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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虚拟数字货币的存在为非法融资、洗钱行为等犯罪活动开辟了捷径,而门罗币是数字货币的典
型代表,本文从门罗币追踪技术进行分析,为有效解决以数字货币为基础的犯罪活动提供技术支撑。本文
首先叙述了门罗币环签名、不可链接性、不可追溯性等匿名技术；其次,根据匿名技术的特征,介绍了输
出合并攻击、最新猜测攻击、恶意远程节点攻击、o-mixin攻击等追踪技术；最后笔者对以门罗币为代
表的数字货币的追踪和监管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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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virtual digital currency opens up shortcuts for illegal financ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other criminal activities. Monero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digital currency. This paper analyzes Monroe coins
tracking technology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effectively solving criminal activities based on digital currency.
Firstl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anonymous technologies such as Monroe coin ring signature, unlinkability and
traceability.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onymous technology, the track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output merge attack, latest guess attack, malicious remote node attack and o-mixin attack are introduced. Finally,
the author looks forward to the tracking and supervision of digital currency, represented by Monroe co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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