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2　區塊鏈技術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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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有些節點在廣播新的資料，有些節點在接收資料，大家共同維護一

個帳本，確保達成一致。區塊鏈技術的核心其實就是如何保持資料的一致，如

何讓這個公共帳本的資料不被篡改。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區塊鏈技術擁有一套

技術堆疊，見下節討論。

1.2　區塊鏈技術堆疊

區塊鏈本身只是一種資料的記錄格式，就像我們平常使用的 Excel表格、Word

文件一樣，按照一定的格式將資料儲存在電腦上。與傳統的記錄格式不同的是，

區塊鏈是將產生的資料依一定的時間區段，分成一個個的資料塊記錄，然後再

根據先後關係串聯起來。按照這種規則，沿著時間線不斷增加新的區塊，就像

是時光記錄儀一樣，將發生的每一筆操作都記錄下來。

這種資料記錄的方式很新穎，在此種記錄方式下，資料很難被篡改或者刪除。

有讀者可能會說，這有什麼不好修改、刪除的！例如我在自己電腦上保存了一

份 Excel資料，再怎麼複雜的格式，我也能改呀！如果區塊鏈的資料格式只是應

用在單機環境或一個中心化的伺服器上，那確實是的，畢竟自己對自己的資料

擁有完全的支配權力。然而，一切才剛剛開始，讓我們看下去。

如果區塊鏈代表的僅僅只是一個記錄格式，那麼也實在算不上是偉大的發明，

也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能力，例如難以篡改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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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與 1.0架構相比，最大的特點就是支援智慧合約，在以太坊中，我們

使用智慧合約開發工具開發合約程式，並且編譯為位元組碼，最終部署到以太

坊的區塊鏈帳本中。部署後的智慧合約是運作在虛擬機上的，稱為“以太坊虛

擬機”。正是透過智慧合約的實作，擴充區塊鏈系統的功能，同時也能看到，在

以太坊中還是支援數位貨幣，因此在應用工具中也是有錢包工具的。

3.區塊鏈 3.0架構

在 3.0的架構中，超越了對數位貨幣或者金融的應用範圍，而將區塊鏈技術作為

一種泛解決方案，可以廣用在極為廣泛的領域，例如行政管理、文化藝術、企

業供應鏈、醫療健康、物聯網、產權登記等。

產業應用一般需要具備企業級的屬性，例如身份認證、許可授權、加密傳輸等，

並且對資料的處理效能也會有所要求，因此企業級情境下的應用，往往都是聯

盟鏈或者私有鏈。請看以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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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測試網路後的比特幣用戶端，其區塊鏈資料會小一些，在功能操作上基本

上還是一樣。需要注意的是，設定檔案中的設定項也是可以直接透過參數來傳

遞。假設想臨時進入測試網路，就不需要執行設定檔案，輸入如下指令運作 

即可：

bitcoin-qt -testnet

在主控台中執行上述指令後，同樣會進入測試網路。有朋友會問，我一開始在

運作 bitcoin-qt時指定了一個資料目錄，現在想更換可以嗎？當然是可以：

bitcoin-qt -datadir="D:\mybitcoin_data"

這樣在啟動 bitcoin-qt時重新指定了一個自己建立的資料目錄。當然，不但可以

重新指定資料目錄，也可以重新指定設定檔案如下：

bitcoin-qt -conf="c:\mybitcoin.conf"

可以發現，另外指定的設定檔案，其檔案名可以是自訂的。需要注意的是，

bitcoin-qt支援的所有參數中，除了 -datadir與 -conf只能透過命令參數指定

外，其他參數都是既可以在命令參數中直接傳遞，也可以在設定檔案中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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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tcoind.exe

這個其實就是不含介面的 bitcoin-qt.exe，其中同樣包含比特幣的核心節點，並

且提供 RPC服務。比特幣使用的是 JSON-RPC協定，以便利用命令列互動，連

線比特幣系統的資料，例如連線區塊鏈帳本資料，進行錢包操作和系統管理等。

bitcoin-qt與 bitcoind是互相相容的，有同樣的命令列參數，讀取相同格式的設

定檔案，也讀寫相同的資料檔。使用時，這兩個程式根據需要啟動一個即可，

同時啟動也不會出錯，但是同時啟動兩個 bitcoin-qt或者兩個 bitcoind會出錯，

如下圖：

圖中所示為資料檔的連線衝突了。

bitcoind預設讀取的設定檔案，在不同作業系統下路徑也不盡相同，如下所示：

 � Windows：%APPDATA%\Bitcoin\

 � OS X：$HOME/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Bitcoin/

 � Linux：$HOME/.bitcoin/

除了上述的預設設定路徑外，與 bitcoin-qt一樣，也是可以在啟動時透過傳遞參

數來重新指定其他路徑下的設定檔案或者資料目錄：

bitcoind -datadir="c:\bitcoin_data" -conf="C:\mybitcoin.conf"

如上所示，啟動時，使用 -datadir指定資料檔需要儲存的目錄，使用 -conf指

定 C槽目錄下的一個設定檔案，此時這個設定檔案的名稱是自訂的。bitcoind

啟動後可以透過 bitcoin-cli進行連線，bitcoin-cli的使用在下一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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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習慣上將私鑰加密稱為“私鑰簽名”）的資料可以用公鑰解密，而使用公

鑰加密的資料可以用私鑰解密，兩者是互相匹配的。

目前使用比較廣泛的公開密鑰演算法主要有 RSA演算法和橢圓曲線加密演算法

（ECC），RSA是利用質數分解難度的原理，ECC是利用橢圓曲線離散對數的

計算難度，比特幣中使用的是橢圓曲線加密演算法。

接下來看一下比特幣位址是怎麼生成的。為了簡化說明，我們看一幅示意圖：

亂數

公鑰 SHA256 比特幣地址

私鑰

SHA256 前 4字節

RIPEMD160

SECP 256K1 SHA256 BASE58編碼

公鑰雜湊 校驗值 地址生成

0x00 公鑰雜湊 0x00 公鑰雜湊 校驗值

這就是比特幣位址的生成過程，過程大致如下：

1） 首先使用亂數發生器生成一個私鑰，私鑰在比特幣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可

以用來證明使用者的身份，也可以簽發交易事務。

2） 私鑰經過 SECP256K1演算法處理生成公鑰，SECP256K1是一種特定的橢

圓曲線演算法，需要注意的是，透過演算法可以從私鑰生成公鑰，但是卻

無法反向從公鑰生成私鑰，這也是公鑰之所以可公開的原因。

3） 接下來公鑰先使用 SHA256雜湊演算法計算，再使用 RIPEMD160雜湊演

算法計算，計算出公鑰雜湊。比特幣的程式透過 2次雜湊來計算位址值，

這樣能進一步確保雜湊後的數值唯一性，進一步降低不同資料進行雜湊後

相同的機率。與 SHA256一樣，RIPEMD160也是一種雜湊演算法。



90 Chapter  2  區塊鏈應用發展

交易結算與清算邏輯在防火牆外自動進行

公共帳本

用戶銀行
商家銀行

人民銀行

用戶

商家

區塊鏈去中心化結算清算邏輯圖

支付服務商

傳統中心化機構（銀行）結算、清算流程。

1） 用戶到商家購買商品，刷卡，確認以信用卡或金融卡借款。

2） 商家把用戶支付訊息（發卡機構訊息）傳給支付服務提供商。

3） 支付服務提供商將用戶銀行訊息發送給結算清算中心（央行或有結算清算

職能的銀行），同時發送給商家開戶銀行。

4） 商家開戶銀行也將商家銀行訊息提交（央行）結算清算中心；央行根據收到

結算清算請求，拿到收支雙方的銀行訊息，確認交易合法，並做結算清算。

5） 央行確認結算清算結果，給商家所在銀行確認收到用戶開戶銀行的款項或

信用。

6） 央行將結算清算請求結果發送至用戶開戶銀行，確認支付。

7） 用戶收到用戶開戶銀行的支付確認。

8） 商家收到商家開戶銀行的收款確認。

區塊鏈模式的結算、清算簡易版流程和邏輯（僅供參考）如上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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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公證防偽溯源

區塊鏈技術在公證防偽方面的應用，主要是利用區塊鏈技術獨特的 merkel tree

資料結構防止篡改，區塊資料可溯源、非對稱加密數位簽名這些技術共同組成

分散式點對點公證存證防偽網路及資料。我們按照圖例標號來追蹤分析一個現

有中心化認證公證系統的部署模式：

公權公證中心

中心化認證公證模式

1） 用戶 1向公證中心提交資料，申請認證證書；

2） 經過審查，公證中心發放證書，用戶 1獲得認證；

3） 用戶 1想要跟用戶 2進行交易，用戶 2需要跟公證中心申請用戶 1提出的

證明；

4） 公證中心確認用戶 1的證書；

5） 用戶 2要向用戶 3提出交易請求，交易中用到來自用戶 1的證書被傳遞，

用戶 3再次向公證中心請求確認證書，以此類推，公權公證中心是一個完

全集中式的證書發放和驗證機構。

在這個集中式的公權公證中心模式中，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大家都相信由政

府背書的專業機構。但是，這也可能存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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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系統從資料開始，自上而下進入系統，到達系統最底層然後從左到右

完成證書簽發，再回到系統向上分發返回給請求用戶。

私有資料

區塊鏈

壓縮事件數據 存證上區塊鏈 產生數位證書

區塊鏈

證書

事件

HASH

事件

HASH

事件

HASH

事件

HASH

事件

公證防偽 
存證系統HASH

事件

HASH

公有資料

1） 以事件為導向，當資料發生變化時向系統發出存證、公證、防偽識別等 

請求。

2） 外部事件的請求是分散式的，可以有多種資料源，確保系統的高可用性；

當外部請求進入平台後，平台根據事件所請求的資料的變化，抓取變化特

徵值，將特徵值的元資料進行雜湊函數加密（SHA256）。到目前為止，區

塊鏈技術中只有透過雜湊函數加密，或者使用類似同級加密強度的加密函

數，才能保證資料的不可篡改性，否則都會留下安全隱患。

3） 採集了資料變化事件的特徵值的加密訊息，按照一定邏輯和循序組成資料

塊上鏈，可以是多連結構或者單連結構，完成上鏈存證編碼過程。

4） 對需要上鏈的事件資料進行壓縮。

5） 將需要上鏈的資料透過事務（交易）寫入底層區塊鏈架構。

6） 區塊鏈資料寫入並給出數位證書。

7） 平台（可以是去中心化的）拿到證書，向證書請求者進行查詢或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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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應商根據供貨清單以及核心企業的票據憑證，提出應收帳款上鏈；

2） 核心企業根據供應商提供憑證確認信用真實性，供應商的應收帳款按照帳

期形成上鏈數位資產（可以透過挖礦或機構授信額度預儲值）以上鏈；

3） 供應商獲得帶帳期的、以核心企業票據為背書的數位貨幣信用資產所有權；

4） 供應商可以根據帳期到金融機構（銀行或供應鏈金融運營平台）按照一定

邏輯的提現率提現；

5） 供應商也可根據數位資產信用，任意拆分以流通給自己的供應商，可以大

拆小、短變長，或者直接提現，如果平台有資金或別的數位貨幣理財產品

也可以轉入數位貨幣理財；

6） 供應鏈上的數位資產分割、流通、交易、提現、利息、支付都是透過內建

在區塊鏈基礎架構裡或者編譯成可自動執行程式碼的清算與結算邏輯來自

主完成。

所有以上步驟都可以透過區塊鏈分散式帳本技術，可以但並不一定要透過智慧

合約來自動執行與監管。透過技術手段可以實作供應鏈金融交易的完美金融 

自治。

二級經銷商

二級供應商

一級供應商

一級經銷商

上游

下游

應收帳款舉債

應收帳款流轉 應付帳款授信

核心企業聯盟

區塊鏈技術共享帳本作為可自由
分拆流轉代幣形式的債務和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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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金融
機構

核心
企業

區塊鏈技術的代幣流轉和分拆的
區塊鏈供應鏈金融邏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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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鏈下交易還可以提供更好的交易隱私甚至匿名性，甚至完全不知道交易已

經發生。就像交易雙方私下交易，用線下資產質押、分拆、轉移等方式，最後

交割彙整結算和清算而這完全在鏈上得不到體現。

這其實也是對比特幣等區塊鏈交易的提醒，區塊鏈技術的應用也不能完全杜絕

黑箱操作，甚至有時候很多人和機構打著區塊鏈互信公開、存證不可篡改等功

能的旗號，私下做隱藏交易、內幕操作等壞事。

0 1 2 3 4 5 6 7 8 9 ⋯ i

$

$

¥
$

0 1 2 3 4 5 6 7 8 9 ⋯ n

比特幣鏈上資產

比特幣鏈下資產

交易所

鏈外資產

側鏈

鏈內資產

比特幣主鏈

價值在側鏈上存在

介紹完鏈外資產和鏈外交易的概念，接下來看看鏈外交易是如何完成的。如果

交易涉及多個彼此不信任的參與方，一般可以用引入側鏈的方式完成，就是將

比特幣主鏈上的價值轉移到側鏈上完成，當然我們要考慮符合交易雙方的特殊

需求。

還有一種透過引入彼此信任的第三方來進行交易，這也是回歸傳統的中心化交

易模式。因為信任機制已經在線下存在，不需要透過多節點共識來確權。這樣

的方式在傳統金融的支付產業已經普遍存在，人們也都非常熟悉，類似支付寶、

微信支付、PayPal等。

在一些交易所，因為管理和掌握用戶的訊息與權限，經常發一些有平台背書負

責承兌的優惠券、積分等，這樣用戶可以拿著這些承諾的優惠券或承諾函，到

別的平台進行價值轉換。例如有些公司，甚至直接拿比特幣代金券發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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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發現梅克爾樹的優勢：

1） 我們能知道訊息是否被篡改；

2） 我們還能知道是第幾頁或者第幾塊的訊息被篡改了。

為了便於瞭解，來看一下梅克爾樹的典型架構，如下圖所示。

根雜湊

Hash12

Hash1 Hash2

Hash34

Hash3 Hash4

我們看到，首先這是一個樹結構，在底部有 4個雜湊值。假設某個區塊中一

共有 4條交易事務，那麼每條交易事務都計算一個雜湊值，分別對應這裡的

Hash1到 Hash4，然後再兩兩結對，再次計算雜湊值，以此類推，直到計算出

最後一個雜湊值，也就是根雜湊。這樣的一棵樹結構就稱為梅克爾樹（merkle 

tree），而這個根雜湊就是梅克爾根（merkle root）。我們再來看一個示意圖：

Timestamp Timestamp Timestamp

Nance Nance Nance

Merkle Root Merkle Root Merkle Root

Prev Hash Prev Hash Prev Hash

Hash01 Hash23

Hash2 Hash3

TX3

Merkle Branch for T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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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程可以用“擴充歐幾里得演算法”求解，此處省略實際過程。總之，

Alice算出一組整數解為 (x, y)=(2753, -15)，即 d=2753。

6） 產生公鑰和私鑰。

將 n和 e封裝成公鑰，n和 d封裝成私鑰。在 Alice的例子中，n=3233，

e=17，d=2753，所以公鑰就是（3233, 17），私鑰就是（3233, 2753）。

至此所有計算就完成了，可以看到 RSA的演算法過程其實還是很簡單的，最關

鍵的就是找到兩個足夠大的質數。

3.2.3　橢圓曲線密碼演算法

橢圓曲線是滿足一個特殊方程的點集，請注意，不要跟標準橢圓方程混淆，那

根本就是兩回事。下列是一個標準的橢圓曲線方程：

y2=x3+ax+b

在幾何意義上，它通常是這樣的一個圖形：

如上圖所示，一個橢圓曲線通常是滿足一個變數為 2次方，另一個變數為 3次

方的二元方程式。按照這樣的定義，橢圓曲線是有很多種的，而橢圓曲線密碼

演算法是基於橢圓曲線數學的一種公鑰密碼演算法，其主要的安全性在於利用

了橢圓曲線離散對數問題的困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