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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基礎入門

區塊鏈基礎知識

學習一項新技術，必始於瞭解其基本概念。本節將從比特幣講起，引出區塊鏈技
術，然後介紹區塊鏈技術入門所必備的基礎知識，例如區塊鏈的定義、相關基本概
念和區塊鏈的分類等。

1.1.1 從比特幣到區塊鏈
談到區塊鏈技術，人們往往會先聯想到比特幣，因為區塊鏈技術最初是以比特幣的
底層框架技術問世。因此，我們在探究區塊鏈技術之前，先來簡單認識區塊鏈的起
源 —— 比特幣。
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人們就已經開始探索「數位貨幣」[3] 。但是直到比特幣出
現，「數位加密貨幣」的想法才得以實現 [4] ，「數位貨幣」及其衍生應用才開始迅
猛發展。比特幣是第一個區塊鏈應用，也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應用範圍最廣的區
塊鏈應用。2008 年 11 月，一個化名為中本哲史的人在一篇「比特幣：一種點對點
的電子現金系統」論文中，描述了一種如何建立一套全新、去中心化的點對點交易
系統的方法 [ 5] ，並將他在論文中提出的理念付諸實踐，著手開發比特幣的發行、
交易和帳戶管理系統。2009 年 1 月 3 日，比特幣系統正式開始運作，比特幣的第
一個區塊（也稱「創世區塊」）誕生。不久後的 2009 年 1 月 12 日，中本哲史用比
特幣系統發送了 10 個比特幣給密碼學家哈爾 · 芬尼（Hal Finney），這是比特幣系
統自上線以來完成的第一筆交易。儘管充滿了爭議，但從技術角度來說，比特幣是
「數位貨幣」歷史上一次了不起的創新。自 2009 年上線以來，它在沒有任何中心機
構運維參與的情況下，在全世界運作了 8 年多的時間，最大支援過單筆 1.5 億美元
的交易。而根據 blockchain.info 統計，截至 2017 年 2 月 22 日，平均每天有總值約

2.3 億元的 28 萬筆交易寫入比特幣區塊鏈帳本中，截至 2017 年 7 月，比特幣系統
已累計生成超過 47 萬個區塊。專家預測，到 2019 年將會有 500 萬比特幣用戶，這
個不斷增長的群體可以在線上商城中購買比特幣，並把這些比特幣放入他們的「數
位錢包」，用來購買商品和服務 [ 6] 。
與傳統貨幣和在比特幣誕生之前的「數位貨幣」相比，比特幣最大的不同是不依賴
於任何中心化機構，而是僅僅依賴於其系統中完全透明的數學原理：加密和共識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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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區塊鏈相關概念
區塊鏈以密碼學的方式，維護一份不可篡改、不可偽造的分散式帳本，並利用協商
一致的規範和協定（共識機制），解決了去中心化記帳系統的一致性問題 [10]，主要
包括以下三個概念。
：區塊鏈上每一次導致區塊狀態變化的作業都稱為交易，
 交易（Transaction）
每一次交易對應唯一的交易雜湊值，一段時間後便會對交易進行打包。
：打包記錄一段時間內發生的交易和狀態結果，成為對當前帳本
 區塊（Block）
的一次共識。每個區塊以一個相對平穩的時間間隔加入至鏈中，在企業級區塊
鏈平台中，共識時間可以動態設定。
：區塊按照時間順序串聯起來，每個區塊記錄上一個區塊的雜湊
 鏈（Chain）
值關聯，是整個狀態改變的日誌記錄。
圖 1.1 的區塊鏈主要結構可以幫助大家理解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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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區塊鏈主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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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Merkle 樹是一棵二叉樹，所以它需要偶數個葉節點，也就是偶數筆交易。但
是在許多情況下，某個區塊的交易數目會出現奇數筆。對於這種情況，Merkle 樹
的解決方案是將最後一筆交易進行一次複製，構成偶數個葉節點，這種偶數個葉節
點的二叉樹也稱為平衡樹。
圖 1.6 展示的是一棵更大的 Merkle 樹，由 16 個交易構成。從圖中可見，不管一
個區塊中有一筆交易還是十萬筆交易，最終都能歸納成一個 32byte 的雜湊值作為

Merkle 樹的根節點。

圖 1.6

多節點的 Merkle 樹

當需要證明交易清單中的某筆交易存在時，一個節點只需計算 log2N 個 32byte 的
雜湊值，就可以形成一條從 Merkle 樹根到特定交易的路徑，Merkle 樹的效率如表

1.2 所示 [ 7] 。

ʟʟ表 1.2 Merkle 樹效率
交易數量（筆）

區塊的近似大小（千 byte） 路徑大小（雜湊數量）

路徑大小（byte）

16

4

4

128

512

128

9

288

2048

512

11

352

65535

16384

16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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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613 11:27:09.766522 node/node.go:340] IPC endpoint opened: /Users/chenyufeng/Library/
Ethereum/geth.ipc
I0613 11:27:09.766808 node/node.go:410] HTTP endpoint opened: http://0.0.0.0:8545
I0613 11:27:10.823407 cmd/geth/accountcmd.go:200] Unlocked account 90c2323cdeff75fd82e65ac49
6fc45eafadf4563
Welcome to the Geth JavaScript console!
instance: Geth/v1.5.2-stable-c8695209/darwin/go1.7.3
coinbase: 0x90c2323cdeff75fd82e65ac496fc45eafadf4563
at block: 10939 (Thu, 08 Jun 2017 23:52:17 CST)
datadir: /Users/chenyufeng/Library/Ethereum
modules: admin:1.0 debug:1.0 eth:1.0 miner:1.0 net:1.0
personal:1.0 rpc:1.0 txpool:1.0 web3:1.0
>

2

乙太坊錢包

乙太坊錢包（Ethereum Wallet）是一個乙太坊帳戶管理的獨立應用，它是開源的，
任何人都可以提交程式碼改進專案，同時可以離線管理帳戶，包括帳戶的建立、備
份、導入、更新等。乙太坊錢包最重要的功能是可以進行乙太幣交易。官方下載網
址 https://github.com/ethereum/mist/releases。圖 2.1 所示為乙太坊錢包主介面。安
裝完成以後，乙太坊錢包會同步全網的資訊，同步完成以後可以進行建立帳戶（見
圖 2.2）、設定密碼、轉帳（見圖 2.3）等作業。

圖 2.1

乙太坊錢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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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h console 2>> log_ﬁle_output
Welcome to the Geth JavaScript console!
instance: Geth/v1.6.0-stable-facc47cb/darwin-amd64/go1.8.1
coinbase: 0x1301639dc5dcade8fe4672faf1acda67bc14a057
at block: 0 (Thu, 01 Jan 1970 08:00:00 CST)
datadir: /Users/zhongweiwei/Library/Ethereum
modules: admin:1.0 debug:1.0 eth:1.0 miner:1.0 net:1.0 personal:1.0 rpc:1.0 txpool:1.0 web3:1.0

根據顯示輸入密碼，建立帳戶：
$ personal.newAccount()
Passphrase:
Repeat passphrase:
"0xfbcc605066317fd4f6bdf33d062d85513e3532c6"

查看所有帳戶，可以發現帳戶已經成功建立：
$ eth.accounts
["0x1301639dc5dcade8fe4672faf1acda67bc14a057", "0xe3e711a6a3bcd13eb108ec2955c41f9c8995fb59",
"0xd7e01b6aa71d3481f64856a5c013ab2df33c1c86", "0xfbcc605066317fd4f6bdf33d062d85513e3532c6"]

3

使用乙太坊錢包

乙太坊錢包是圖形化的用戶端，可以非常方便地進行帳戶管理。乙太坊錢包可以自
動讀取或寫入 keystore 檔。
查看所有的乙太坊帳戶介面，如圖 2.6 所示。

圖 2.6

乙太坊錢包查看所有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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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M，即乙太坊虛擬機器，是去中心化應用運行的容器，智慧合約被編譯成位元組
碼後可以運行在 EVM 中，關於 EVM 的詳細執行流程，將會在 2.2.2 節中進行概述。

LevelDB 是乙太坊底層的資料庫，是由 Google 開發的非常高效的鍵值（key-value）
資料庫，目前許多企業級的區塊鏈平台底層，也是使用 LevelDB 進行儲存的，關
於乙太坊的資料儲存，可以參考 2.2.3 節。多種不同的非對稱加密、雜湊演算法從
密碼學角度確保乙太坊平台上的帳戶安全和交易資訊安全，並使用數位簽章和驗證
簽名等機制確保資料的不可篡改，關於乙太坊涉及的加密演算法，將會在 2.2.4 節
中介紹。

Solidity 是 目 前 編 寫 智 慧 合 約 的 主 要 語 言， 是 一 種 語 法 類 似 JavaScript 的 高 階 語
言，它被設計成以編譯的方式生成乙太坊虛擬機器程式碼，是乙太坊推薦的旗艦語
言，也是最流行的智慧合約語言之一，關於 Solidity 和智慧合約，將會在 2.3 節中
進行深入講解。RPC 遠端程序呼叫是乙太坊提供給外界存取的介面，上層應用可

乙太坊架構
去中心化應用

智慧合約

區塊鏈

共識演算法

圖 2.10

挖礦模組

乙太坊架構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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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 已經預設建立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智慧合約 Sample：
//Sample 合約
contract Sample
{
uint value;
function Sample(uint v) {
value = v;
}
function set(uint v) {
value = v;
}
function get() constant returns (uint) {
return value;
}
}

Sample 合約使用 set(uint v) 方法為合約中的狀態變數 value 設定值，使用 get()
方法取出 value 的值。建構方法 Sample(uint v) 會在合約初始化時被呼叫。

2

部署應用

按功能列中的 Deploy → Deploy to Network，設定部署相關資訊。首先需要在終
端 機 中 啟 動 乙 太 坊 私 鏈， 並 開 啟 挖 礦。 如 圖 3.3 所 示， 在 Deploy Scenario 中，

Deployment account 是呼叫部署合約方法的帳戶，當前乙太坊私鏈中的帳戶都可以
進行選擇；在 Gas price 中可以選擇預設的 gas 值；Deployment cost 是預計要花費
的乙太幣的值；Deployed Contracts 是部署合約完成後，合約在乙太坊中的合約位
址；Verifications 是確認，合約在部署過程中需要被區塊確認，經過多個區塊挖礦
後，合約才能部署成功。

圖 3.3

Mix 中部署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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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0.6 版本中，Peer 節點承擔了太多的業務功能，暴露出了擴展性、可維護性、
安全性、業務隔離等方面的諸多問題。因此，在 v1.0 版本中，官方對架構進行了
改進和重構。可以清晰地看到，v1.0 版本將共識服務部分從 Peer 節點中完全分
離，獨立形成一個新的節點提供共識服務和廣播服務。同時 v1.0 版本引入了通道
的概念，實現多通道結構和多鏈網路，帶來更為靈活的業務適應性。同時還支援更
強的設定功能和策略管理功能，進一步增強系統的靈活性。
成員服務
No SPoF
No SPoF

應用用戶端

Keys

Endorser

O-Service

認證（Enroll）

Commiter
交易提案
（Endorser Proposer）
交易提案
（Endorser Proposer）

Ledger

提交交易
（Submit Tx）
傳送區塊
（Deliver batch）

原子廣播

SDK nodejs

peer
節點

共識機制
Solo
Kafka
SBFT

Chaincode
Event

圖 4.3

運行時架構（v1.0）

相比 v0.6 版本，新的架構使得系統在許多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主要有以下的幾
大優勢。
 合約程式碼信任的靈活性（chaincode

trust flexibility）。v1.0 版本從架構上，

將合約程式碼的信任假設（trust assumptions）與共識服務（ordering service）
的信任假設進行了分離。新版本的共識服務可以由一組單獨的節點（ orderer）
來提供，甚至允許出現一些失效節點或惡意節點。而對於合約程式碼程式而
言，它可以指定不同的背書節點，這大幅增強了合約程式碼的靈活性。
。在新的架構下，負責為指定合約程式碼背書的背書節
 可擴展性（scalability）
點與共識節點是一種正交的關係，所以相比原來 v0.6 架構所有業務功能都在

Peer 節點上執行，v1.0 版本架構的擴展性大為提升。尤其是當不同的合約程
式碼所指定的背書節點不存在交集時，系統可以同時進行多個合約程式碼程式
的背書作業，這妥善提高了系統處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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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abric 的系統實現中，成員服務由幾個基本實體組成，它們互相協作來管理網
路使用者的身份和隱私。這些實體，有些負責驗證使用者的身份，有些負責在系統
中為使用者註冊身份，有些為使用者在進入網路或者呼叫交易時提供所需的憑證憑
據。PKI 是一個使用公開金鑰加密的框架體系，它不僅可以確保網路上的資料安全
交換，而且還可以用來確認管理對方的身份。同時在 Fabric 系統中，PKI 還用於管
理金鑰和數位憑證的生成、分發及撤銷。
通常情況下，PKI 體系包含憑證頒佈機構（CA）、註冊機構（RA）、憑證資料庫和
憑證存放區實體。其中，RA 是一個信任實體，它負責對使用者進行身份驗證，以
及對資料、憑證或者其他用於支援用戶請求的材料，進行合法性審查，並負責建立
註冊所需的註冊憑證。CA 則會根據 RA 的建議，為指定用戶頒發數位憑證，這些
憑證由根 CA 直接或分層進行認證。成員服務的詳細實體如圖 4.4 所示。

圖 4.4

成員服務實體組成

下面針對圖中的實體進行進一步介紹說明。


Root Certificate Authority（Root CA）：根 CA，代表 PKI 體系中信任的實體，
同時也是 PKI 體系結構中的最頂層認證機構。



Enrollment Certificate Authority（ECA）：負責在驗證用戶提供的註冊憑證後
發出註冊憑證（EC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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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鏈碼執行通道圖
鏈碼執行過程如圖 4.12 所示。
 用戶端（SDK/CLI）建立交易提案，包含鏈碼函數和呼叫參數，並以

proto 訊

息格式發送到背書節點。
 背書節點呼叫

SHIM 包的方法建立鏈碼模擬交易執行內容。

 背書節點初始化合約、呼叫參數，基於讀取和寫入的

Key 生成讀寫作業集。

 背書集群節點模擬提案執行：執行讀作業，向帳本發送查詢狀態資料庫的請

求；模擬寫作業，取得 Key 的 value 值版本號，模擬更新狀態資料。
 若回傳執行成功，則執行背書作業；若回傳失敗，則推送錯誤碼

500。

，提案
 背書節點對交易結果執行簽名，將提案結果回傳給用戶端（SDK/CLI）
結果包括執行回傳值、交易結果、背書節點的簽名和背書結果（同意或拒絕）。
SDK/CLI

FABRIC

SHIM

創建賬本仿真交易
執行內容
發起提案

CHAINCODE

CHAINCODE 背書

初始化並
呼叫合約函數

發送合約 proto 消息
發送合約 proto 消息
獲取賬本資料

發送請求
獲取狀態資料
成功 失敗

成功 失敗
如果回傳失敗，
回傳錯誤碼
500

回傳執行狀態

執行背書

成功

回傳提案結果
回傳應用
執行結果

圖 4.12

鏈碼執行流程圖

166

CHAPTER

04

Hyperledger Fabric 深入解讀

做好假設之後，開始案例流程，如圖 4.13 所示。

（3）Propose, anchor

E1 節點

E2 節點

（6）Deliver
（4）Transaction-valid
（6）Deliver

用戶端
（1）Propose
（3）Propose, anchor

（5）Broadcast

（2）Transaction-valid, anchor

E4 節點
共識服務
Ordering Service

（4）Transaction-valid

（6）Deliver
（6）Deliver
E5 節點
E0 節點
E3 節點

圖 4.13

交易背書通用流程

（1） 用 戶 端 應 用 從 SDK 發 送 出 一 個 交 易 提 案（Transaction Propose） 給 背 書 節 點

E0。它用來接收智慧合約中相關功能函數的請求，然後更新帳本資料（即資產
的鍵 / 值）
。同時在發送前用戶端會將這一交易提案打包為一種可識別的格式
（如 gRPC 上的 protocol buffer）
，並使用用戶的加密憑證為該交易提案簽名。
（2） 背書節點 E0 收到用戶端發送的交易提案之後，先驗證用戶端簽名是否正確，

然後將交易提案的參數作為輸入模擬執行，執行作業會生成包含執行回傳值、
讀取作業集合和寫入作業集合的交易結果（此時不會更新帳本），再對這個交
易提案進行背書作業，附上 anchor 資訊發送回用戶端。
（3） 用戶端想要進一步得到 E1 的認可，因此需要發送交易提議給 E1，並且此時可

以決定是否附上從 E0 處得到的 anchor 資訊。
（4） 背書節點 E1 與先前 E0 的方式一樣，驗證用戶端簽名，驗證之後模擬執行，

再將驗證後的 Transaction-valid 資訊發送回用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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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RBFT 自動恢復
區塊鏈網路在運行過程中由於網路不穩、突然斷電、磁碟故障等原因，可能會導致
部分節點的執行速度落後於大多數節點，甚至直接當機。在這種情境下，節點需要
能夠做到自動恢復，並將帳本同步到當前區塊鏈的最新帳本狀態，才能參與後續的
交易執行。為了解決這類資料恢復工作，RBFT 演算法提供了一種動態資料自動恢
復機制。

RBFT 的自動恢復機制會主動索取區塊和正在共識的區塊資訊，使自身節點的儲存儘
快和系統中的最新儲存狀態一致。自動恢復機制大幅增強了整個區塊鏈系統的可用
性。RBFT 為了恢復的方便，對執行的資料設定 checkpoint（檢查點）
，checkpoint 是
通過全網共識的結果，其格式如圖 6.6 所示。這樣就能保障每個節點上的 checkpoint
之前的資料都是一致的。

圖 6.6

RBFT checkpoint 示意圖

除了 checkpoint 之外，還有部分資料儲存的是當前還未共識的本機執行進度。這樣
在恢復的過程中，首先需要本節點的 checkpoint 點與區塊鏈其他正在正常服務節點
的 checkpoint 同步。其次，需要恢復檢查點之外的部分資料。圖 6.6 為 checkpoint
的示意圖，左邊為 checkpoint 部分，右邊為當前執行檢查點之外的部分。圖 6.7 所
示是自動恢復機制的基本處理流程圖。
查詢穩定區塊高度
從各個節點返回穩定區塊高度
確定要恢復的區塊高度
查詢從第一個節點到穩定區塊高度的所有區塊

新啟動
節點

區塊

獲取共識中的批量交易
批量交易

圖 6.7

RBFT 自動恢復流程

運行中
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