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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盜（Pirate），是一個全然隱匿的加密貨幣，其防護性區塊鏈原生於科莫多（Komodo）生態
系統。淘汰海盜鏈上公開地址的交易功能，達到隱匿使用的防呆，便能解決大零幣（Zcash）
的「互換問題」。這個機制不只完全保護海盜鏈上的使用者資金，同時，在運用了「零知識證
明」技術下，鏈上不殘留任何使用者交易外的蛛絲馬跡。
除了挖礦的區塊獎勵與公證的交易，所有對外的交易，都護送到能夠強化海盜鏈效率及速度的
「幼苗」地址。它採用大零幣共識演算法 Equihash 的工作量證明，又添加來自科莫多優於比特
幣（BTC）安全等級的延遲工作量證明之安全層，集成海盜區塊鏈。
去中心化且隱密的支付，未來就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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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代碼

宗旨聲明

海盜的宗旨：在公開的交易系統上保障人們的財務隱私
價值主張
所有海盜鏈的交易預設皆為私密
海盜鏈緩解了互換問題，正因為多數加密貨幣的隱私協定只是可有可無。完善的隱私協定提供
了使用者更多保障，一旦根據先前、現在以及未來的交易，任何機構再無法宣稱使用者資金是
贓款。

海盜幣是完全去中心化的
任何時間都不需要第三方來管理你的錢，匿名交易都在區塊鏈上以「無信任感」來進行確認，
意謂著毋須第三方來驗證你的交易是否合法，海盜代碼負責做到。

海盜顧及安全與快速傳遞價值
海盜鏈採用較比特幣更難破解的安全機制，稱做「延遲工作驗證（dPoW）」。對買賣雙方而
言，使用費相當低廉，而且，不再有詐騙的交易糾紛，以及錯誤的資金驗證周期，交易在數分
鐘內即安全地確認。單單這個功能，就能為全球的買方賣方節省數十億美金的跨境手續費。

海盜使用最強的匿名協定
高度先進且備受尊重的匿名協定—零知識證明—在公開帳本上不會揭露你的交易資料，眾多頂
尖的開發者皆認定：它是在區塊鏈上隱蔽財務資料最強的一種方法。

為什麼聚焦在隱私？
加密貨幣為使用者及商業帶來好處，但非指財務隱私的成本
今日，大量法定貨幣退場而轉向數位系統（Japparova en Rupeika-Apoga 2017），加密貨幣已然
展現它在商業上的巨大的優勢，例如：節省手續費成本，以及交易速度。在我看來，使用者應
當享有交易的隱私權。

憑什麼要顯示商店負責人、你的財產規模，或者花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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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接受加密貨幣的各種單位，例如：零售商、經銷商、商家、買家、供應商、服務供應商以
及客戶，或許因此需要財務隱私。透過使用海盜，企業能保障重要客戶及企業本身，雙方的交
易皆獲得最佳的隱私、速度，以及節省成本的綜效。

團隊
身為真正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海盜竭誠歡迎各種技能的開發與貢獻者加入。
打從草創時期至今，已經超過 30 位貢獻者提供了海盜鏈的擴展與開發服務。開發群在井然有
序的團隊風氣下工作，且從加密圈的各處引進新知與經驗。我們的多元族群，始終能完成肩付
任務，或按圖索驥找到對的人解決。
在海盜踏入隱私保護，就在幣圈完成多項首次成就（見路線圖），也將與第三方組織繼續努力
創新技術，促進鞏固所有人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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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加密貨幣
自 2008 年，中本聰（Nokamoto 2008）發表了舉世矚目的技術白皮書至今，比特幣已經成為百
億美金身價的數位資產。一堆替代幣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試圖以各自的社群來填補滿坑滿谷的
使用案例空洞。拿加密貨幣當做支付工具，則是最熱門的使用案例之一，也符合中本聰寫白皮
書的目的。比特幣的目標，乃使世上每個人能夠隨時隨地利用點對點、無信任狀態的網路連結
來即時傳遞價值。比特幣採用分散式帳本促成與記錄交易，並透過工作量證明（PoW）的共識
演算法來驗證該交易的真實性。

隱私
使用此科技的一大隱憂，即是旁觀者有能力分析你的消費行為及財富狀況（Moser 2013），大
大讓步使用者的隱私。一群新興的加密貨幣協定開始著手改善比特幣的隱私層面，最著名的協
定就屬加密簿（CryptoNote, Van Saberhagen 2013），以及零幣（Zerocash, Sasson et al.
2014）。前者採用環狀機密簽章，而後者使用零知識證明來混淆交易與帳號餘額，稍後會詳細
介紹，兩者各有優劣。
這個白皮書，描述海盜（ARRR）將如何改善現今去中心化支付協定的隱私層。

現今去中心化支付協定的主要垢病
門羅幣的環狀機密交易簽章方案
門羅幣，分岔源於加密簿協定的字節幣（Bytecoin），在它的交易裡採用環狀簽章方案，結合
了隱形位址與隨機單次拋位址來代表交易的收授方。環狀簽章規模愈大，愈難追蹤交易發送端。
然而從今以後，它卻留給了各方有能力利用複雜解析工具來分析可用的資料。
因為使用環狀簽章，分析門羅幣區塊鏈變得困難，見圖一。

圖一 環狀簽章區塊鏈分析 來源： https://cryptonote.org/inside#untraceable-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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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狀簽章愈大，就愈難發掘正確的發送端。環的尺寸是所有可能的簽名者（包含你）全部加總
的一個數字，它反過來決定複雜度，以及找出「真正輸出」的困難度。較大的環尺寸當然較小
者提供更高的隱私等級，但不建議重覆使用一個不倫不類的環狀尺寸數字，只為了在其他交易
保持低調[3]。
儘管幣種混搭的基本問題是交易資料非經加密而達到隱密，環狀機密交易則是一套分離系統，
裡面的資訊在區塊鏈仍然可視。須留意未來某個時機可能出現允許追蹤的漏洞，因為門羅幣的
區塊鏈提供所有產生的交易記錄。

大零幣防護位址的實作與花費類型
大零幣，實作去中心化匿名支付方案「零幣（Zerocash）」，又為承襲自比特幣的公開支付模
組注入了零知識證明（zk-SNARKSs）的安全性防護支付方案（Hopwood et al. 2016），使用者可
以自由地選擇該用防護或非防護支付。在大零幣近期的「幼苗」實作，防護式交易比例逐漸攀
升，系統處理防護式交易，對比於非防護式交易，大幅降低耗佔的計算資源（Bowe 2017）。
不幸地，雖然可以在匿名支付活動裡連結交易並因此找到混搭幣，仍有很高比例的非防護式交
易與餘額跟交換幣兜不攏，尤其是處理「往返交易」的案例，也就是從公開位址（t 位址）發
送一定金額到防護位址（z 位址）然後再回到另一個公開位址（Quesnelle 2017）。在此白皮書
我們且稱這個現象為「互換問題」。

圖二 四種不同大零幣的使用者消費選擇 來源: https://z.cash/blog/sapling-transaction-anatomy/

如圖二所示，大零幣的使用者有能力在現今的協定裡製造出四種交易類型：可以從公開地址送
到防護性地址，反之亦然，卻讓貨幣互換蒙受極大風險。當使用者將貨幣送返至公開地址，例
如「往返交易」，在不同交易類型中很有可能被識破混搭幣模式，因為這種行為展示了高連結
性（Quesnell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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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妙的是，幼苗的效能提升帶來一些隱私成本，因為幼苗交易比傳統型組合分割運作
（JoinSplit）要揭露更多上層資料：幼苗交易顯露使用的輸入與輸出數字。這項功能增加了區
分交易類型的選擇能力、分析交易資料，然後有辦法判別哪些是混合的行為。
減低或消除這種風險顯得格外重要，可以減少使用公開位址，或釜底抽薪直接在區塊鏈的創始
就直接關閉它，例如海盜鏈。

我們的解決方案
基本上，海盜打算改善門羅幣的隱私與安全功能，並解決大零幣的「互換問題」。海盜鏈憑藉
「幼苗」的防護交易，脫鈎礦工獎勵與交易公證來達成上述兩項目標，在延遲工作量證明小節
已經提過。值得一提，相較於區塊鏈產業其他存在的匿名幣，海盜鏈透過延遲工作量證明機制
來保障隱私和安全，確實標新立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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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鏈：隱私、互換與安全

2018 年 8 月 29 日 – 要求完全匿名
2018 年 8 月 29 日海盜在 Discord 頻道上成立了，當時只是零知識驗證幣的一個想法。Jl777c 在
科莫多資產鏈的開發成果，調整資產鏈的參數後，在新的資產鏈上有能力可以強制使用防護性
交易（Grewal 2018）。資產鏈即是科莫多的執行分岔，也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區塊鏈。
海盜初始為實驗性質，端看強制化匿名交易是否可行。但整個社群在 jl777c 成功完成了延遲性
工作量證明，使得海盜的基礎功能更加完備，大夥兒瞬間覺察它的潛力。

科莫多 – 大零幣分岔 – 零知識證明
海盜是科莫多平台生態系的其中一個資產鏈。科莫多專案項目著重在賦予區塊鏈創業者與一般
加密貨幣使用者，皆能自由且輕鬆使用區塊鏈技術（Lee 2018），它是流行匿名幣「大零幣」
的一個分支，而大零幣本身又從比特幣分岔出來。因此，所有中本聰設計的比特幣功用，在科
莫多同樣都有。
科莫多繼承了大零幣的匿名功用，即是大零幣的參數，以及零知識證明科技。後者是現存最強
的區塊鏈隱私類型之一，其匿名功用永久有效。
門羅幣核心代表人物「絨毛小馬」Riccardo Spagni 特別強調：

大零幣的零知識證明，提供不可追蹤能力，遠遠強過門羅幣（但隱私內容量遠不及門羅幣
，且系統風險還高出一截）。

科莫多資產鏈
資產鏈（正式為平行鏈）是一種獨立創建的區塊鏈，繼承了所有科莫多的特性，如：BarterDEX
相容性、零知識隱私權、延遲性工作量驗證等等，但同時也具備許多客製化的規格，例如：客
製的貨幣供應量、客製的遠端程序呼叫通訊埠（RPC Port），更多客製化的功能正在研發等著
加入（PTY X 2018）。
其他科莫多資產鏈的例子，包括比特幣哈許（Bitcoin Hush, BTCH）、鏈吉拉（ChainZilla, ZILLA）、
DEX 、效果器（ Equalizer, EQL）、骰子幣（KMDice）、起業家（Monaize, MNZ ）、龐戈幣
（PUNGO）、瑞芙斯（REVS）、超級網（SuperNET）、優創（Utrum, OOT），以及小零幣 X
（Zaddex, ZEX）。

強制化匿名交易
「互換問題」最佳的解決之道，在我們看來，就是關閉傳送到公開地址的能力。如此便不會產
生從防護餘額到公開餘額的交易，造成互換的損失。大零幣的主要開發者 Jeffrey Quesnelle，回
應這篇白皮書中的「在大零幣交易的連結力上」提到：

然而我的答覆是，我們打算反過來廢止非防護性交易，讓它更簡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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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性工作量證明: 最大安全與靈活性
什麼是延遲性工作量證明？
延遲性工作量證明萌芽於科莫多，提供一種獨特且創新的安全格式，跟它所依附的網絡同等安
全，運行該網絡也毋須花半毛錢。延遲性工作量證明是一個採納多種已知方法，集結成單一混
合共識系統的解決方案，跟權益證明（Proof-of-Stake, POS）同樣節省能源，同時也享有比特幣
工作量證明的安全性。在科莫多生態系建立獨立區塊鏈（資產鏈）的使用者，可以選擇擁有一
個區塊雜湊、跑起來就像個自的區塊鏈快照，安插到科莫多的主鏈裡。用這種方式，資產鏈的
記錄間接地融入科莫多的區塊雜湊，推波助瀾形成最堅強的區塊鏈網絡（現在是比特幣）。
所以，延遲性工作量證明能讓最弱的區塊鏈群憑藉比特幣的算力而受惠，且反過來讓比特幣的
能量消耗變得更環保節能，除了它自己本身，更保障了整個延遲性工作量證明的生態系統。除
了海盜以外，延遲性工作量證明已經在一大堆資產鏈成功運作，例如：遊戲積分（Game
Credits）、鑀（Einsteinium, EMC2）、龐戈幣（Pungo），以及哈許幣（Komodostats 2018）。
延遲性工作量證明的背後機制是什麼？
科莫多的公證節點負責執行安全服務，必須記錄區塊雜湊到比特幣區塊鏈上，請參閱公證（圖
三）。「公證」意味著一批新簽核的比特幣交易，包含最新的科莫多區塊雜湊，被一個未知的
33/64 公證節點組合所簽核（jl777c 2016）。海盜鏈的區塊雜湊（在其他資產鏈之中）也利用相
同的手法，適時地寫入科莫多區塊鏈，以這種方式，即使只有一個科莫多的單一複本存活，將
使資產鏈的整個生態圈有辦法改寫或否決任何攻擊的嘗試性竄改。這些公證節點付與比特幣公
證科莫多區塊鏈的報酬，支付比特幣的酬傭成本，則以科莫多區塊鏈的區塊獎勵與交易費方式，
補償回公證節點。所以我們可以預見，股東們會選出對他們的經濟利益有利的公證節點，64 個
大多分散的公證節點公開徵選，並期望能成為一個去中心化生態系統的最佳代言者，讓任何形
式的 51%攻擊變成天方夜譚。

圖三 延遲性工作量證明的概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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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為了重組和攻擊海盜，攻擊者必須破壞：
所有已存的海盜鏈複本、
所有科莫多主鏈的複本、
以及，科莫多區塊鏈公證資料所寫入的工作量證明安全網絡（比特幣）。
此外，假如未來能在大型區塊鏈間轉移算力，公證節點就能自在地切換公證流程到另一個工作
量證明的網絡。
延遲性工作量證明為海盜供應了比特幣等級的安全，同時避免財務過載與不環保的成本。透過
它的靈活性，提供了更甚於比特幣本身的彈性與適應環境能力。

攻擊區塊鏈的例子
不勝枚舉的例子，突顯出延遲性工作量證明之類的機制之重要性：
2018 年 4 月，維京幣其中一項重新定位演算法中出現臭蟲漏洞，遭人利用而發動了 51%攻擊。
駭客利用仿冒的時間戳記，規避每個需要不同演算法的區塊，便有能力以一秒提交一個區塊的
速度，將區塊送交到整個鏈上，有效地拒絕了 99%的合法礦池區塊，造成那些人的金錢損失
（Ocminer 2018a）。到了五月，同樣的攻擊以不同手法再度發生：駭客送出一個 Scrypt 演算法
加密的區塊，包含一個假冒的時間戳記，緊跟在一個也有假時間戳的 Lyra2re 演算法加密的區
塊後，重覆這樣的動作直到拉低區塊鏈難度，駭客就能在一分鐘內挖到數個區塊（Ocminer
2018b）。
2018 年 5 月 16 日，比特幣黃金（Bitcoin Gold）遭受不知名人仕攻擊，有計劃地從加密貨幣交
易所盜走了超過 38 萬 8 千枚的比特幣黃金，價值 1750 萬美金（Roberts 2018）。
NiceHash 現今出租過剩的算力來攻擊一些中小型規模的加密貨幣。「可 Nicehash」這個詞，意
指該貨幣有能力出售算力來攻擊貨幣，以及那些已曝露破綻可以駭進的網站（EXAKIN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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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苗」整合與啟用
幼苗整合
能夠順利整合幼苗到海盜鏈，要歸功於科莫多生態系的成員們通力合作。特別感謝來自維娜斯
幣（Veruscoin）專案項目的 Mike Toutonghi。
海盜標榜快捷、低廉而且百分之百匿名交易，「幼苗」則是達成上述幾點，最好的零知識證明
科技的版本。基於這個原因，2019 年 2 月 15 日將全面強制使用幼苗，之後則能確保海盜鏈有
效且隱密地運作，擁有海盜幣的使用者必須在截止日前，將貨幣從嫩芽（Sprout）位址搬遷至
幼苗位址。
啟動幼苗版本的硬分岔之時間點，乃是依據 2018 年 12 月 15 日凌晨 1 點（15th of December, 1
AM UTC）左右的時間戳記，為了提升急迫性並讓每個擁有海盜者踴躍參與，嫩芽到幼苗的資
料搬遷之截止記期則設定在 2019 年 2 月 15 日，愈早完成資料搬移，情況對中心化交易所和其
他第三方應用愈有利。
名為「zMigrate」的去中心化應用（dApp），由 jl777c 所開發，可以協助使用者將資金，由嫩
芽自動轉換到幼苗位址，簡化整個搬遷流程。所有節點都需要在 2019 年 2 月 15 日完成這個流
程，礦池們在硬分岔後也同樣要改到幼苗位址。
搬遷到幼苗
去中心化應用「zMigrate」是一個能與「Komodod」系統服務做互動溝通的獨立運作程式，它
將使用者嫩芽位址裡的海盜幣先送到一個單次拋的隨機公開位址，一筆交易上限為 1 萬枚海盜
幣，金額多大就產生多少單次拋的位址來放置所有資金，最後一筆交易或許包含低於 1 萬枚
（除非你的金額能被 1 萬整除），然後，所有公開位址的資金再送到一個特定的幼苗防護位址。
以此方式，使用者從頭到尾都能掌控資金，公開資金的搬移盡可能一清二楚，遂能減少鏈上互
換的損失。流程的結果即是，使用者的所有資金都從舊的嫩芽位址，轉移到了他們所選的幼苗
位址。
因應幼苗的技術提升所做的功能開發，如下：
銷售點（Point-of-Sale）系統整合
硬體錢包
網路商店插件（快速）
搭載簡單支付驗證（zSPV）的行動錢包 -- 開發中

釋幣體系與技術特徵
12 月 15 日後，海盜鏈包含以下技術特徵與功能：
挖礦演算法：Equihash 工作量證明
延遲性工作量證明
區塊時間：60 秒
交易費：0.0001 海盜幣（ARRR）
數秒內完成交易簽核
每秒交易量：50-80 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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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筆交易內最多發送至 100 個位址
交易尺寸：最大 200KB，誤差正負 2000 位元組
記憶體使用僅 40MB（樹莓 Pi 的水準）
區塊尺寸：最大 4MB
利用公鑰可以檢索一個指定位址內所有發送的交易
能產生無限的輕錢包

海盜幣量 (ARRR)

釋幣時程

圖 1 海盜幣 (ARRR) 的釋幣時程

海盜幣最大供應量約為 2 億枚，每 388885 個區塊就會減半區塊獎勵，時間約莫 270 天。
在 TOR 網路上可以運作海盜鏈，並且混淆你的 IP 位址（一組連結到你所在位置的數字）。做
為一個使用者，你需要 TOR 瀏覽器與科莫多執行檔，就能啟動海盜鏈，Pirate.black 網站上有詳
細的教學步驟可供存取。Agama 錢包開發群已經收到 TOR 技術支援的請求，一旦完成，為貨幣
或資產鏈設定 TOR 就變得易如反掌。

中心化交易所支援
原先，社群不敢確定是否有任何中心化交易所會接受海盜幣，因為它缺少公開位址。海盜成立
不久之後，開始跟交易所的開發者與程式員合作，促成世界首例匿名錢包位址的存款與提款，
這間特殊的交易所就是 DigitalPrice，已經在 2018 的十月底成功啟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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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圖

根據年度與季度基準，按照期望之優先順序於下列出海盜的功能，以及第三方的開發時程（例
如 Tortuga）：
支援 TOR 瀏覽器
百分百匿名錢包位址支付的礦池
首個匿名錢包位址的 Discord 小費機器人
促成 CEX.io 交易所的匿名錢包位址

2018 年第三季（完成）
2018 年第三季（完成）
2018 年第三季（完成）
2018 年第三季（完成）

升級至幼苗
紙錢包
網站更名
登甲板推薦計劃
海盜樂透機器人
海盜基金會
Tortuga（CEX.io 交易所）
匿名簡易支付驗證（zSPV）
硬體錢包整合

2018 年第四季（完成）
2018 年第四季
2018 年第四季
2018 年第四季
2018 年第四季
2019 年第一季
2019 年第一季
2019 年第二季
2019 年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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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指南

登上海盜船
簡單且安全購買少量的海盜幣（ARRR）：
https://dexstats.info/onboarding.php
如何挖礦
計算預估獲利：
https://dexstats.info/piratecalc.php
用 ASIC 或 GPU 來挖海盜幣：
https://medium.com/piratechain/how-to-mine-pirate-step-by-step-with-gpu-s-4c98f3dbcf5e
用 ASIC 或 GPU 來挖海盜幣(租賃)：
https://medium.com/@flexatron/how-to-mine-pirate-arrr-without-owning-an-expensive-rigb8c26e409ae5
監測海盜的全網算力：
https://dexstats.info/piratehash.php

購買與交易海盜幣
註冊 DigitalPrice 帳號，進行 ARRR 與 BTC, ETH 或 KMD 的幣幣交易：
https://digitalprice.io/?inviter=4fdaf7 (官方海盜推薦連結)

社群媒體
海盜已經活躍在 Bitcointalk、Discord、Dedium、Reddit、SteemIt、Telegram、Twitter，並且列
入貨幣統計網站 CoinPaprika 的清單。
https://coinpaprika.com/coin/arrr-pirate/
https://discord.gg/mBZhZgz
https://medium.com/@piratechain
https://www.reddit.com/user/piratechain
https://steemit.com/@piratechain
https://twitter.com/PirateChain
https://t.me/pirate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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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cointalk.org/index.php?topic=4979549.0

程式碼與錢包
Github: https://github.com/PirateNetwork
Agama 錢包: https://github.com/KomodoPlatform/Agama/releases
海盜圖形介面錢包: https://github.com/leto/TreasureC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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