约提供防御，同时能够监测未知缺陷引起的异常攻
击．ＤａｐｐＧｕａｒｄ［３７］是一种针对以太坊智能合约的检
测和防御工具，该工具可以通过分析交易日志识别
攻击，例如通过交易日志中的ｇａｓ使用量、异常消息
值和可疑的ｆａｌｌｂａｃｋ函数调用发现智能合约漏洞
攻击．

上述主要是针对运行过程中智能合约的监测，
还有针对智能合约运行环境即虚拟机的安全保障方

法．ＥＶＭＦｕｚｚｅｒ［２５］是第一个使用差分模糊技术来检
测ＥＶＭ漏洞的工具，ＥＶＭＦｕｚｚｅｒ可以高效地挖掘
引发ＥＶＭ性能差异用例以及不一致的执行结果，
从而发现虚拟机漏洞．
４．３．２　隐私安全保障方法

智能合约的隐私保护对象主要是合约代码和合
约数据，具有隐私保护的智能合约实现旨在智能合
约实现过程中，实现合约代码的保护、用户身份匿
名、交易数据加密等，避免在区块链上清晰地存储合
约代码、合约变量、交易地址、交易金额等，从公众的
角度保留交易隐私．

目前，智能合约隐私保护方法的研究主要体现
在智能合约的实现过程和智能合约的执行过程，包
括零知识证明（ＺＫＰ）、安全多方计算（ＳＭＰＣ）和可
信执行环境（ＴＥＥ）等技术．其中，零知识证明是具
有强大隐私保护特性的密码技术，其基本思想是证
明者可以向验证者证明某些断言是否准确，无需向
验证者提供任何有用信息．零知识证明（ＺＫＰ）随后
依次出现两种变体，即非交互零知识证明（ＮＩＺＫ）［７４］
和简洁非交互零知识证明（ｚｋＳＮＡＲＫｓ）［７５］．通过这
些关键技术，实现合约隐私保护，保证智能合约隐私
安全．接下来主要从合约代码隐私保护方法和合约
数据隐私保护方法两方面进行介绍．
４．３．２．１　合约代码隐私保护方法

为了解决隐私安全挑战Ｃｈ４，针对智能合约代
码隐私保护的研究集中在合约编写语言或执行机制
设计上．

Ｋｏｓｂａ等人［２６］提出保护用户隐私的智能合约
编程框架Ｈａｗｋ，Ｈａｗｋ帮助实现人员在不使用任
何混淆技术或代码加密的情况下构建私有智能合
约．Ｈａｗｋ将智能合约分为私有和公共两部分：私有
部分负责合约中涉及的秘密数据或功能，私有的
资金流向和交易金额都以加密方式隐藏；公共部分
负责对外部实体透明的公共代码，不涉及隐私数据
和金钱．Ｈａｗｋ框架向区块链发送加密信息，依靠
ｚｋＳＮＡＲＫｓ确保合约正确执行，实现资金保护［７６］．

从对合约代码进行加密的角度考虑，微软提出
Ｃｏｃｏ框架［４３］．Ｃｏｃｏ框架规定用户发送的交易内容
包括合约代码可以全部用私钥加密，并保证交易在
可信计算黑盒内才能解密和执行，还支持在智能合
约中指定用户查看合约的权限．Ｃｏｃｏ框架利用可信
执行环境ＴＥＥ的证明功能和黑箱性质，将经过证明
的区块链代码完全放入ＴＥＥ中运行，区块链的运行
状态可信且无法被外界获取．Ａｒｂｉｔｒｕｍ［４５］是一个支
持智能合约的加密货币系统，允许用户将私有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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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作为一个虚拟机来实现，对合约规则进行编码，
Ａｒｂｉｔｒｕｍ中的验证者可以在不暴露虚拟机的任何
内部状态的情况下高效地验证交易，从而保证了智
能合约的代码隐私．

对合约代码进行加密的同时需要验证合约正确
性，通过ＮＩＺＫ可以保证合约状态更新的正确性，但
是ＮＩＺＫ语句的表达能力有限，只适用于部分合约
功能．针对智能合约和ＮＩＺＫ无法有效融合的问题，
ＳａｍｕｅｌＳｔｅｆｆｅｎ等人［４０］提出Ｚｋａｙ语言，Ｚｋａｙ语言
规定了智能合约中隐私变量的读写权限控制和逻
辑，定义私有值所有者的隐私类型，允许实现人员通
过将变量注释为特定账户的私有数据来指定数据所
有权．为了执行Ｚｋａｙ合约，自动将Ｚｋａｙ合约转化
为可以在公有链上执行的合约，转换后的合约同时
保证隐私性和功能正确性，例如在没有解密情况下，
不允许将私有数据写入公共存储．

虽然Ｓｔｅｆｆｅｎ等人提出的Ｚｋａｙｖ０．１原型实现
展示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但其概念验证的实现受
到了限制，例如加密不安全、缺乏重要语言功能．
Ｂａｕｍａｎｎ等人［４１］针对Ｚｋａｙｖ１．０的局限性提出
Ｚｋａｙｖ０．２，显著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可用性、模块
化和性能．特别地，Ｚｋａｙｖ０．２支持最先进的非对称
加密和混合加密，引入新的语言特性（如函数调用、
私有控制流），支持更丰富的智能合约代码隐私保
护．为了提高效率，减少合约编译时间和链上成本，
允许不同的ｚｋＳＮＡＲＫｓ后端证明合约正确．

由于智能合约完全公开在链上并由矿工执行，
导致智能合约的可扩展性和隐私性较低．与Ｈａｗｋ
划分隐私和公开两部分的思路相似，Ｌｉ等人［３９］提出
将合约分解为链下合约和链上合约，从而增强智能
合约的可扩展性和隐私性．具体地说，涉及高成本计
算或敏感信息的合约功能可以拆分为链下合约，只
由利益相关方签署和执行．该方法允许参与者在所
有参与者都诚实的情况下，在链下达成一致协议，从
而节省矿工的计算资源，同时保护涉及敏感信息的
链下合约的隐私性．

以上研究针对合约代码隐私提出了相应的合约
实现框架或语言，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３种思路：

（１）拆分合约，将涉及敏感信息的合约设计为
私有合约或链下合约，不对外公开；

（２）定义智能合约语言，对合约中涉及敏感信
息的变量、函数等元素进行权限控制；

（３）构建智能合约执行框架，对智能合约进行
加密，结合ＴＥＥ对合约进行解密和执行．

４．３．２．２　合约数据隐私保护方法
为了解决隐私安全挑战Ｃｈ５，主要保护合约输

入输出数据安全和合约内交易数据安全．
（１）合约输入和输出数据安全
首先针对智能合约数据输入输出问题，Ｚｈａｎｇ

等人提出了一种可信数据输入系统ＴＣ（Ｔｏｗｎ
Ｃｒｉｅｒ）［２７］，ＴＣ将以太坊的智能合约和可信硬件
ＩｎｔｅｌＳＧＸ（Ｉｎｔｅ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Ｇｕａｒ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结合，
在没有可信赖服务运营商的情况下，向智能合约提
供经过身份验证的数据；此外，支持带有加密参数的
私有数据请求，使得区块链中其他用户无法查看请
求内容，保证智能合约的用户隐私．

ＴＥＥ为智能合约数据提供了区块链不具备的
机密性，通过链下可信计算环境也解决了智能合约
和区块链无法应对的复杂计算场景问题．为了解决
区块链缺乏保密性和性能差的问题，Ｃｈｅｎｇ等人［２９］

提出Ｅｋｉｄｅｎ，利用一种新颖的架构将共识与执行分
开，实现了ＴＥＥ支持的智能合约隐私保护，并具有
较高的可扩展性．Ｅｋｉｄｅｎ将整个合约状态加载到
ＴＥＥ中，保证交易执行前的数据完整性，这适用于
公有区块链中的简单和小型智能合约，但是不适用
金融服务情境下复杂的智能合约．为了适用更复杂
的应用场景，Ｙａｎ等人［４７］提出了一种通过ＴＥＥ支
持链上机密性的系统设计方案ＣＯＮＦＩＤＥ，其安全
数据传输协议、数据加密协议保证数据的机密性和
完整性．目前，ＣＯＮＦＩＤＥ在联盟链上支持数以百万
计的商业交易．

然而，隐私的保护依赖于可信硬件的安全性，一
旦可信硬件被破坏，这些方案将变得无效．与基于
ＴＥＥ实现的智能合约隐私保护方案不同，Ｚｈｕ等
人［３５］提出基于ＳＭＰＣ的智能合约框架，系统地阐述
基于ＳＭＰＣ的智能合约执行流程、语言结构和语法
规范，实现了具有输入隐私性和计算正确性的ＳＭＰＣ
方法，增强区块链中智能合约执行安全性．

（２）合约内交易数据安全
针对如何保障合约内交易数据不被无关节点获

取，在智能合约执行过程中，合约数据隐私保护主要
体现在参与智能合约交易的用户地址、交易金额、交
易内容的隐私加密上．针对以太坊智能合约平台，
Ｂüｎｚ等人［３０］提出一种分布式、保密的隐私协议
Ｚｅｔｈｅｒ，能够在多种账户模型上实现匿名支付．
Ｚｅｔｈｅｒ智能合约不仅能够保密用户账户的余额，还
能够隐藏智能合约交易金额，除了交易本身的细节
之外，还允许混淆交易中各方的身份，隐藏参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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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为了使基于智能合约的隐私保护协议更实用，
Ｌｉ等人［４２］应用ｚｋＳＮＡＲＫｓ提出一种高效隐私协
议Ｐｈａｎｔｏｍ，该协议通过选择合适的哈希加密函数
平衡了智能合约的ｇａｓ成本和ｚｋＳＮＡＲＫｓ计算复
杂性的关系，实现了数字货币等去中心化应用的隐
私保护．

图４　智能安全保障技术发展图

为了保证合约交易用户身份等信息，从增强匿
名性出发，隐私保护应用平台Ｏｒｉｇｏ［４４］在隐私协议
中加入ＺＫＰ为智能合约添加匿名保护，将用户信
息、交易金额和合约执行细节进行保密，但其他用户
仍可以验证这笔合约交易是否被正确执行．还有研
究利用零知识证明技术和安全多方计算实现保护隐
私的智能合约编写框架，保证交易和合约参与方身
份对合约以外的人匿名．Ｒａｚｉｅｌ编程框架［２８］将
ＳＭＰＣ和ＮＩＺＫ结合，使用ＮＩＺＫ向第三方证明合
约有效性而不泄露任何信息，通过ＳＭＰＣ提供一个
编程框架，实现方便形式化验证和隐私保护的智能
合约．ＳｏｄｓＭＰＣ［４６］是一个量子安全的智能合约系
统，ＳｏｄｓＭＰＣ权限服务器（验证节点）通过安全多方

计算协议执行合约，保证合约执行正确的同时保护
数据隐私．此外，ＳｏｄｓＭＰＣ保护合约用户匿名身份
的同时，也保护合约业务逻辑隐私．

为了保护交易的隐私性和数据的不可篡改
性，Ｋａｎｇ等人［３８］设计并实现了支持Ｈｙｐｅｒｌｅｄｇｅｒ
Ｆａｂｒｉｃ的ＦａｂＺＫ，ＦａｂＺＫ只存储每笔交易的加密
数据（如支付金额），并将区块链网络中成员之间的
交易关系（如付款人和收款人）匿名化，隐藏共享账
本上的交易细节，通过Ｐｅｄｅｒｓｅｎ承诺和零知识证明
实现可审计的智能合约隐私保护．

智能合约隐私保护方法主要针对合约代码隐私
和合约数据隐私．在合约代码隐私保护方面，主要通
过拆分涉密合约、定义具有隐私保护能力的合约语
言、构建具有隐私保护能力的合约执行框架等方式
进行；在合约数据隐私保护方面，应用零知识证明、
安全多方计算等技术进行合约数据加密，或者将合
约数据加载到可信执行环境中保证数据的隐私性和
可验证性．

智能合约安全保障技术研究分布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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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图４总结出２方面主要结论．在数量方面：
智能合约测试相关技术所占比例最大为３７．８％
（１７／４５），其次是隐私保护相关研究比例为３５．６％
（１６／４５），设计、部署、运维阶段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比例均为１３．３％（６／４５）．本文分析产生该现象的主
要原因有：首先，智能合约缺陷可能直接造成巨大的
经济利益损失，因此合约的测试在合约正式投入使
用前必不可少，准确、全面、高效的智能合约测试技
术在智能合约的发展过程中将持续占据非常重要的
地位；其次，智能合约发展时间较短，形成安全的合
约设计理论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因此在智能合约
设计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显著；最后，具有隐私保护
的智能合约实现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密码学技术，如
何对此取得更大的突破具有一定难度．在发展规律
方面：初始阶段（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智能合约安全
保障技术主要集中在隐私保护方面，主要应用密码
学技术对智能合约隐私安全进行研究；随着智能合
约的实际应用发展，其缺陷导致的安全问题逐渐显
露，２０１８年大量研究采用形式化验证的方式对智能
合约缺陷检测展开研究并取得显著研究成果；２０１９
年，在智能合约静态检测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研究
结合智能合约的运行状态对合约进行分析，隐私保
护方面也涌现出大量对已有密码学技术进行改进的
合约隐私安全保障方法；２０２０年，随着缺陷检测技
术发展，新型研究旨在结合新兴技术突破传统缺陷
检测技术限制，例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也有更
多的公司或社区（例如阿里巴巴、微软、Ｏｒｉｇｏ等）关
注智能合约隐私安全．
４４　安全保障方法验证

本文参考Ｓｈａｗ［７７］提出的验证方法分类，结合
本文智能合约安全相关文献的特点，选择出以下常
见的验证方法．

（１）分析．通过严格的推导证明或精心设计的
实验验证研究方法．

（２）实践．研究方法有对应的原型工具或者应
用于实际场景、项目中，并通过收集真实信息验证该
方法．

（３）举例．通过小规模举例验证研究方法．
表８显示了４５篇主要文献的验证方法的分布．

根据表８可以看出，大部分研究都采用了分析（２１／
４５）或实践（１８／４５）的方式验证智能合约安全保障方
法的有效性，６篇文献究采用举例的方式说明了方
法对部分应用场景有效．

表８　主要文献的验证方法分布

序号 验证方法
分析 实践 举例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Ｓ６ 
Ｓ７ 
Ｓ８ 
Ｓ９ 
Ｓ１０ 
Ｓ１１ 
Ｓ１２ 
Ｓ１３ 
Ｓ１４ 
Ｓ１５ 
Ｓ１６ 
Ｓ１７ 
Ｓ１８ 
Ｓ１９ 
Ｓ２０ 
Ｓ２１ 
Ｓ２２ 
Ｓ２３ 
Ｓ２４ 
Ｓ２５ 
Ｓ２６ 
Ｓ２７ 
Ｓ２８ 
Ｓ２９ 
Ｓ３０ 
Ｓ３１ 
Ｓ３２ 
Ｓ３３ 
Ｓ３４ 
Ｓ３５ 
Ｓ３６ 
Ｓ３７ 
Ｓ３８ 
Ｓ３９ 
Ｓ４０ 
Ｓ４１ 
Ｓ４２ 
Ｓ４３ 
Ｓ４４ 
Ｓ４５ 
总计 ２１ １８ ６

４．４．１　合约安全保障方法验证
（１）合约设计安全保障方法验证
在智能合约的设计阶段，安全保障方法主要以

经验理论的形式呈现，体现为合约设计模式的定义，
其验证方通过举例或实践，主要验证设计模式、安全
模式针对不同应用场景的适用性［５７］和基于设计模
式生成代码的正确性［３１］．

（２）合约实现及测试安全保障方法验证
在合约实现、测试阶段，安全保障的主要研究对

象是智能合约源码或字节码，其目标是验证合约功
能正确、发现合约缺陷，主要以命令行工具、ＵＩ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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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等形式出现，因此大部分研究采用分析或实践
的方式进行验证．通过严格的推导证明验证定理证
明方法是否能够检测合约功能正确［１８，３３］，通过设计
实验验证模糊测试方法能够有效生成测试路径、检
测合约缺陷［１７，２２］，通过开发工具验证模型检测、抽
象语法树等方法能够有效检测缺陷［１２，１６，１９，２２，３４］．合
约测试重点关注缺陷检测效果以及效率，应用二分
类算法评估检测工具效果，评估指标如下：

①犜犘：工具检测为缺陷且正确的样本数量；
②犉犘：工具检测为缺陷但不正确的样本数量；
③犉犖：工具未检测出但实际为缺陷的样本数量；
④查准率犘狉犲犮犻狊犻狅狀＝犜犘／（犜犘＋犉犘）：工具检

测出的所有缺陷样本中，被正确地检测出的样本比
率，该指标越高越好；

⑤查全率犚犲犮犪犾犾＝犜犘／（犜犘＋犉犖）：人工标注
的所有缺陷样本中，工具正确检测出的样本比率，该
指标越高越好．

⑥漏报率犉犖犚＝犉犖／（犜犘＋犉犖）：人工标注
的所有缺陷样本中，工具未正确检测出的样本比率，
该指标越低越好．

（３）合约部署及运维安全保障方法验证
在合约部署及运维阶段，安全保障的主要研究

对象是智能合约运行状态，目的是通过分析智能合
约运行信息，识别异常行为、检测合约缺陷、修复合
约缺陷、定制防御机制，主要采用分析和实践的方式
进行验证．通过设计实验验证分析交易日志、控制
流、数据流、资金流等方式能够检测合约异常［２０２１］，
通过开发工具验证运行状态下合约缺陷［１４］、ＥＶＭ
漏洞［２５］的检测效果，通过设计实验验证合约修复方
案是否正确［４８］、是否能够防御攻击［３６３７］．
４．４．２　隐私安全保障方法验证

（１）合约代码隐私保障方法验证
智能合约代码隐私保障方法主要针对智能合约

执行机制和开发语言，目的是保证智能合约代码的
编写安全和运行安全，主要采用分析和实践的方式
进行验证．通过设计实验模拟合约执行验证链上链
下合约拆分、公有私有合约拆分的方式能否保护合
约隐私［２６，３９］，通过设计实验验证应用合约加密语编
写的智能合约能否有效执行并能够保护其中机密代
码［４０４１］，通过开发原型系统验证合约代码隐私保护
框架的隐私保护效果［４３，４５］．

（２）合约数据隐私保障方法验证
智能合约数据隐私保障方法主要针对合约数据

输入、输出和计算过程，目的是保护合约内交易数据
不被无关节点获取，主要采用分析和实践的方式进
行验证．

对于应用零知识证明、安全多方计算等数据技
术进行合约数据隐私保护，可以通过使用加密技术
进行实验验证数据的隐私性和可验证性［２８，４２，４６］，也
可以在已有区块链平台上实现隐私保护机制验证数
据加密的有效性［３０，３８，４４］；对于将数据加载至可信执
行环境的安全保障方法，可以基于Ｉｎｔｅｌ的ＳＧＸ开
发原型系统验证可信执行环境可以保证系统中运行
的合约数据无法被无关节点获取［２７，４７］．
４５　研究论文分布情况

本文还对其他相关信息感兴趣，如主要文献的
时间和地点等．本文收集了每篇主要文献的出版年
份和来源，并将所有的主要文献分为会议论文、期刊
文章、研讨会论文和技术报告４种类型．图５提供了
所有主要文献的发表年表，本文将会议、期刊名称的
缩写或技术报告所属单位缩写放在每篇文献的旁
边；对于研讨会论文，将Ａ＠Ｂ作为来源的格式，其
中Ａ是研讨会名称的缩写，Ｂ是举办该研讨会的会
议名称．

图５中的虚线总结了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２０年每年发
表的主要文献的数量．２０１５年，智能合约发展处于
早期阶段；２０１６年研究主要体现在结合传统的密码
学技术展开的合约隐私保护研究；２０１６年６月发生
的ＴｈｅＤＡＯ事件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引起各界学
者的关注；２０１７年，智能合约安全的相关研究开始出
现；２０１８年，智能合约安全相关的研究迅速增多；
２０１９年，研究数量有所下降，但是不乏高水平论文．

４５篇主要文献中，大部分研究发表在会议上，
其中６篇文献［１３，１７，２０，２２，２５，３２］发表在软件工
程的顶级会议上、１０篇文献发表在安全领域四大顶
级会议上［１２，１５１６，２１，２６２７，４０４１，４４４５］．接近四分之一的研
究发表在期刊上，其中２篇文献发表在软件工程领
域的顶级期刊ＴＳＥ上［１０，２３］．５篇文献发表在研讨会
上，均为软件工程领域或安全领域顶级会议举办的
研讨会．最后，还有两项隐私保护相关的研究是微软
和Ｏｒｉｇｏ发表的技术报告．从这些收集到的数据中，
可以看出关于智能合约安全的论文数量在不断增
加，但仍然较少．考虑到智能合约安全的研究领域和
相对较短的历史，主要文献的数量相当可观．另外，
由于还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可能有更多研究工作
正在进行并会在未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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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主要文献出版统计图

５　讨　论
５１　现有研究不足
５．１．１　合约安全研究不足

（１）设计安全保障技术不足
目前，智能合约设计模式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

阶段，相关研究数量有限，需要对已经整理好的模式
进行扩展，为Ｓｏｌｉｄｉｔｙ语言创建一个结构化的、信息
量大的设计模式库，涵盖典型的和常见的编码场景，
作为合约实现人员的指导；也可以在自动代码生成
框架中应用设计模式，用来提取代码构件，这些构件
可以被集成到自动代码生成框架中．Ｓｏｌｉｄｉｔｙ设计模
式可以与其他智能合约平台中发展的编码实践进行
比较，进一步揭示出更抽象的设计模式，这些模式独
立于底层实现框架，对一般的智能合约有效［７８］．

（２）实现及测试安全保障技术不足
针对主流的智能合约缺陷检测原理，可以将智

能合约缺陷检测技术划分为：基于定理证明的缺陷
检测、基于模型检测的缺陷检测、基于模糊测试的缺
陷检测、基于语法树的缺陷检测和其他缺陷检测．针
对每种技术，其优缺点如下所示：

定理证明的形式化验证方法通过抽象的数学描
述得到良好的模型和属性表达，所以该方法的优势
是即使针对状态多而复杂的系统，也不会出现状态
空间爆炸的问题［７９］．定理证明可以以任意属性为目
标，提供强有力的形式化验证保证，验证方法非常精
确，并且不会产生误报［１８，８０］．但是，基于定理证明的
形式化验证方法存在较多局限性，例如机制复杂，需
要测试人员系统学习该证明方法的工作原理和如何
读取输出等，因此该方法具有较高的门槛；此外，基
于定理证明的形式化验证工具使用通用方法来构造
代码模式和定理，证明智能合约的安全性［１８，３３，６８］，整
个验证过程很难实现完全自动化，需要大量人工来
构建智能合约的证明和分析［１８］．人工构建的方式带
来的问题首先是该方法扩展性不足，无法适用于大
型智能合约，也很难实现大批量智能合约验证，还可
能导致验证效率降低和人的主观性对验证结果产生
影响．

模型检测方法的优势是自动化程度较高，即便
只给出部分合约，也可以提供关于已知部分正确性
的有用信息．特别地，模型检测会输出终止时的反
例，即程序缺陷存在的实例．直接输出缺陷实例的方
式可以有效帮助实现人员理解程序缺陷并修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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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模型检测方法的不足是存在状态爆炸问题，若是
基于较大的状态空间，模型检测算法会随着状态数目
增多而造成运算时间爆炸式增长和运算空间膨胀．

模糊测试方法的优势是可根据实际代码定制不
同的输入，可选择不同的覆盖范围发现更深层次的
错误，更加精确地检测出合约的真实漏洞．模糊测试
方法的不足是测试用例随机生成，只能覆盖部分系
统行为，无法找出所有潜在错误；另外，该方法选择
特定的测试用例作为种子，基于种子不断生成新的
测试用例，检测性能可能会随着初始种子的选择而
发生变化，实际检测性能难以控制．

采用抽象语法树作为智能合约的基础表现形式
的优势在于不依赖智能合约具体的语言细节，对程
序进行逻辑分析，抽取重要的程序执行逻辑信息；但
是，抽象语法树构建的合约缺陷检测规则不适用过
于复杂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较高误报率；特别地，基
于抽象语法树的方法表示过于高级，无法准确反映
低级信息，例如ｇａｓ计算等．

（３）部署及运维安全保障技术不足
目前，针对智能合约运行环境安全检测的研究

数量较少，本文仅涉及１项相关研究，即ＥＶＭ漏洞
检测工具ＥＶＭＦｕｚｚｅｒ，该工具目前主要检测ＥＶＭ
执行结果不一致的漏洞．针对合约运行状态的监测，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Ｇｕａｒｄ［３６］由于嵌入了额外的代码，一定程
度上会增加智能合约的部署开销与运行开销．

Ｖｕｌｔｒｏｎ［２０］检测方法不适用于不使用内部记账逻辑
的智能合约，无法检测时间戳依赖性或交易顺序依
赖性等缺陷．ＧＩＳ［２１］系统保护已部署的智能合约，
实现攻击模式的动态更新，但是该工具对于新攻击
模式的引入依赖于预定投票群体达成共识，攻击模
式以纯文本的形式公开，可能被潜在攻击者利用．对
于智能合约缺陷修复，ＥＶＭＰａｔｃｈ［４８］对存在缺陷的
合约进行打补丁，但是可能导致修复后的合约代码
产生更高ｇａｓ消耗

本文将智能合约缺陷检测方法划分为静态分析
和动态分析．静态分析在非运行时环境中分析程序
或编译代码，其主要优势能够识别智能合约中的关
键模式．但是，静态分析无法检测执行期间发生的缺
陷，针对一些缺陷可能会导致误判．

动态分析是一种在执行或运行时检查程序的方
法，其优点是通过动态分析可以检测出静态分析无
法检测的执行期间异常，识别出未知合约缺陷导致
的攻击，还可以验证静态代码分析的结果．但是，动
态分析的不足是合约的动态执行基于用户交互或自
动测试，因此不能保证覆盖源代码所有执行路径；同
时，需要保证在不影响智能合约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获取合约的执行状态信息并进行有效的跟踪和分
析，这也对智能合约动态运行监测提出更高要求．

最后，总结上述智能合约缺陷检测工具的局限
性如表９所示．

表９　智能合约缺陷检测工具汇总表
分类 工具 检测对象 局限

静态
分析

ＧＡＳＰＥＲ［１１］ 字节码 只能探索部分程序路径，依赖于消耗ｇａｓ量高的模式清单
Ｔｅｅｔｈｅｒ［１２］ 字节码 准确率较低，无法检测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出现的缺陷
ＺＥＵＳ［１５］ 源码 需要针对合约定义特定的策略，且ＺＥＵＳ发现的缺陷的实际可用性不确定
Ｓｅｃｕｒｉｆｙ［１６］ 字节码 可检测的智能合约版本有严格限制
Ｓｌｉｔｈｅｒ［１９］ 源码 缺乏形式语义无法实现更严格的分析，表示过于高级无法准确反映低级信息，如ｇａｓ计算
ＳｍａｒｔＥｍｂｅｄ［２３］ 源码 需要构建包含缺陷的智能合约代码库，缺陷的检测范围局限于代码库中的缺陷类型
ＳｍａｒｔＣｈｅｃｋ［３４］ 源码 无法描述更复杂的规则，导致误报率较高
ＶＥＲＩＳＭＡＲＴ［４９］ 源码 目前主要检测整数溢出和被零整除两种算术操作问题
Ｏｙｅｎｔｅ［５０］ 字节码 限制循环次数防止路径爆炸，导致部分缺陷漏报，无法检测逻辑相关问题

动态
分析

Ｅｃｈｉｄｎａ① 字节码 无法保证ＡＰＩ功能的稳定性
Ｍｙｔｈｒｉｌ② 字节码 无法检测出智能合约的业务逻辑问题，误报率高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Ｆｕｚｚｅｒ［１３］ 字节码＋ＡＢＩ 测试用例随机生成，路径覆盖率有限
ＭＡＩＡＮ［１４］ 字节码 只能检测３种缺陷，针对其他合约调用引起的问题无法进行检测
ＲｅＧｕａｒｄ［１７］ 字节码／源码 检测的缺陷局限于重入缺陷
Ｖｕｌｔｒｏｎ［２０］ 合约运行状态 不适用于不使用内部记账逻辑的智能合约，无法检测时间戳依赖或交易顺序依赖等缺陷
ＧＩＳ［２１］ 合约运行状态 新攻击模式引入依赖于预定投票群体达成共识，攻击模式以文本形式公开可能被攻击利用
ｓＦｕｚｚ［２２］ 字节码 性能可能会随着初始种群的选择而变化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Ｇｕａｒｄ［３６］ 合约运行状态 无法有效地防御复杂的逻辑错误，用于有丰富特性的智能合约时会产生相当高的额外开销
ＤａｐｐＧｕａｒｄ［３７］ 交易日志 结合Ｏｙｅｎｔｅ检测已有合约缺陷存在一定局限
ＥＶＭＰａｔｃｈ［４８］ 合约运行状态 修复后的合约代码可能产生更高ｇａｓ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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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调查了表９中２０种智能合约缺陷的方
法适用的合约缺陷，图６是智能合约缺陷分类及检
测图，第１层展示了智能合约缺陷产生的相关原因，
第２层展示不同缺陷，第３层展示了缺陷检测工具．
如图６所示，编译器版本过时（Ｄ１２）、硬地址编码
（Ｄ１５）和调用类型不匹配（Ｄ２５）没有相应检测工具．

Ｄ１２是编译相关的缺陷，实现人员应在实现过程中
遵循最佳实践，例如锁定Ｐｒａｇｍａ版本避免一起升
级带来的相关风险；针对地址合法验证产生的Ｄ１５
需要人工核查地址是否真实，防止资金转入不存在
账户而永久丢失；Ｄ２５只在特定外部合约调用情况
下才能被触发，常规情况下可能没有任何异常．

图６　智能合约缺陷分类及检测方法

５．１．２　隐私安全研究不足
（１）合约代码隐私保护不足
保护用户隐私的智能合约编程框架Ｈａｗｋ［２６］

可以为部分智能合约代码提供隐私性，但Ｈａｗｋ不
是完全去中心化的，存在一个管理者作为可信第三
方进行监督．此外，对于简单合约，由于Ｈａｗｋ利用
ｚｋＳＮＡＫＲｓ保证资金转移和合约执行的正确性，导
致较高计算开销．目前，Ｈａｗｋ由于效率较低，不能
直接部署在大多数区块链系统上．

对于通过定义智能合约语言Ｚｋａｙ［４０４１］保护智
能合约中的关键信息，该方法需要结合语言发展不断
引入新的语言特性，以支持更丰富的智能合约代码隐
私保护．此外，智能合约代码形式多样，通过对部分私
有代码元素进行加密是否能全面保护私有信息不被
泄露需要进一步验证．并且为了执行Ｚｋａｙ合约，需要
将其转换为具有相同功能且具有隐私保护能力的
Ｓｏｌｉｄｉｔｙ合约在以太坊上执行，推广使用难度较高．

与Ｈａｗｋ、Ｚｋａｙ不同，结合ＴＥＥ的Ｃｏｃｏ［４３］框
架具有更好的通用性，理论上可以实现任意区块链
系统的隐私保护．然而，Ｃｏｃｏ框架是针对联盟链的
优化技术，对现有比特币、以太坊等架构影响有限．

（２）合约数据隐私保护不足
ＴＣ［２７］、ＣＯＮＦＩＤＥ［４７］和Ｅｋｉｄｅｎ［２９］依赖于ＴＥＥ

为智能合约提供数据隐私，ＴＥＥ为智能合约数据
提供区块链所不具有的机密性，解决智能合约和区
块链无法应对的复杂计算场景问题．在应用ＴＥＥ实
现高效的区块链隐私保护的同时，最大弊端就是安
全依赖于可信硬件ＩｎｔｅｌＳＧＸ，需要信任硬件厂商及
其平台运营方，导致没有实现完全去中心化．本文参
考Ａｂｒａｈａｍ等人［８１］采用以下６个指标对本文涉及
的隐私保护方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如表１０所示．

①完整性．在数据存在的整个过程保证其完整
且准确；

②可用性．合约数据可以被授权节点访问使用；
③隐私性．私有数据不可被未授权节点访问；
④持久性．合约数据永久可用；
⑤性能．该技术生成和验证证明的速度；
⑥可扩展性．能够扩展到区块链网络中的参与

节点数量．
如表１０所示，根据隐私保护技术对智能合约隐

私保护方法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基于软件的合约数
据隐私保护方法和基于硬件的合约数据隐私保护
方法．基于软件的隐私保护方法就是使用密码学
技术，主要包括零知识证明、同态加密和安全多方
计算；基于硬件的隐私保护方法就是使用可信执
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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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合约数据隐私保护方案对比
指
标

方案 ＺｅｔｈｅｒＦａｂＺＫＰｈａｎｔｏｍＳｏｄｓＭＰＣ Ｒａｚｉｅｌ Ｏｒｉｇｏ Ａｒｂｉｔｒｕｍ ＴＣＣＯＮＦＩＤＥＥｋｉｄｅｎ
技术ΣＢｕｌｌｅｔｓＮＩＺＫｚｋＳＮＡＲＫｓＳＭＰＣＳＭＰＣ＋ＮＩＺＫＯｆｆｃｈａｉｎ＋ＺＫＰＶＭ＋ｚｋＳＮＡＲＫｓＴＥＥ ＴＥＥ ＴＥＥ

完整性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可用性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ｏ
隐私性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持久性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性能 Ｌｏｗ Ｌｏｗ Ｈｉｇｈ Ｌｏｗ Ｌｏｗ Ｈｉｇｈ Ｈｉｇｈ Ｈｉｇｈ Ｈｉｇｈ Ｈｉｇｈ

可扩展性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目前，密码学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不同局限
性．零知识证明可以隐藏用户身份和交易内包含的
知识，但是零知识证明过程十分繁琐、构造复杂、表
达能力有限．同态加密方案构造相对简单，但是效率
低、占用区块链存储空间，不适用小成本、时效性要
求高的智能合约．例如，Ｚｅｔｈｅｒ［３０］应用改进的零知
识证明机制ΣＢｕｌｌｅｔｓ，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性能，但
单次加密转账的成本接近每个区块的最大ｇａｓ消耗
量，因此Ｚｅｔｈｅｒ可行性非常低；Ｐｈａｎｔｏｍ［４２］通过改
进默克尔树和哈希函数的方式显著提升效率，一笔
加密交易的ｇａｓ成本只有１Ｍ左右，交易生成时间
不到６ｓ；为了弥补零知识证明的不足，Ａｒｂｉｔｒｕｍ［４５］
和Ｏｒｉｇｏ［４４］通过链下计算的方式提升性能，降低链
上计算成本．

安全多方计算模型定义多方协议，允许在不侵
犯输入隐私的情况下对私人数据输入进行联合计
算，对手除了联合计算的输出之外，对真实方的输入
一无所知．但是，安全多方计算协议或方案构造复
杂，目前安全多方计算协议多适用于两方，限制了参
与方数目，并且协议扩展困难，存在性能瓶颈．例如，

ＳｏｄｓＭＰＣ在性能上与ＨｏｎｅｙｂａｄｇｅｒＭＰＣ［８２］相比得
到一定提升，但是当共享信息数目超过一定数量之
后，性能明显下降．

总的来说，使用密码学技术保护智能合约数据
安全隐私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性能效率较低和可扩
展性较低，即使不同的隐私保护方案在性能方面都
有一定提升，但是与基于硬件的合约数据隐私保护
方案相比效率仍然较低．

可信执行环境提供了一个完全隔离的运行环
境，通过限制其他软件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的访问，
保持了在ＴＥＥ中运行的代码或应用程序的完整性，
保证了运行时智能合约的保密性，并且具有较高的
性能和可扩展性．但是，如表１０所示，ＴＥＥ既不能
保证数据的可用性，也不能提供持久存储，主要因为
在可信硬件上进行计算，只有将数据存储到区块链
上才可被所有节点获取，一旦可信硬件损坏，所有数
据将丢失．此外，ＴＥＥ修复升级代价高，很难实现安
全强度升级，并且存在管理者泄露用户私人数据的
风险．总的来说，不同的隐私保护技术的优势和局限
性如表１１所示．

表１１　隐私保护技术局限性
隐私保护技术 优势 局限性 性能
零知识证明 重点在于证明，不需要数据细节 构造复杂、门槛高、表达能力有限、不支持多方计算、证明数据透明 较低
同态加密 构造相对简单 性能瓶颈、表达能力有限、数据验证追责难 较低
安全多方计算 重点在于计算 协议／方案构造复杂、基于两方、扩展困难、参与方数目限制、性能瓶颈 较低
可信执行环境 性能高，扩展性好 信任硬件厂商、信任平台运营方、修补升级代价高、安全强度升级困难 较高

目前智能合约隐私保护的方法核心仍然集中在
密码学技术，复杂的密码学技术原理和隐私保护过
程对交易数量、交易处理效率产生限制，也是制约智
能合约隐私保护技术的主要因素．不同的隐私保护
技术都有其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如何针对区块链技
术的不同应用场景，因地制宜定制不同隐私保护策
略是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５．１．３　相关综述论文的不足

Ａｔｚｅｉ等人［５１］分析了１０种以太坊智能合约的
安全漏洞，针对每种不同的漏洞，详细展示了利用这
些漏洞展开的真实攻击事件．该研究２０１７年进行调

研，覆盖的智能合约安全漏洞类型有限．Ａｌｈａｒｂｙ等
人［８３］使用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ｔｕｄｙ对智能合约进行研究，从
技术角度收集与智能合约相关的所有研究，将研究
划分为智能合约的编码、安全、隐私和性能这４类，
该文章的部分内容与智能合约相关，但没有对合约
的安全保障技术进行系统性的全面分析．

大部分的综述性研究针对智能合约的漏洞检测
展开，Ｐａｒｉｚｉ等人［８４］针对Ｓｏｌｉｄｔｙ语言编写的以太坊
智能合约安全漏洞，对智能合约测试工具进行实验评
估，包括Ｏｙｅｎｔｅ、Ｍｙｔｈｒｉ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ｆｙ和ＳｍａｒｔＣｈｅｃｋ．
该研究是针对合约漏洞检测工具的实证研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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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智能合约漏洞和缺陷检测技术进行全面的分
析和汇总．Ｐｒａｉｔｈｅｅｓｈａｎ等人［７９］调查了智能合约的
１６个安全漏洞，旨在从内部机制和软件安全漏洞的
角度识别以太坊智能合约中的关键漏洞，并从静态
分析、动态分析和形式化验证３个方面探索了１１个
检测智能合约安全漏洞的工具．

与上述的综述性文献相比，本文的优势在于对
智能合约安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主要针对合约安
全和隐私安全，结合利益相关者、安全问题及挑战、
安全保障技术和技术安全保障方法验证这４个方面
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对于合约安全，本文讨论了合
约设计、实现、测试、部署、运维各个阶段的安全问题
和安全保障技术，总结了２５种智能合约可能存在的
缺陷，统计了２０种主流的缺陷检测方法；对于隐私
安全，结合区块链系统原理，从合约代码隐私和合约
数据隐私两个方面总结了安全问题以及现有的隐私
保护技术，分析了合约隐私保护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之处．
５２　未来研究方向

综合分析现有智能合约安全保障研究存在的不
足，本文总结出以下未来研究方向：

（１）先验方法和后验方法的有机融合
为了减少智能合约的合约安全问题、提高隐私

保护能力，未来研究工作应当首先关注基于先验方
法的智能合约安全保障．研究如何在智能合约的设
计、实现阶段，针对不同的智能合约功能需求、编程
语言、执行环境，定制智能合约开发标准，规范智能
合约开发流程；根据实际应用场景，结合不同隐私保
护技术的优缺点，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设计隐私保
护方案．在智能合约正式使用之前保障合约安全，减
少实现过程中产生的缺陷、降低合约安全风险以及
合约维护的代价．但是，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系统
中，合约用户丰富、合约之间可以任意组合，这都给
智能合约带来未知安全风险．因此，仅应用先验方法
进行智能合约安全保障并不健全，无法有效保护运
行使用中的智能合约安全．

针对开发完成后的智能合约必须加强基于后验
方法的智能合约安全保护，重点研究如何通过智能
合约测试的方式进行全方位的安全检测，如何针对
部署后的智能合约进行实时的运行监测和分析，如
何在系统实际使用过程中监测是否存在隐私泄露．

将先验方法和后验方法有机融合，从智能合约
生命周期各个阶段保障智能合约安全，从设计、实
现、使用、运维全过程保护合约隐私安全．

（２）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有机融合
在合约的设计、开发过程中，通过定性分析的方

法合理分析开发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同风险因素，
对合约安全威胁、综合影响等进行有效的分类和分
级，明确目前智能合约的整体安全状况和存在的问
题．但是，定性分析方法通常结合人员经验，分析依
据的精确度可能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定量评估方法比较客观，提供的数据分析比较
精确．在合约的测试、运维过程中，通过定量分析的
方法检测存在风险的事件，确定风险因素在智能合
约中的位置，梳理风险因素之间的关系，及时发现智
能合约中存在的安全问题．

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特点，将两者
有机融合．针对智能合约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的特
点，使用定性分析方法对智能合约进行整体安全的
分析，从中找出关键的功能模块、严重的安全威胁和
巨大隐患；然后，针对这些重点使用定量的分析方
法，收集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根据准确的分析结果，
选择性价比高的风险应对措施．

（３）静态方法和动态方法的有机融合
针对合约安全，大量研究集中在合约测试，但大

多采用单一的静态方法或动态方法进行合约缺陷检
测．为了实现全方位的智能合约缺陷检测，可以考虑
将静态方法和动态方法有机融合的方式，结合不同
合约缺陷特征有针对性的获取合约静态和动态信
息．重点研究构建完整的静态信息、动态信息相结合
的合约分析框架，充分融合智能合约本身的语法、语
义信息以及智能合约运行状态信息，进行全方位的
智能合约分析．

目前，智能合约的动态分析研究相对较少，因此
更具有难度．针对部署后实际运行的智能合约，不仅
针对合约本身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还需要考虑智
能合约运行环境可能带来的安全威胁．针对合约运
行异常行为分析，不仅需要能够发现已知缺陷，还应
关注智能合约未知缺陷识别，以及如何建立健全的
容错和异常终止处理机制．

总的来说，智能合约未来的研究应针对不同的
业务目标定制相应的验证规范描述，突破成本昂贵、
不适应大规模合约等技术限制，从验证一般功能属
性和安全属性、检测常见缺陷到逐步实现全方面的
区块链系统安全评估．
５３　本文方法的局限性

本文方法可能存在有两个潜在的局限性：（１）检
索范围限制，难免有遗漏；（２）数据提取过程难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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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１００％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首先，为了保证选题过程的公正性，本文设计了

检索策略，通过检索关键词搜索相关文献．但是，关
键词的选择具有主观性，可能会导致遗漏一些相关
研究．此外，本文选择了一组全面的、重要的以计算
机科学为核心的电子数据库作为检索范围，并收集
了部分权威机构的技术报告，以尽可能多地覆盖相
关研究．尽管如此，由于智能合约发展时间较短、技
术较为新颖，与学术性研究论文相比，智能合约相关
的技术网站可能具有更强的时效性，因此本文可能
会遗漏部分相关研究．

第二，提取结果可能会有一些不准确和不完整
的地方，尤其是针对智能合约缺陷部分．不同的研究
在对智能合约进行测试的过程中，对存在安全问题
的智能合约定义各不相同．本文根据缺陷产生原因，
对智能合约存在的２５种典型缺陷进行了分类汇总，
但是这２５种缺陷并不能覆盖４５篇主要文献涉及的
所有智能合约缺陷，并且在分类汇总过程中，本文统
一了部分表达方式不一致但具有相似安全问题的智
能合约缺陷或漏洞．

６　结　论
本文对智能合约安全进行了全面的调研，主要

有以下研究发现．
ＧＱ１：在智能合约安全保障过程中，共涉及合约

设计人员、合约实现人员、合约测试人员、合约监管
人员和合约用户这５类利益相关者．

ＧＱ２：智能合约的安全和挑战主要包括合约安
全和隐私安全．针对合约安全，主要体现在合约设
计、实现及测试、部署及运维，隐私安全则主要关注
合约代码隐私和合约数据隐私，针对５种不同类型
的合约安全和隐私安全问题，智能合约面临着不同
安全挑战．

ＧＱ３：针对智能合约安全保障方法，合约设计相
关研究主要通过定义抽取设计模式展开；合约实现
及测试相关研究主要应用定理证明、模型检测、模糊
测试、抽象语法树等技术检测智能合约缺陷；合约部
署及运维主要分析日志或信息流图，监测合约异常
行为，发现合约缺陷、ＥＶＭ漏洞并制定相关防御策
略；代码隐私保护方法主要集中在合约拆分、合约语
言设计和ＴＥＥ技术应用；数据隐私主要结合零知识
证明、安全多方计算等密码学技术对数据进行加密，
或将数据加载至可信执行环境保护隐私．

ＧＱ４：针对智能合约安全保障方法验证，合约安
全保障方法主要通过分析、实践、举例的方式进行
验证．
ＦＱ１：对于合约安全，设计文本、合约编码规范、

实现语言、ＥＶＭ机制、外部合约调用、运行环境等
因素都可能与合约安全威胁产生相关；对于隐私安
全，公有链公开透明的性质和合约隐私保护机制不
健全对合约代码隐私产生威胁，此外，公开数据的恶
意分析和合约用户泄漏都可能导致数据隐私威胁．
ＦＱ２：已有的合约安全保障研究初步提出了合

约设计理念、实现了大部分智能合约缺陷检测、完成
了基本的合约运行状态监测．但是，安全可信的智能
合约设计仍没有形成健全的体系；合约测试方法多
样，每种方法可检测的缺陷类型有限，未形成全面、
体系的智能合约缺陷检测框架，通用性不高；对于合
约部署及运维安全，尚未实现灵活、有效的合约维护
机制．
ＦＱ３：已有的合约代码隐私保护方案能够实现

智能合约代码核心内容保护，但存在应用场景不丰
富、适用平台不广泛等问题；合约数据隐私保护方案
结合密码学技术实现不同程度的合约数据隐私保
护，主要存在性能和没有实现完全去中心化的问题．
ＦＱ４：智能合约安全的未来研究方向针对合约

安全和隐私安全展开，支持智能合约全方位、全生命
周期的安全保障，基本思路是先验方法和后验方法
结合、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结合、静态方法和动态方
法结合．
ＳＱ１：该领域的研究始于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仅有

少量相关研究成果发表，２０１８年开始研究成果数量
增长迅速，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ＳＱ２：１８篇文献发表在软件工程或安全领域的

顶级期刊和会议，说明智能合约安全是一个备受关
注的新兴课题．

总的来说，目前已有较多关于智能合约安全的
研究，值得研究者投入更多精力解决这些有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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