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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块链是在数字加密货币的应用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分布式数据库技术。区块链系统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

改、分布共识、可溯源和最终一致性等特点，这使其可以用于解决不可信环境下数据管理问题。区块链独特的数据管理功能
已经成为各领域应用中发挥其价值的关键。本文基于对比特币、以太坊、超级账本等代表性区块链系统的研究分析，阐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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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系统中分布式数据管理技术。首先，深入讨论区块链系统与传统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之间的异同点，从分布式部署模式、
节点角色、链拓扑结构等多个方面给出区块链的分类。然后，详细分析各类区块链系统所使用的数据存储结构、分布式查询
处理与优化技术及其优缺点。最后，总结区块链系统的分布式数据管理技术在各专门领域应用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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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ockchain is a technique of distributed database which is developed with the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encrypted currency. A blockchain system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centralization, non-tampering, distributed
consensus, provenance and eventual consistency, which makes it be applied to solve data management problems
under the untrusted environments. The data management function of a blockchain system has already become the
important feature for playing its value in the applications of different domains. Blockchain systems make every
node contain a complete copy of ledger data, and use distributed consensus algorithms to ensure the consistency
of data. Therefore, a blockchain system is a new kind of distributed data management system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distributed database systems. With analyzing the representative blockchain systems including Bitcoin,
Ethereum and Hyperledger Fabric,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tributed data management techniques in existing
blockchain systems, which covers query processing, smart contract,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data storage
layers in the architecture of blockchain systems.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main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a blockchain system and a traditional distributed database system. Just like a distributed databa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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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lockchain system has features of distribution, transparency, autonomy and scalability on managing data, but it
is also different from most of distributed database systems on topologic, data distribution, query processing,
consistency and security mechanism. Then,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lassification of blockchain systems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distributed deployment styles, node roles and topological structur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blockchain systems are designed to adapt blockchain application environments. The
models of public blockchain, consortium blockchain and private blockchain are proposed, and functions of
blockchain are regrouped and deployed to make nodes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a system. Moreover, the multiple
topologic structures of blockchain are proposed. Besides the chain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blockchain, the DAG
structures, such as Tangle and Lattice, are appli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blockchain systems. Third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chniques of distributed data storage management, distributed query processing and
optimization used in blockchain systems and discusses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pecifically, the data
storage techniques of existing blockchain systems are deeply analyzed, including the data structures of storage,
as well as the organization of data files and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Key-Value databases such as LevelDB are
usually used in blockchain system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ccessing ledger data and state data. Currently,
more research works focus on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including database, index and distributed storage, to
optimize the storage of blockchain.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various queries in the existing blockchain systems
and classifies them into three types: account query, transaction query and contract query. The distributed query
processing techniques used in blockchain systems are discussed. Fourth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distributed data management techniques for blockchain systems, including distributed
storage for blockchain data, efficient and secure consensus mechanism for blockchain transactions, high
available query processing, distributed management of smart contracts, privacy protection for blockchain data,
data audit and monitoring in blockchain system. Finally, this paper shows the distributed data management of
blockchain systems in various domain-specific applications, such as finance, manufacture, network storage,
credit and other fields.
Key words Blockchain; Distributed Data Management; Data Storage; Query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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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应用日益普及的大环境下，大量应
用需要将发生的事件、行为、状态持久地记录在分
布式环境中以用于日后的查询，即进行分布式记
账。分布式记账已经逐渐成为互联网应用中的一项
重要功能。以电子商务交易系统为例，客户需要执
行提交订单、通过电子银行向商家支付货款、从物
流公司收货等操作，商家需要执行接受订单、通过
物流公司发货、通过电子银行收款等操作，电子银
行方需要执行从客户收款、向商家付款等操作，物
流公司需要执行从商家收货、收取物流款、向客户
发货等操作。客户、商家、物流公司、电子银行共
四方处于一个分布式环境中，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
记录相关的操作和信息。由于各方之间并不存在完
全信任关系，最终以哪一方记录的账目为确认信息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传统的方法采用由电子商务交

易服务平台，作为公正的第三方进行统一记账，所
有的对于交易信息的查询操作全部在这个平台上
进行处理，物流公司和银行的部分数据也以接入的
方式添加至交易服务平台。在这种传统集中式记账
方式里，主要的交易信息存储在单一的记账方，这
是一种"逻辑"上的集中式存储模式，即交易数据存
储在唯一的某业务参与方并由其负责管理。集中式
记账方式存在的问题包括：
（1）记账方为了保证可
靠性需要存储数据的多个副本，从而造成了数据存
储的性能瓶颈；
（2）交易数据可能被记账方篡改且
无法验证，因此各参与方需要完全信任记账方；
（3）
记账方受到攻击后数据难以恢复。因此，传统集中
式记账方式存在着存储效率低、可信性差、易受攻
击等弊端。
为了解决以上难题，采用分布式记账方式的比
特币系统(Bitcoin)[1]在 2008 年被首次提出，并受到
广泛关注。随后，区块链技术作为比特币系统所采
用的底层技术逐渐引起工业界与学术界的重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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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币系统所具有的分布共享性、共识性、不可篡改
性、可溯源性和最终一致性等特点均来源于区块链
技术。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方式中，所
有参与方都可以保存一份相同的完全账本，新加入
的参与方可以下载完全账本并验证账本的正确性。
这种方式降低了传统集中式记账方式中记账方的
多副本数据维护成本，同时参与方也可以通过访问
本地数据提高访问效率。此外，在区块链系统中，
交易的账目采用数字签名和加密算法处理，从而提
高了系统中数据的安全性，而区块之间通过哈希值
串联的数据关联方式和基于共识算法确认区块的
数据写入机制也使得区块链上的数据极难被篡改。
起初，区块链技术所支撑的比特币系统仅是一
个专用的交易系统，并不支持虚拟货币交易以外的
其他功能，这严重限制了区块链技术在分布式数据
管理上的应用。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大
量新型区块链系统。2014 年由 Vitalik Buterin 基于
区块链技术推出了以太坊(Etherum)平台[2]。以太坊
提供了基于智能合约的编程功能，支持区块链应用
的二次开发，这标志着区块链 2.0 时代的诞生。超
级账本（Hyperledger Fabric）[3]则是基于 IBM 早期
贡献出的 Open Blockchain 为主体搭建而成的 Linux
基金会的区块链项目，其主要目的是发展跨行业的
商用区块链平台技术。在超级账本框架中，包括了
Hyperledger Fabric  、 Hyperledger Burrow  、
Hyperledger Sawtooth和 Hyperledger Iroha 等多个
项目，构成了完整的生态环境。区块链 3.0 时代[4]
则是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范围扩展到各类应用之
中，服务领域除金融、经济之外，还包括政府、健
康、科学、文化等领域。区块链技术将支持各类资
产交易与登记的去中心化可信处理，并与物联网等
技术融合。
未来，区块链技术将会与其他新兴技术相结合
用于各类应用之中，诸如区块链+科学、区块链+医
疗、区块链+教育、区块链+能源等应用将会迅速发
展。目前，区块链技术已应用于多个领域之中。在
数字货币服务领域，支持支付、兑换、汇款、交易
功能；在金融服务领域，支持清算、结算、安全监
管、反洗钱等功能；在 B2C 服务领域，支持无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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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商亭等新业务；在 P2P 租赁管理领域，支持无
需中介的货物交换、租赁等共享经济新业务；在供
应链管理领域，支持物理资产签名、物流跟踪和交
付等功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用于建立不可篡
改的权利和拥有权；在征信管理领域，支持身份认
证、日志审计和监管等；在溯源管理领域，支持数
据鉴别与存证、防伪溯源等功能。
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建立在多种技术之上的分
布式共享账本技术，而区块链本质上是一种多方参
与共同维护的分布式数据库。相对于集中式数据库
管理系统，区块链系统采用去中心化或者弱中心化
的数据管理模式，没有中心节点，所有参与节点均
可以存储数据，而事务的持久性则依靠参与节点共
同维护的不断增长的数据链和非集中式的共识机
制予以实现，保证了数据在基于验证基础上的可信
性。此外，相比于传统的分布式数据库和分布式数
据存储系统，区块链系统的参与节点可以获得完整
的数据副本，而非部分数据的副本。区块链系统的
特殊数据存储机制和一致性共识机制是其不同于
传统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主要原因。
区块链的数据存储结构和数据组织方式不同
于其他数据存储系统。区块链将数据记录组织成区
块（Block）
，并在每个区块的区块头中通过记录前
一区块的哈希值将区块组织成链式结构。这种结构
使区块链的数据存储具有不易篡改性、可溯源性和
可验证性。然而，区块链的存储结构和基于密码学
算法的共识机制也为数据管理带来了交易确认效
率低和查询不便等诸多弊端。例如在记录交易的吞
吐量方面，使用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系统仅支持每
秒处理 7 笔交易数，并且还需要经过 1 小时以上时
间才可以确认写到区块(相关研究表明 43%的比特
币交易未能在一小时内得到处理)。此外，区块链
的数据记录按时间顺序存储在区块中，这为交易数
据的查询处理带来了挑战，当前很多数字货币系统
的查询处理都要依赖于某种键值数据库系统。
其次，区块链的共识机制也不同于分布式数据
库系统。区块链系统为了在 P2P 网络环境下保证交
易操作符合事务特性，需要维护数据一致性，并避
免“双重支付”（Double Spends）的发生，这是区
块链共识机制的主要考虑的问题。同时，由于区块
链网络本身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参与节点完全

Hyperledger Fabric. https://www.hyperledger.org/projects/fabric

 Hyperledger Burrow. https://www.hyperledger.org/projects/hyper
ledger-burrow

Hyperledger
https://www.hyperledger.org/projects/sawtooth


Saw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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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43% of Bitcoin Transactions Aren’t Processed after First
Hour. 2017. https://www.ccn.com/43-bitcoin-transactions-not-processed-one
-hour-study-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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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并没有统一的节点负责管理和维护，为此区
块链节点之间需要使用 P2P 技术实现数据广播以更
新节点的状态信息和账本信息。
区块链系统公认的基础架构模型[5]主要分为 6
层，本文在其基础上增加了查询层，以便对区块链
系统的查询处理机制进行分析。这样，区块链系统
架构扩展为 7 层，如图 1 所示，主要包括：1）应
用层，基于区块链的各类应用，如数字货币、区块
链金融、区块链征信等；2）查询层，实现对交易
账本数据的访问和验证，以及对账号状态的查询；
3）合约层，由脚本、算法机制和智能合约所构成
的可编程基础框架；4）激励层，负责为奖励记帐
工作而进行货币发行、交易费用分配任务；5）共
识层，封装网络节点的 PoW、PoS、DPoS 和 PBFT
等各类共识算法，实现分布式共识机制；6）网络
层，封装 P2P 组网机制，数据传播机制和数据验证
机制；7）数据层，封装底层数据区块的数据结构
和加密机制。当前的区块链系统大多基于该系统架
构进行实现，其中数据层、网络层、共识层和查询
层是区块链系统的必要元素。
现有相关工作针对区块链系统不同层次的技

2019 年

术和区块链在各领域上的应用进行了大量研究与
综述。对于区块链系统所包含的关键技术和研究现
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袁勇等人[5]在区块链的
基础架构模型方面对比特币的原理和技术进行了
系统的阐述，于戈等人[6]结合比特币系统介绍了区
块链的概念和技术，并对前景进行了展望，邵奇峰
等人[7]根据对比特币、以太坊和超级账本等多个区
块链平台的分析，总结了区块链的优势、劣势和发
展趋势。在应用层方面，文献[8]对区块链在数字货
币上的应用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刘敖迪等人[9]介绍
了区块链技术在信息安全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进展。
由于区块链具有健壮的数据存储能力，因此相关研
究工作在数据存储系统上进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10,11]
。对于合约层，贺海武等人[12]结合多个领域应
用场景对智能合约技术的概念、关键技术和面临的
问题进行了阐述。此外，对于共识层、网络层和数
据 层， 已有研 究分 别对区 块链 系统的 共识 机制
[13,14]
、安全机制[15,16]、网络协议[17]、可信数据管理
[18]
和查询处理[19]进行了整理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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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层

区块链金融

分布式数据管理

......

区块链系统的架构模型

区块链在设计之初就是以进行防篡改的数据
存储和管理为目的，分布式数据管理是区块链系统
的主要功能之一。区块链技术中涉及分布式数据管
理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区块链架构的查询层、合约
层、网络层和数据层，其中查询层和合约层在区块
链系统中负责实现对数据的处理操作，
如图 1 所示。
本文主要以分布式数据管理为视角，基于对当前主

流的区块链系统分析，对比不同区块链系统在数据
管理上的差异，对其中分布式数据管理所涉及的数
据存储技术、查询处理机制和算法进行阐述和分
析，并对区块链研究中涉及分布式数据管理的挑战
进行探讨，对各领域的应用进行展望。
本文组织如下：第 2 节对区块链系统的分布式
数据管理机制进行分析，对比区块链系统和传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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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式数据管理系统的异同；第 3 节介绍区块链系统
的分类；
第 4 节介绍区块链系统中的数据存储技术，
包括物理存储结构，对比不同区块链系统在物理存
储机制上的差异，以及区块链系统所采用的数据存
储优化技术；第 5 节介绍区块链系统的数据查询处
理技术；第 6 节探讨区块链系统在分布式数据管理
方面所面临的研究挑战和发展方向，第 7 节展望区
块链所支持领域应用的场景和待解决的问题，第 8
节总结全文。

2 区块链系统的分布式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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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系统作为一种分布式数据库管理系统，
主要以解决数字货币的货币转移、兑换和支付功能
而被提出。区块链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数据的公开透
明、不可篡改和网络结构的去中心化等几个方面。
由于区块链主要面向的是不可信数据存储环境下
的记账应用，因此在数据存储上采用了去中心化、
全副本的分布式方式，即所有参与方均通过 P2P 网
络结构连接，并可以存储完整的共享账本。由此可
见，区块链系统在管理交易记账上虽然使用了分布
式数据管理方式，但与传统的集中式数据管理和分
布式数据库系统管理数据的方式均有所差别。本节
主要将区块链系统与传统数据管理方式进行对比
和分析，并阐述彼此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性。

中式记账系统，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交易记账系统具
有公开透明、去中心化、可溯源查询和不可篡改等
诸多的优势，从而避免了集中式记账方式中账本的
真实性高度依赖于对记账方信任的弊端。这里以电
子商务的交易记账应用为例，对传统基于清算中心
的集中式记账方式和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方
式的记账业务流程进行对比。传统集中式记账方式
如图 2(a)所示，交易相关的账目数据集中存储在清
算中心的数据库中，交易的参与各方如果需要调用
完整的交易信息需要访问清算中心，其弊端主要体
现在完全依赖于对清算中心记账方的信任，一旦记
账方失信或遭受攻击，其保存的数据也随之失去可
信性。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方式如图 2(b)所示，其
中账本数据是整体共享的，以区块为单位通过密码
学算法链接在一起，且网络中任何一个参与方均可
以存储完整的共享账本副本，而数据的安全性则也
是基于密码学算法予以保证。由于所有参与方均保
存有共识后的共享账本，因此任何一个参与方进行
双重支付或篡改账本数据的难度变得极大，从而保
证账本数据在不可信环境中的可信性。区块链系统
的分布式记账方式使其在数据存储管理的方式上
与分布式数据库相同，即存储结构化的数据集合，
这些数据逻辑上属于同一系统，物理上分布在计算
机网络的各个不同的场地上[17]。区块链系统同样具
有分布式数据库所具有的诸多特性：
（1）分布性
区块链系统与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在数据的存
储方面都是物理上分散、逻辑上统一的系统。区块
链系统中具有全局统一的数据模式，数据以副本形
式存储在参与节点中，每个参与节点存储的是数据
模式相同且数据一致的共享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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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区块链与传统分布式数据库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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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主要是针对现有金融机构的集中
式记账系统的信任问题而被提出的，其本身是由分
布式存储、P2P 网络、加密算法、共识机制等多种
技术所构成的。中本聪基于区块链技术设计并发行
了数字货币“比特币”，用以解决美国次贷危机中
所展现的金融机构信任问题。相比于金融机构的集

共享账本

审计
账单

甲方

清算

乙方

账单

中心

账单

甲方

审计方

银行

银行
所有参与方都有共享账本副本
账单

(a) 传统集中式记账方式

(b) 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方式

图2

记账业务流程对比

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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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明性
区块链系统在数据访问上具有透明性，用户看
到的共享账本是全局数据模型的描述，就如同使用
集中式数据库一样，在记录交易数据时也不需要考
虑共享账本的存储场地和操作的执行场地。在数据
复制方面，区块链系统的共享账本存储在各个参与
节点上，并通过共识机制自动维护数据的一致性。
（3）自治性
区块链系统的参与节点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在
通信方面，参与节点可以独立地决定如何与其他参
与者进行通信；在查询方面，参与节点本地就保存
了完整的共享账本，可以在本地执行对账本数据的
访问。
（4）可伸缩性
区块链系统支持参与节点规模的任意扩展。区
块链系统允许参与节点在任意时刻加入和退出系
统。而且，由于区块链的参与节点保存的是完整共
享账本，因此对于参与节点重新加入区块链系统
后，仅需要从其他节点更新缺失的区块数据即可完
成数据的重新分布，不会影响整体的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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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系统原始的设计目的之一是解决非信
任环境下数据的可信性问题。所谓的非信任环境是
指负责数据存储的节点可能随意篡改数据而其他
参与节点又无法识别，这将造成参与节点之间的互
不信任问题。对于传统分布式数据库管理系统而
言，系统建立在信任环境，其中参与节点采用统一
管理的方式，节点之间具备完全相互信任的关系。
因此区块链与传统的分布式数据库在数据管理方
式上又具有显著的差异，如图 3 所示，具体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去中心化拓扑结构
在参与节点的网络拓扑结构方面，区块链系统
的去中心化结构采用了基于 P2P 的分布式模式，这
种 结 构 与 基 于 P2P 网 络 结 构 [20] 的 数 据 库 系 统
(P2PDBS)[21,22]相似。如图 3(b)所示，区块链节点通
过通信控制器(CM)仅基于邻居地址进行通信，其加
入和退出都是随意和动态的。传统分布式数据库虽
然数据分布在不同的场地，但是通常采用中心化的
主从结构，由全局的网络管理层存储各个局部数据
库节点的地址和局部数据的模式信息，以用于查询
处理时进行全局优化和调度，如图 3(a)所示。

全局节点地址

数据库节点

P2P 网络

邻居地址

邻居地址

邻居地址

邻居地址
区块链节点

CM

CM

CM

CM

CM

CM

CM

DP

DP

DP

DP

DP

DP

DP

DP

本地数据

本地数据

本地数据

本地数据

本地数据

A

B

C

D

局部模式

局部模式

局部模式

局部模式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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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D

全局模式

本地数据

A

C

全局模式

全局模式
C

本地数据

A

A

C

D

全局模式

C

D

全局模式

全局模式

A
B

D

本地数据

A

D

C

D

全局数据

全局数据

(a)传统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b)区块链系统

图3

区块链系统与传统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对比

（2）数据分布方式
分布式数据管理的数据存储方式，通常分为两
[23]
类 ：1）分割式：数据被划分成若干个不相交的
分片，分别保存在不同的节点上，数据的划分方法
分为水平分片和垂直分片；2）复制式：同一个数
据分片保存在一个以上的节点上，复制方式分为部
分复制和全复制。分割式能够节省数据的存储空

间，查询时需要在节点间传输数据，虽然使用半连
接等算法可进行优化，但效率依然较低。复制式通
过多节点的数据冗余存储可提高查询效率，但耗费
存储空间且需要维护数据一致性。区块链系统的数
据分布采用的是全复制式，即每个参与节点都在本
地复制了具有全局模式的全部数据。因此，数据在
区块链系统中是全局共享的，如图 3(b)所示。相比

于戈等：区块链系统中的分布式数据管理技术-挑战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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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区块链系统，传统分布式数据库的分布方式主要
基于在全局模式创建局部模式，再对数据进行垂直
分片和水平分片，如图 3(a)所示，每个节点存储的
是全局数据分片的副本，再通过数据分片的元信息
管理实现全局数据的访问和查询处理。当前很多基
于分布式数据库技术的大数据存储系统，
如 HBase
等，均采用集中式的元信息管理节点管理数据副本
的分布信息。
（3）数据查询处理
区块链系统中对账本信息的查询处理通常在
存储了完整共享数据的参与节点本地执行。由于区
块数据采用基于文件的存储方式且本身缺少索引
结构，因此在区块链上直接执行对账本查询只能使
用顺序扫描的方式访问所有区块数据。目前区块链
系 统常 用的查 询优 化方式 是将 账本记 录存 储在
Key-Value 数据库中，以提高数据的访问效率。当
前，比特币和以太坊等系统都使用了 LevelDB存
储和检索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太坊这类支持
智能合约的第二代区块链系统中，智能合约代码的
执行处理是嵌入在区块链记账功能中的。因此，对
智能合约代码的调用是在所有参与进行共识验证
的节点上执行。传统分布式数据库的查询处理主要
基于数据副本的大小和分布场地进行优化 [24],而在
面向大数据的分布式数据库上则采用基于并行计
算思想的查询优化方法[25]。
（4）数据一致性维护
数据一致性是保证数据正确性和可信性的关
键，区块链系统采用共识机制来保证各节点上数据
的一致性。在数字货币的应用中通常采用工作量证
明机制(PoW)通过算力竞争保证分布式的一致性
[26]
，如解决基于 SHA256、Ethash等算法的数学难
题，而从节约能耗的角度，则会采用权益证明机制
(Proof-of-Stake, PoS) 和 授 权 权 益 证 明 机 制
(Delegated Proof-of-Stake, DPoS)等方法。其中，使
用工作量证明机制进行一致性维护的最大问题在
于共识的效率过低，一个区块的一致性需要在其后
生成一定长度的后续区块之后才能够被确认。分布
式数据库系统通常采用包括实用拜占庭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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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FT[27] 、Paxos[28] 、Gossip[29] 、RAFT[30] 等高效的
算法维护数据的一致性，而这些算法也被一些面向
联盟链应用的区块链系统所采用。
（5）数据安全性机制
区块链系统在安全性方面主要为用户提供了
数据篡改验证、数据溯源和加密安全机制。数据的
篡改可以通过校验前后区块的哈希值进行验证，因
此要篡改数据并被所有参与者认可就需要在算力
上付出高昂代价以重新生成区块，其难度相比传统
的集中式和分布式数据库都要大很多。但是在数据
的可访问性上，由于区块链的共享性，所有用户均
可访问完整数据，而传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则基于用
户身份验证方式控制数据的访问。为了解决共享数
据上的隐私安全性问题，区块链采用了基于非对称
加密的交易方式实现匿名交易，其优点是很好地保
护了用户隐私，缺点是一旦密钥丢失用户的账号信
息将无法恢复。
综上所述，区块链系统相比传统分布式数据库
系统，在记账方式上提供了更好的分布性、透明性
和可信性，在功能上提供了防篡改验证机制和智能
合约机制，因此更加适合在非可信环境下的匿名使
用。另一方面，相比传统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区
块链系统在网络结构、数据存储和访问方式上也具
有显著的差异。

Apache HBase Reference Guide. http://hbase.apache.org/book.html



LevelDB. http://leveldb.org/



Ray J. Ethash. https://github.com/ethereum/wiki/wiki/Ethash

 Bitshares. 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http://docs.bitshares.org/
bitshares/dpos.html

3.1 区块链系统部署方式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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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块链系统的分类

区块链系统根据其分布式部署方式和开放对
象被划分为三种：
“公有链”(Public Blockchain)、
“联
盟链”(Consortium Blockchain)和“私有链”(Private
Blockchain)。三类区块链系统的对比如表 1 所示。
（1）公有链
公有链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任何互联网用户都
能够随时加入并任意读取数据，能够发送交易和参
与区块的共识过程。比特币和以太坊等虚拟货币系
统就是典型的公有链系统。公有链是完全去中心化
的结构，其共识机制主要采用 PoW、PoS 或 DPoS
等方式，将经济奖励和加密算法验证相结合，以保
证经济奖励和共识过程贡献成正比。此外，公有链
中程序开发者对系统的代码是完全开源的，而且开
发者无权干涉用户。
在分布式数据管理方面，公有链系统的优势和
缺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计 算 机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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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区块链系统类型对比
公有链

联盟链

私有链

网络结构

完全去中心化

部分去中心化

（多）可信中心

节点规模

无控制

可控

有限

加入机制

随时可以参加

特定群体或有

机构内部节点

限第三方
记账方

任意参与节点

预选节点

机构内部节点

数据读取

任意读取

受限读取

受限读取

共识机制

容错性高、交易

容错性和交易

容错性低、交易

效率低

效率适中

效率高

(PoW 或 PoS 等)

(PBFT, RAFT)

(Paxos, RAFT)

激励机制

有代币激励

无代币激励

无代币激励

代码开放

完全开源

部分开源或定

不开源

向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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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1）数据透明性高。公有链是任何人都可以未
经许可加入的，同时公有链的数据也是开放给所有
参与者的。这使得在公有链上存储的数据具有很高
的透明性，加入系统的参与者都可以下载和读取区
块链数据，并对其中的账本记录或智能合约内容进
行验证，从而无需依靠可信的第三方。
2）存储容错性高。在公有链中有大量的参与
节点存储着完整的区块链数据用以执行区块的共
识和交易验证，相当于在分布式存储系统的每个节
点上都保存了数据的完整副本。这确保了系统在数
据存储上的高容错性，即数据存储在公有链系统中
几乎不会丢失，更无法被轻易篡改。
3）系统创建成本低。与传统分布式数据库等
存储系统不同，公有链系统无需设计基础架构系
统，而是运行在分散式应用程序之上。因此，公有
链创建者无需维护大量的存储服务器和聘用系统
管理员，从而降低了创建系统的成本，系统运行的
成本由参与者负担。
缺陷：
1）数据处理速度低。区块链交易记录写入区
块等同于数据库中的事务提交。数据写入区块链并
在节点间达成一致性确认的效率是由区块链的共
识机制所决定的。公有链由于参与节点数量庞大，
且采用各种证明机制（PoW 或 PoS 等）实现数据的
一致性共识，这导致了共识达成的时间效率低下，
也造成了在数据存储上的低效问题。
2）数据存储吞吐量低。公有链的协议中限制
了区块的大小，这使得每个区块所能存储的交易记
录的数量受到限制。由于公有链中区块的生成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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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时间较长，从而导致区块链作为存储系统具有较
低的吞吐量。
3）易产生硬分叉。当新版本软件定义了新协
议规则且与旧版本不兼容时，运行新旧不同协议软
件的节点将在原有区块链基础上产生两条基于不
同规则的区块链硬分叉。公有链系统中的参与者具
有高度的自治性，因此一旦有新协议的软件出现，
就极易产生基于新旧协议的硬分叉出现，从而分裂
成两个永远不会合并的区块链系统。比特币和以太
坊系统都发生过硬分叉。
4）运行依赖代币。公有链系统为了激励节点
能够参与共识过程，需要采用代币奖励的激励机
制。而参与者在公有链上发送交易或智能合约等操
作都需要依赖于其持有代币才能够执行，这将导致
参与者交易成本的增加。
（2）联盟链
联盟链是仅对特定的组织团体开放的区块链
系统，主要特点是其共识过程受到预选节点控制。
联盟链的数据可能允许所有用户可读，或者只允许
受限于参与者读取。在结构上联盟链采用“部分去
中心化”的方式，将节点运行在组成联盟共同体的
有限数量的机构中。联盟链的加入机制相对更加严
格，节点间具有一定的信任性，不需要激励机制，
因此共识机制不需要工作量证明等资源消耗较大
的方法，更多的是采用容错性和性能效率适中的算
法，如实用拜占庭容错算法（PBFT）和 DPoS 等。
联盟链常用于银行、保险、证券、商业协会、集团
企业及上下游企业。典型的联盟链系统有超级账本
[3]
和 R3 的 Corda 系统。联盟链系统通常采用部分
开源和定向开发的方式。
在分布式数据管理方面，联盟链系统的优势和
缺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优势：
1）数据写入吞吐量高。联盟链的共识机制会
采用更加节能和高效的拜占庭容错类算法，这使得
系统数据处理的效率显著提升：数据写入系统的吞
吐量大幅提升，写入区块的响应时间也明显缩短。
超级账本系统的每秒钟处理事务个数（TPS）可以
达到 300 至 500，远高于比特币这类公有链系统。
2）提供具有隐私保护的数据共享。联盟链通
常创建于明确的组织机构之间，参与成员之间既要
共享数据又要保护隐私。因此联盟链系统在数据管

报



Corda. http://www.corda.net/

于戈等：区块链系统中的分布式数据管理技术-挑战与展望

算
计

理上会采用基于通道方式的数据隔离机制，并结合
高强度的加密处理和零知识证明等隐私保护方法
对数据进行保护。
3）支持共识协议扩展。联盟链系统需要在系
统规模和稳定性等方面进行动态平衡，为此许多联
盟链系统在设计上支持共识模块可插拔，允许共识
机制的切换操作，从而支持根据节点数量、网络平
衡情况、吞吐量等进行共识机制的调整。超级账本、
FISCO BCOS和 Quorum等都采用了此种设计。
缺陷：
1）系统规模扩展性差。由于联盟链系统会采
用高效的共识协议以提升系统数据处理效率，同时
也导致了系统规模扩展性的限制。如，采用 BFT 类
共识协议的系统在节点数量超过一定水平时，由于
需要在节点间传输大量的消息，会造成系统吞吐量
的显著下降。
2）部署和运维代价高。面向联盟链应用设计
的区块链系统虽然具有较高的技术成熟度，但由于
这类系统不像公有链开放性高，因此相关的第三方
支持工具较少，联盟成员如果要实现特殊的数据管
理功能需要自行开发工具。这将增加系统部署和运
维的成本。
（3）私有链
私有链是指区块记账权限由某个组织或机构
控制的区块链，其读取权限不对外开放或进行某种
程度的限制。私有链通常采用具有可信中心的部分
去中心化结构。私有链由于不需要复杂的共识机
制，通常采用容错性低、性能效率高、不需要代币
的 Paxos 和 RAFT 等算法，因此其记账效率要远高
于公有链和联盟链系统。私有链相比于传统的数据
库系统，能够提供更好的隐私保护、更低的交易成
本、不易被恶意攻击等特性。
在分布式数据管理方面，私有链系统的优势和
缺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优势：
1）数据处理速度和读写吞吐量高。私有链中
节点数量少且具有更高的互相信任，共识协议则采
用 Paxos 类高效的算法，不需要每个节点参与认证，
因此数据的写入在区块链中能够迅速被确认，同时
数据处理的吞吐量也随之显著提高。
2）组织的数据隐私保护性更好。私有链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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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内容并不对组织以外的用户开放，相比于公有
链其数据隐私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3）交易成本大幅降低。私有链不需要使用代
币作为奖金激励，也不需要运行成本高昂的 PoW 等
共识算法，因此也不需要为记录和存储数据而收取
费用。
缺陷：
1）依赖可信中心。私有链中会生成一个可信
的中心节点负责处理共识机制，这与区块链的去中
心化思想有所出入，一旦这个中心节点固定或过于
中心化，那么就与传统中心化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没有区别了。因此私有链没有完全解决信任问题，
通常用于改善可审计性。
2）数据容错性低。私有链使用中心化的数据
库系统，同时参与节点较少，因此相比于公有链和
联盟链，私有链的数据容错性较低。
不同类型的区块链系统在分布式结构上也具
有一定的差异。由于各自具有不同的优势和缺陷，
因此相应的应用场景也不同。公有链是完全的去中
心化结构，参与节点尽量具有平等的权利，通常用
于搭建开放式的共享记账系统。联盟链是部分去中
心化的分布式结构，由参与联盟的多个机构形成多
中心的分布式系统，通常用于行业机构间构成权利
相对对等的组织团体以共享数据。私有链在公司或
机构内部形成小范围的可信中心化结构，省略激励
层以提高性能效率，用于企业和机构内容的数据共
享管理。

FISCO BCOS. http://www.fisco-bcos.org/



Quorum. https://www.goquo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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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区块链系统节点角色的分类
区块链系统中，根据在系统中具有的不同功
能，节点对应着不同的角色，不同类型的区块链系
统所设定的角色也有所不同。有些节点能够下载完
整的区块链数据副本，有些节点只能查看区块的部
分数据，有些节点负责生成区块记账。随着当前区
块链系统的复杂性不断增加，节点分工更加明确，
节点角色也逐渐多样化且对应多种不同的权限和
功能。
3.2.1 区块链系统节点功能分类
在区块链系统中，节点所具有的系统功能包括
以下几种：
（1）记账功能
区块链系统的记账功能是节点通过计算新区
块的哈希值获得记账权利，并将新区块加入区块链
中。在多数的公有链区块链系统中，区块的记账权
是通过工作量证明机制进行确认的，即由最先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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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区块哈希值随机数的节点获得记账权和代币
激励。在记账过程中，节点会将未打包的交易进行
排序生成区块，而在以代币激励为基础的公有链中
节点会将记账奖励高的交易优先进行打包。
（2）数据存储功能
区块链系统的数据存储功能是对系统中的区
块数据、区块链元数据和状态余额等进行存储并验
证有效性。不同的区块链系统的区块结构、元数据
和状态余额的存储方式是不同的。如比特币的状态
余额采用的是未交易消费输出(Unspent Transaction
Outputs, UTXO)方法，而以太坊的状态余额采用的
是账户余额模式。
（3）交易提交功能
交易提交功能是由用户向区块链系统提交交
易记录，包含交易输入和交易输出。交易提交后由
记账功能节点将其加入到区块中。在以太坊中，用
户可以将智能合约作为一个账户并与其进行交易。
（4）路由功能
路由功能用于节点在 P2P 网络中发现邻居节点
并进行通信和同步区块。比特币系统采用基于 TCP
与 DNS 种子通信并逐渐扩大邻居节点列表的路由
方式，
而以太坊系统则采用基于 UDP 的 Kademlia[31]
通信协议进行路由。
（5）钱包功能
钱包功能用于生成并保存公有链账号对应的
私钥、公钥和规范地址。目前在公有链系统中对钱
包进行管理的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密码的 Keystore 方
式和助记词方式。
（6）成员管理
在联盟链中，成员管理用于提供成员注册和对
成员身份证书进行管理。如超级账本中的 MSP
(Membership Service Provider)会建立一套根信任证
书体系对成员身份进行认证和验证用户签名。
3.2.2 区块链系统节点角色分类
区块链系统中，并不是每个节点都需要包含所
有功能，根据所具有的不同功能组合节点对应着不
同的角色，而角色本身也是一个逻辑概念，同一个
物理节点可以运行不同的区块链系统角色。本文将
区块链系统的节点角色分为系统内角色和系统外
角色两类。
系统内角色主要存在于区块链网络之内，负责
维护区块链系统的运行，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全节点
全节点主要具有数据存储功能和路由功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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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验证记账节点生成区块的有效性，并对交易
进行确认，同时也帮助其他节点进行路由。全节点
的特点是存储区块链的完整数据副本，因此全节点
上可以提供对交易记录的查询服务。
（2）记账节点
记账节点通常包括记账功能、数据存储功能和
路由功能，主要任务是对交易进行排序打包生成区
块，并将区块加入到区块链中。在公有链系统中记
账节点需要通过解决 PoW 等难题挖掘区块，以获
得相应的代币奖励，此类记账节点具有钱包功能。
而在基于其他共识机制的区块链系统中则不需要
基于算力生成区块，仅对区块进行打包和维护。
（3）简单支付验证节点
简单支付验证(Simplified Payment Verification,
SPV)节点的任务主要对交易进行验证，但不存储区
块数据。SPV 节点主要存在于比特币系统中，虽然
支持数据存储功能但并不存储区块链的完整数据，
而是存储全部区块的区块头数据。验证交易时，SPV
节点通过 Bloom Filter[32]等方法过滤掉不可能存在
交易的区块，再从全节点下载可能存在交易的区块
进行验证。这种方式降低了节点验证交易的相应时
间和负荷。
（4）排序服务节点
排序节点的任务是对接收到的交易进行排序
并打包生成区块。在基于代币激励的公有链系统
中，排序服务功能将基于每笔交易所提供的交易费
用进行排序，交易费用高的交易将被优先打包到区
块之中从而先于其它交易记录到区块中，这样能够
有效地保证记账节点的收益。对于超级账本这类联
盟链系统，排序服务的目的是保证区块链上的节点
接收到相同的信息并且交易具有相同的逻辑顺序
记入区块链。
区块链系统的外部角色是存在于区块链网络
之外的，与区块链网络的内部节点进行通信实现相
关功能，具体包括：
（1）交易客户端
交易客户端具有交易提交功能和钱包功能，主
要用于用户在区块链系统上提交交易操作，如进行
账户间转账、提交智能合约等。交易客户端可以是
用户使用的应用程序，运行于区块链系统之外，也
可以与 SPV 节点机制结合实现轻量化的数据货币
钱包。
（2）纯矿工节点
纯矿工节点仅负责解决 PoW 难题的计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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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区块链的其他任何功能，主要存在于使用工
作量证明机制的区块链系统之中，与被称为“矿池”
(Mining Pool)的记账节点相连。由于在比特币等区
块链系统中，全网络的算力已达到极高的数值(比特
币全网算力峰值接近 80EH/s)，因此独立的记账节
点凭借自身的算力只能获得极低的记账代币奖励
概率。为了稳定记账节点收益，降低收益方差，便
产生了“矿池”
。
“矿池”使得每个纯矿工节点仅贡
献自己的算力而无需存储数据，“矿池”将分散的
算力聚合，在获得收益后再按提供算力比例将收益
分发到矿工节点对应的钱包地址。
在以上区块链系统角色中，对数据进行分布式
存储和管理的任务主要是由记账节点和全节点负
责，其中全节点还负责执行对数据的查询服务。相
对的，简单支付验证节点因为只存储区块头数据，
因此在执行查询服务时只能实现过滤功能，并无法
提供交易信息。因此，也可以认为区块链系统根据
节点在系统内对应的角色对数据进行了划分。
区块 4

区块 1

区块 2

区块 3

区块 4

区块 5

(a) 链式结构
Tx6

Tx7

Tx3
Tx5

Tx1

Tx4

Tx8

(b) Tangle 结构

(c) Lattice 结构
图4

区块链的拓扑结构

3.3 区块链结构拓扑的分类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使得区块组织的拓扑结构
上衍生出了多种类型。区块的拓扑结构不仅局限于
全序的链式(Chain)结构，还有基于有向无环图结构
的 DAG 区块链。不同区块链拓扑结构如图 4 所示。
（1）链式结构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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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式结构是当前区块链系统所主要使用的数
据结构。如图 4(a)所示，在链式结构的区块链中，
交易集被打包为区块，系统的每次提交都是以区块
为单位且只能添加一个区块，每个区块包含了用于
验证其有效链接于上一个区块的哈希值作为数字
凭证。链式结构中区块之间具有全序关系，能够很
容易进行数据验证和数据溯源。链式结构在实际运
行中可能会出现区块链分叉的情况，具体分为硬分
叉和软分叉两种情况。其中，在硬分叉时区块链系
统将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区块链系统。比特币、以太
坊和超级账本的区块链所采用的都是链式结构。
（2）有向无环图结构区块链
采用有向无环图(DAG)结构的 DAG 区块链系
统是将原有的链式结构替换为有向无环图结构，同
时组成区块链的单元也不再是由交易集合所构成
的区块，而是使用更细粒度的交易作为基本单元。
DAG 区块链中一笔交易接着另外一笔交易，这意味
着每笔交易都能够为下一笔后续交易提供证明，这
样所有交易就构建成了一个有向无环图。DAG 区块
链系统为了提高交易的确认效率，交易之间存在着
大量的偏序关系，这样可以实现交易的写入和确认
的异步执行，并可以并行执行验证过程。DAG 区块
链的拓扑结构可以分为 Tangle 结构和 Lattice 结构
两种，如图 4(b)和图 4(c)所示。其中，Tangle 结构
的区块链系统具有大量的偏序关系，这使其交易确
认效率受到一定的影响，而 Lattice 结构消减了大量
偏序关系，交易验证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存在着被篡
改的风险，安全性问题也比较多。
整体上 DAG 区块链比链式区块链具有更高的
交易处理效率，并且降低了图灵完备智能合约在世
界状态维护上的代价，但安全性问题也十分突出。
当前，
基于 Tangle 结构账本的 DAG 区块链有 IOTA
和 Byteball[33]，采用 Lattice 结构账本的 Vite 项目[34]
和 InterValue 项目[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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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块链系统的数据存储技术
区块链系统的数据存储结构包括数据在区块
链系统中逻辑组织的数据结构和数据在外存储器
中物理存储结构。区块链系统根据所支持的交易数
据形式对区块的数据结构进行设计，并将区块链中
所包含的不同数据部分以不同的文件组织方式存
储在外存设备上。本节主要对不同区块链系统的数
据存储结构和数据组织进行对比，同时介绍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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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系统上存储优化技术的相关研究。
4.1 区块链系统的主要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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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本身是一串通过密码学算法生成的前
后连接的数据区块，每个区块包含区块头和区块体
两个部分[1]。区块头部分用于构成区块之间的链接
关系，主要的组成部分包括上个区块哈希值(Prev
Hash)、时间戳、随机数(Nonce)和交易的根哈希
(Root Hash)，其中上个区块哈希、根哈希和随机数
用于生成当前区块的哈希值，而交易的根哈希用于
验证交易使得交易不可伪造。区块体部分则主要存
储交易计数和交易详情，而交易数据的结构设计则
决定了区块链系统所能够支持的功能。
当前，大量以发行数字货币为目的的区块链系
统均基于比特币的区块链数据结构进行设计，即采
用了一棵 Merkle 树[36]的结构生成交易的根哈希值。
而支持智能合约的区块链系统则在比特币基础之
上对数据结构进行了一些调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的系统是以太坊。以太坊的区块链系统针对其交易
数据中包含的三种对象设计了三棵 Merkle Patircia
树(MPT) [37]，分别是状态树、交易树和收据树。这
些数据结构能够使得以太坊的客户端支持一些简
单的查询。以太坊的 Merkle Patircia 树是结合了
Merkle 树和 Trie 树[38](也称为 Radix 树)两种数据结
构的特点而设计的。
（1）Merkle 树
该树型数据结构可以是二叉树也可以是多叉
树，在比特币中使用的是二叉树结构，如图 5(a)所
示。Merkle 树采用自底向上方式构建，在区块链中
叶节点为基础交易数据，每个中间节点是它的子节
点的哈希，根节点是最终的哈希值。基于 Merkle
树结构可以使得每个数据集对应一个唯一的哈希
根，如果要验证一个交易仅需存储从交易到根节点
的分支即可实现。

区块头
state Root
tx Root
receipt Root

根节点

区块头

blockhash

d187

12c5

Tx:i

Tx:i+1

...

prefix
2

叶节点
key-end
1355

value
4eth

扩展节点
prefix shared nibbles
0
d3

4eth
1eth
1eth
2eth

next

prefix
2

叶节点
key-end
9365

value
1eth

分支节点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value

......

Tx: n
prefix
3

(a) Merkle 树

报

......

48a5

...

...

学
机

37a2

values

a711355
a77d337
a7f9365
a77d397

分支节点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value

d063

e74a

keys
哈希函数

根节点：扩展节点
prefix shared nibbles next
0
a7

35ac

635c

1432

2019 年

叶节点
key-end
7

value
1eth

prefix
3

叶节点
key-end
7

value
2eth

(b) Merkle Patircia 树

图5

Merkle 树与 Merkle Patircia 树的结构

（2）Merkle Patircia 树
该数据结构是以太坊对 Merkle 树和 Trie 树进
行结合和改进后的数据结构，如图 5(b)所示。Trie
树的优点包括具有相同前缀的值在树中位置更加
靠近、不会有哈希冲突等，但是自身存在着存储不
平衡的问题。Merkle Patircia 树在结构上以 Trie 树
的结构为基础，键值基于 Merkle 树的方式生成。
Merkle Patircia 树的每个节点通过它的哈希值被引
用，并在 LevelDB 中通过查询访问，其中 Key 为节
点 RLP 编码(Recursive Length Prefix)的 SHA3 哈希
值，value 为节点的 RLP 编码。Merkle Patircia 树的

结构中引入了多种节点类型，包括空节点、叶节点、
扩展节点和分支节点。其中，叶节点的结构是键值
对的列表，Key 为特殊十六进制编码，value 是 RLP
编码的数据内容；扩展节点也是键值对列表，value
是其他节点的哈希值，用于在 LevelDB 中链接到其
他节点；分支节点则是一个长度为 17 的列表，前
16 个元素对应 Key 编码中的十六进制字符。
从图 5(a)中可以看到 Merkle 树的叶节点存储交
易，通过哈希函数逐层生成上层节点的哈希值，如
果底层交易记录发生篡改，则 Merkle 树根值也会变
化，因此 Merkle 树能够有效检测底层交易记录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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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图 5(b)中是基于 Merkle Patircia 树的状态树
(stateTree)，用于存储键值映射，其中键是地址，从
根节点到叶节点的路径存储的就是 Key 值，值是账
户的声明、余额和 nonce 等信息，存储于叶节点的
value 中。这里由于状态数据不同于历史交易记录，
会有频繁的账户插入和余额的改变 ，而 Merkle
Patircia 树更加适合数据更新，能够有效地发挥其所
改变节点快速计算到根节点的特点，因此可以避免
重新计算整棵树的哈希值。在数据存储结构上，不
同的区块链系统中包含的根哈希结构、根哈希数量
和存储编码等均有所不同，如表 2 所示。这也导致
了各区块链系统不同的功能设定和数据访问性能。
表 2 典型区块链系统存储结构对比
比特币
根哈希结构

以太坊

Merkle 树

树

Merkle 树

算
计

根哈希数量

1

数据存储编码

Base58Check
编码

Merkle Patircia

超级账本

3

RLP 编码

1

Json 编码转

Protobuf 格式

数据存储系统

LevelDB

LevelDB

LevelDB/CouchDB

数据库数量

2

3

4

数据库存储内

账户状态

区块的元数

区块头和交易

据

收据信息

索引数据库

容

历史数据库
账本数据库

数据索引

Bloom Filter

Bloom Filter

Key-Value

区块链数量

单链

单链

多链

现有区块链系统使用数据文件方式存储区块
头，而区块数据及元数据主要使用基于键值模型的
数据存储系统存储。区块链系统主要使用 LevelDB
这类键值数据库，通过 LMS-tree 结构[39]用以提高
对交易的存储写入效率和查询访问效率。其中比特
币和以太坊的数据存储于 LevelDB 数据库中，而超
级账本 Fabric 的状态数据可以在转换成 Json 格式后
选择存储在 CouchDB之中。其他基于区块链的存
储系统，如 Storj、Filecoin、BigchainDB 等系统也
均采用了 LevelDB 或 MongoDB等基于键值模型的
数据库系统存储元数据信息[19]。文献[19]较好地总
结了现有区块链系统的数据库存储方案。在区块链


CouchDB. http://couchdb.apache.org/



MonogoDB. https://www.mongod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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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区块数据的存储组织方式

系统中，不仅要存储由交易数据生成的区块头和区
块体数据，还需要根据功能设计管理状态数据、索
引数据和元信息等数据，因此在数据组织方式上也
具有较大的差异，主要的区块链系统存储组织对比
如表 2 所示。下面将介绍主要区块链系统的交易数
据、索引数据和其他元信息的组织方式。
（1）比特币
比特币的区块链系统将数据分为四个部分分
别存储在 LevelDB 和文件系统中。其中，区块头和
区块体数据以 blk*.dat 文件的形式存储，而包含交
易花费 out 信息的区块"undo"数据以 rev*.dat 文件存
储，用于区块链发生回滚时进行恢复，比特币的状
态数据和区块元数据则采用 LevelDB 存储。状态数
据中存储了所有当前未花费交易 输出（Unspent
Transaction Outputs，UTXO）及相关元数据，这样
可以不通过扫描全部区块数据就能够验证新加入
的区块和交易。区块的元数据记录着区块在磁盘上
存储的位置，也同样使用 LevelDB 进行物理存储以
提高访问效率。在仅保存区块头的简单支付验证节
点(SPV 节点)中，为了能够在本地进行验证从而节
省存储空间和网络传输，还使用了 Bloom Filter 数
据结构过滤不属于钱包的状态数据。
（2）以太坊
在以太坊的区块链系统中，数据最终存储形式
是基于 Key-Value 的键值对，并使用 LevelDB 作为
底层数据库存储数据。在数据结构上，以太坊区块
头的成员变量中包含了三个 Merkle Patircia 树的根
哈希，分别对应状态树、交易树和收据树，此外还
包含了 Bloom Filter 变量用于快速判断一个日志对
象是否存在于区块日志集合中。而以太坊的区块体
中则包含的是交易记录和 Uncles 成员。区块头和区
块 体 的 成 员 变 量 最 终 会 转 换 成 RLP 编 码 的
Key-Value 键值对形式存储在 LevelDB 之中。
以太坊中共建立了三个 levelDB 数据库，分别
是 BlockDB、StateDB 和 ExtrasDB。其中，BlockDB
存储的是区块头和交易记录，StateDB 存储的是账
户的状态数据，ExtrasDB 则存储收据信息和其他辅
助信息。以太坊中用于支持查询处理的交易树、状
态树和收据树就分别存储在以上三个数据库中，每
个 Merkle Patircia 树的存储内容和功能如表 3 所示，
每个区块包含了整个状态树的根哈希，其中状态树
需要经常进行更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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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数据库

UTX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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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太坊的 Merkle Patircia 树
状态树

收据树

交易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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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账号地址

交易编号

索引编号

Value

账户内容

交易内容

收据内容

StateDB

BlockDB

ExtrasDB

区块链整体一棵

每个区块独立一棵

存储数
据库

每个区块独立一
唯一性

棵
指定账户的余额
所支持

交易是否存在于区
账户是否存在

地址的事件实例

的查询

块中
合约交易的输出

账本索引数据
LevelDB

historyDB
历史索引数据
LevelDB

区块索引数据
LevelDB

Txn
Reads[]
Writes[]
Txn
Reads[]
Writes[]
Txn
Reads[]
Writes[]

交易

stateDB

排序服务

状态数据库
key:
value:
[......]

LevelDB/CouchDB

Txn
Reads[]
Writes[]

通道 1

通道 2

通道 3

区块 n

区块 n

区块 n

......

......

......

区块 2

区块 2

区块 2

区块 1

区块 1

区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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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Index

账本数据

3）historyDB：历史数据库，存储状态数据库
中 Key 的版本变化；
4）blockIndex：索引数据库，存储区块的文件
索引。
超级账本相比于比特币和以太坊具有更加明
显的分布式数据库特征。在超级账本中通过排序服
务实现了多通道机制，这与 Kafka 消息系统的
Topics 相同，能够实现通道间数据隔离，如图 6(b)
所示。每个通道对应一条区块链账本，排序服务节
点会根据交易中账本信息决定添加到哪个通道队
列中，生成区块后在广播给加入这个通道的记账节
点。每个记账节点可以加入多个通道，一旦加入通
道就可以接收通道的区块信息，而没加入的通道则
记账节点不会收到这个通道的数据。例如图 6(b)中
记账节点 1 仅加入了通道 1 和通道 2，因此只能接
收这两个通道所包含的数据。但是，这里的数据隔
离是对记账节点的，排序服务节点则可以接收所有
通道数据。根据数据的分布情况，超级账本区块链
中分为系统账本和子账本，在所有记账节点上都存
在的账本被称为系统账本，在部分记账节点存在的
则成为子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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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Store

算
计

（3）超级账本
超级账本系统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最大区别
就是支持多链，其中每个链对应一套账本。其中每
个账本包含的数据包括区块数据、区块索引、状态
数据和历史数据。为此，超级账本系统中的每个节
点会通过维护 4 个 LevelDB 数据库管理这些数据，
其中区块数据以文件形式存储，如图 6(a)所示，具
体包括：
1）idStore：存储账本编号，用于用户快速查询
节点中存储了哪些账本；
2）stateDB：状态数据库，存储世界状态数据,
默认使用 LevelDB，可以替换为 CouchDB；

2019 年

记账节点 1

通道 1

通道 2

记账节点 2

通道 1

通道 2

记账节点 3
通道 2

通道 3

通道 3

文件系统

(b) 多通道存储

(a) 账本数据存储
图6

超级账本的分布式存储结构

4.3 区块链系统的存储优化技术
区块链本身的数据结构和存储方式并不适合
实时的交易记录查询或用户账号地址余额查询。如
果访问区块链数据需要对所有区块进行遍历，因此
区块链系统的存储效率和执行效率显然十分的低
下。为此，区块链系统都在存储结构和数据组织方
式上采用了优化技术提高数据的访问效率和存储
效率。当前关于区块链系统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存储
优化方法主要包括三种：使用数据库系统管理区块

数据、使用高效的索引结构提高数据访问效率和利
用分布式存储策略减少节点存储负载。
（1）数据库存储系统
利用高效的数据库系统提高数据存取性能是
区块链系统普遍所采用的方法，这样不仅能够提高
数据访问性能，也能够提高系统数据的存储能力。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LevelDB 数据库被比特币和以太
坊等区块链系统用以存储元数据和区块数据，甚至
索引数据也存储在其中。BigchainDB 系统[40]为了提
供更大规模的数据存储能力，直接以分布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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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为基础增加区块链特性，在 BigchainDB2.0 版
本中底层存储使用了 MongoDB 数据库从而支持高
吞吐量和大容量。而在数据库领域，则直接设计并
实现了面向区块链系统的数据存储系统，如
ForkBase 存储系统 [41] 设计了高效的索引结构和数
据模型，这使其能够与超级账本系统结合，UStore
系统[42]也支持为区块链系统提供底层存储。
（2）高效的索引结构
数据索引是解决数据查询访问性能的关键技
术，区块链系统也同样使用索引来提高交易记录的
访问效率。
由于区块链中的交易数据具有不可改变的性
质且以区块为单位进行存储，这使得 Bloom Filter
索引结构在各类区块链系统中广泛应用。如前所
述，比特币系统在简单支付验证节点上通过保存区
块的 Bloom Filter 数据来过滤区块访问，以太坊也
在区块头中增加了 Bloom Filter 结构以实现对日志
的高效搜索。Bloom Filter 结构能够快速判断一个元
素是否存在于一个集合之中，同时其所需的存储空
间远小于元素集合的存储空间，因此在访问数据时
可以实现对区块的快速过滤。在超级账本系统中也
创建索引数据来支持对区块的各种查询，其索引结
构采用键值模型并使用 LevelDB 存储。
超级账本系统中创建了多个区块索引，包括区
块编号、区块哈希、交易编号、同时区块编号和交
易编号、区块交易编号、交易验证码等索引，所有
索引均存储在 blockIndex 数据库中，不同类型索引
的键值通过键值的命名规则进行区分，例如区块编
号索引的键值是"n"+blockNum，索引项的 value 部
分是一个文件位置指针，指针的内容包括文件编
号、文件偏移量和区块占用空间，存储时序列化成
字节保存在 LevelDB 数据库中。
（3）分布式存储策略
区块链系统通过使用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存
储策略来提高存储空间的使用效率。在比特币和以
太坊系统的网络中均存在“轻节点”，如前面提到
的比特币简单支付验证节点，这些节点并不存储全
部的区块数据，而是仅存储区块头和 Bloom Filter
索引数据，在进行交易验证时根据索引的决定需要
访问哪些区块的区块体数据，再通过网络访问从全
节点下载对应区块在本地进行验证。这样“轻节点”
可以在存储少量数据的情况下对交易进行验证。
超级账本系统则是使用多通道的模式实现多
链的数据存储，如图 5 所示，每个账本对应的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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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存储在一组记账节点之中，而每个节点只接收和
存储其加入的通道数据。为了解决区块链存储效率
问题，文献[43]提出了基于共识单元的分布式区块
链存储策略，其目的是实现将多个分布式区块链存
储节点合并为一个单元，并保证这个单元中至少包
含一个完整的区块链副本。
4.4 区块链数据存储的保密机制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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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系统的完全共享账本方式增加了交易
透明性，但同时也带来了隐私泄露的风险。参与节
点可以下载全部数据，并利用交易规律分析用户的
身份和位置等特征信息。然而，区块链系统不仅要
避免个人信息因交易发布而泄露，在一些应用场景
还需要对交易内容提供隐私保护[16]。对于数据存储
层的隐私保护主要是在满足基本共识机制前提下
尽可能隐藏数据语义和背后的知识。目前，已经出
现了很多针对区块链数据的隐私保护方法，为区块
链系统提供不同程度的保密机制。
（1）数据加密保护机制
加密保护机制是利用密码学算法对数据进行
加密以实现只有相关方才能够查看数据。这是隐私
保护的最常用方法，通常采用对称加密算法和非对
称加密算法结合的方法。在区块链系统中使用加密
机制对区块存储和交易传输过程进行加密以保证
安全性，但必须保证节点能够在加密数据上完成交
易验证任务，否则无法实现共识。在这方面典型的
应用是门罗币（XMR）和 Zcash 的加密机制。其中，
门罗币通过对输出地址使用加密算法生成随机的
新地址从而隐藏了资金的真正去向，Zcash 则将交
易全部信息使用非对称加密，实现只有密钥持有者
才 能查 看交易 内容 ，同时 使用 零知识 证明 技术
zk-SNARKs 来验证交易。加密保护机制的局限性主
要在于加密后验证效率低，同时加密算法的安全级
别随着技术进步将逐步降低。
（2）数据隔离机制
数据隔离是将具有不同隐私需求的交易账本
存储在不同的分布式账本上。超级账本使用的就是
此种保护机制。如图 6(b)所示，超级账本中建立多
条通道分别对应多个分布式账本，记账节点只接收
并维护与其相关的通道数据从而保证消息的隔离
性和私密性。对于共识节点，为防止其因接收所有
通道交易数据造成隐私泄露，可以采用只传输共识
所需部分信息的方式再结合同态加密技术实现共
识。
（3）链外存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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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外（Off-Chain）存储的基本思想是将需要保
密的隐私数据存储在区块链之外，仅将可公开的内
容发布在区块链上。在这种方式中，主区块链数据
仅作为交易事件发生证明，完整的交易信息则采用
链外消息传递或状态通道机制存储在相关节点或
侧链上。摩根大通的 Quorum 系统中私人消息采用
链外中继方式，即区块链中仅记录消息的加密指
纹。比特币体系下的闪电网络则属于典型的状态通
道机制，其中交易明细不作为记录存储在分布式账
本上，仅作为有争议发生时的单据，从而实现隐私
保护的效果。
（4）其他隐私保密机制
部分明文机制是将区块中的交易数据分为敏
感数据和非敏感数据。典型的是 Corda 系统的类盲
签名技术，其中通过去掉敏感数据后生成 Merkel
树的方式实现交易的隐私保护。
身份混淆机制是将交易者的身份进行匿名化
的隐私保护方法。超级账本通过使用一次一密的方
法对用户匿名化，从而实现交易之间具有无关联
性。其他的身份混淆技术还有群签名和环签名，其
基本思想都是任意一个成员以匿名方式代表一个
群体或一组人进行签名而不泄露实际签名者的信
息。

型的是 EKT 框架，该技术采用并行多主链结构，
分为 Token 链和 DApp 链，其中不同的主链可以采
用不同的共识机制。这样，用户可以将账户信息存
储在主链用户系统上，而基于智能合约的 DApp 存
储在其他主链上。EKT 框架为解决跨链资源交换问
题设定的基本原则是不同主链上的代币交易所消
耗手续费由交易发生主链决定。多链技术为区块链
的存储容量扩展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3）IPFS 的文件存储
IPFS（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是一个可快
速索引的版本化的 P2P 文件系统。存储在 IPFS 上
的文件将被自动分片并加密分散存储，同时自动消
除重复文件，这保证了文件存储的安全性和高效
性。IPFS 的核心是基于 DAG 结构的 MerkleDAG。
MerkleDAG 由节点和链接组成，节点存储数据及数
据的下级链接关系，链接存储的是数据的 Hash 值。
IPFS 是为了用于替代 HTTP 协议，实现在网络中存
储文件而被提出的。
现在，由于区块链系统的区块空间资源非常宝
贵，很多相关工作将 IPFS 作为底层存储以扩展现
有区块链系统的数据存储能力。以太坊+IPFS 的存
储方案中就是将数据的 IPFS Hash 值存储在以太坊
区块链的状态数据库中，而数据本身存储在 IPFS
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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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区块链数据存储扩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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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区块链系统的分布式查询处理机制

区块链系统为了支持对交易记录的验证等操
作需要提供相应的数据查询功能。由于现在区块链
系统的数据结构和存储策略均不相同，因此系统所
支持的查询功能也不同，相应的查询处理策略也具
有较大的差异。本节对区块链系统的查询类型和处
理策略进行说明和分析，并进一步对区块链系统中
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在应用中所涉及的分布式处
理技术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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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区块链系统具有非交易数据的分布式存
储功能，但现有区块链系统为了保证链上存储空间
的使用效率，都设计了相应的存储扩展机制实现对
附加数据的存储，以避免非交易信息过多的占用区
块空间。
（1）比特币系统的 OP_RETURN 类型
比特币系统在交易的 output 部分提供了两种类
型：P2PH 类型和 OP_RETURN 类型，前者用于记
录交易的接收方地址，后者用以记录交易地址以外
的其他数据。OP_RETURN 类型本身的数据结构与
P2PH 类型是相同的。由于存储过多的非交易信息
会极大地影响区块链性能，因此这部分的大小在比
特币的区块链系统中被限制为 40 字节。目前，比
特币区块的这一存储空间主要与元数据功能相结
合，被用于资产的发行和转移活动，以及版权声明
等信息的永久存储。
（2）多链存储机制
由于区块链上存储大量非交易数据不仅造成
了严重的网络拥堵，同时还会提高区块链上数据存
储的成本。为此相关机构提出了多链架构技术，典

5.1 区块链系统的查询类型
各个区块链系统所支持的查询操作主要由区
块链系统的数据内容和存储结构所决定。根据查询
的数据对象可以把区块链系统的内部查询功能分
为账户查询、交易查询和合约查询。这里所讨论的
查询是基于各区块链系统原生数据结构和存储所
提供的查询功能。


EKT. https://ekt8.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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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账户查询
账户查询是指对区块链系统中的账户地址相
关状态进行的查询，通常用于交易验证。交易验证
主要是验证账户的数据货币余额，或者验证是否存
在双重支付，通常区块链中的记账节点需要执行此
功能。比特币和以太坊系统均使用了代币以作为记
账奖励，因此账户查询主要是对账户地址所拥有的
数字货币的查询。比特币系统并没有账户的概念，
而是使用由交易所生成的状态数据 UTXO 来计算
出账户地址所对应的比特币余额，其查询需要访问
存储在 LevelDB 中的 UTXO 数据。以太坊则是使
用账户余额方式存储账户状态，相关的状态数据存
储在状态数据库中，并通过状态树与区块关联。基
于 Merkle Patircia 树结构的状态树，以太坊能够支
持查询账号是否存在和查询指定账号余额。而对于
超级账本系统，由于其并没有采用代币作为记账的
激励机制，因此其账号状态并不包含余额信息。超
级账本的账号是一组证书和密钥文件，在排序服务
节点、记账节点、客户端、CLI 接口等操作都需要
使用账号执行相关操作，由此可见账号在超级账本
系统中十分重要。为此超级账本系统使用了专门的
CA 认证节点来实现账号信息的管理。
（2）交易查询
交易查询是指对区块链交易进行访问，可以实
现支付验证。支付验证用于在提交一笔交易后判断
该笔支付交易是否已经得到了区块链节点共识验
证。比特币系统的交易查询是验证一个交易在提交
后是否有效，即检查交易是否被记录在区块中，主
要采用基于交易的哈希值访问交易所在区块数据
的方式实现。在以太坊系统中，则是基于交易树访
问交易数据实现对交易的验证。超级账本系统在内
部基于其区块索引结构实现快速查找区块和交易
的功能，区块索引能够支持多种交易数据的访问，
包括基于交易编号、交易验证码和区块编号获取区
块和交易。在超级账本中区块数据在提交到账本
前，执行基于状态数据的区块验证，在验证过程中
需要访问状态数据。
（3）合约查询
合约查询是指对智能合约的相关信息进行查
询。以太坊中的收据树使其能够支持查询一个智能
合约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某类型事件的所有实例。
而使用状态树并结合虚拟客户端的方法，以太坊能
够查询智能合约中交易的输出。超级账本的智能合
约也称为链码(Chaincode)，不同于以太坊的智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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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链码并没有将智能合约代码序列化后存储到区
块中，而是运行于 Docker 容器之中。链码执行智
能 合约 主要是 在链 码实例 化后 通过与 背书 节点
(Endorser node)建立连接通讯，再通过背书节点访
问账本中合约相关数据。
5.2 区块数据的分布式处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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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区块链系统体系结构中，节点之间是
对等的，每个节点都会存储全部区块数据，因此对
区块和交易的查询处理都是本地执行。然而，随着
各类区块链系统的发展，节点功能逐步细化且节点
角色逐渐多样化，同时交易数据开始使用分布式数
据管理方式存储和访问。为此，当前区块链系统中
的交易记账处理和交易查询处理均使用了分布式
处理策略执行。此外，为了实现对区块链中数据的
高效访问，也有相关研究在区块链系统之上构建查
询处理框架。
（1）区块链数据的本地查询处理
对于区块链的全节点来说，其中集成了区块链
系统的全部功能也存储了区块链的全部数据，因此
全节点可以在本地执行全部的数据查询处理。区块
链系统在全节点上对区块数据和交易的查询处理
采用与集中式数据库相同的处理策略，即对区块扫
描和使用索引结构提高访问效率。很多区块链系统
使用 LevelDB 数据库存储区块数据或元信息，其目
的也是为了使用键值数据库的 LMS-tree 结构提高
写入和查询数据的效率。相比遍历区块的方法，使
用键值数据库的查询功能显然更加高效。超级账本
这类区块链系统，更是创建了多个区块索引，以提
高对区块和交易的访问效率。
（2）区块链数据的分布式查询处理
由于区块链系统将区块相关的数据分布式地
部署在节点中以减轻节点负载，诸多分布式查询处
理技术被应用于区块链系统之中。

报

全节点

简单支付验证(SPV)节点 1.发送交易的
Bloom Filter

索引匹配

创建交易 Bloom filter
验证根哈希值
区块头

网络路由

3.返回区块
Merkle 树
哈希认证路径

生成认证路径
区块头

2.查询符合
Bloom Filter 的
交易区块

区块 Bloom Filter
区块数据

图7

简单支付验证的分布式查询处理

比特币系统使用的简单支付验证(SPV)机制就
属于分布式查询技术。简单支付验证节点在进行交
易的支付验证时，首先从全节点下载存储最长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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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的区块头至本地，再从区块链获取待验证支付对
应的 Merkle 树哈希认证路径，最后根据哈希认证路
径，计算 Merkle 树的根哈希值，将计算结果与本地
区块头中的 Merkle 树的根哈希值进行比较，定位到
包含待验证支付的区块。如果定位的区块包含在区
块链中且区块高度符合确认要求则认为该支付验
证通过。简单支付验证的执行过程如图 7 所示，其
查询原理与分布式数据库的半连接算法类似。其
中，由于验证交易需要发送用户地址从而造成隐私
安全问题，比特币系统在 2012 年的 BIP37 中引入
了布隆过滤器(Bloom Filter)实现对传输区块进行过
滤。将交易地址转换为布隆过滤器可以有效避免直
接发送地址而造成的隐私泄露风险，而全节点也仅
需根据布隆过滤器结果返回部分区块信息即可。简
单支付验证节点为了保证验证结果的可信性，会与
多个全节点通信对交易进行验证。
（3）基于分布式计算的矿池技术
在区块链系统生态环境中，矿池技术是一个典
型的分布式数据处理技术的应用。对于比特币和以
太坊这类使用代币作为激励机制的区块链系统，需
要使用工作量证明(PoW)等方式来实现记账的共识
机制。随着参与共识的节点数量的增加，全网算力
水准也不断增加，这导致单个记账节点具有过低的
概率获得区块的代币奖励。为此，矿池机制通过将
工作量证明任务划分成大量的 share 分发给具有算
力的矿工节点，矿工节点运算后将 share 结果提交
给矿池，最终挖出的区块由矿池节点作为整体的记
账节点提交区块到网络中。矿池中的每个矿工节点
仅提供算力而无需存储数据，这使得提供算力的节
点能够轻量化。此外，矿池能够有效地通过分布式
处理的方式聚集网络中零散的算力资源提高挖矿
效率，同时通过相应的分配模式使得提供算力的节
点都能够获得奖励。
矿池所使用的收益分配模式包括 Pay Per Last
N Shares 模式（PPLNS）
、Pay-Per-Share 模式（PPS）
和 PROP 模式等。PPLNS 模式是根据过去的 N 个
股份来支付收益，即矿池一旦发现了一个区块，所
有提供算力节点将根据各自贡献的股份数量占比
来分配区块中的货币，其特点是收益延迟，需要等
到矿池产生区块获得奖励后才能分配收益。PPS 模
式为立即为每一个 share 支付报酬，其中的支出来
源于矿池现有的数字货币，因此提供算力的矿工节
点不用等待区块生成完毕或者确认即可获得收益。
PPS 模式需要矿池对节点的算力进行估算，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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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矿池中的算力比例并按此比例分配收益。PPS
模式对于算力提供节点具有收益稳定的特点，因此
也 是当 前各矿 池所 主要采 用的 收益分 配模 式。
PROP 模式是基于 PPLNS 模式的，但是需要等区块
确认后才会分配收益，这导致收益的滞后性更长。
虽然矿池技术能够为提供算力的节点带来稳
定的收益，但是，矿池技术的应用也会为区块链系
统带来弊端。矿池将大量的算力集中到一个记账节
点用以计算工作量证明问题，一方面，过高的算力
导致区块生成的难度值不断增加，矿池之间的竞争
需要更大的算力，从而造成了能源的浪费，另一方
面，过于集中的算力很可能发生垄断记账权，造成
51%攻击的双重支付问题。现在，已经有多个基于
区块链的数字货币系统发生了单一矿池算力高于
全网算力 51%的情况，为此系统维护团队不得不通
过增加验证确认区块数量的方式以临时应对。
（4）区块链的查询处理辅助系统
面对区块链系统本身的查询功能有限的问题，
大量研究工作和应用系统分别提出了链上和链下
的解决方案。链上解决方案指基于区块链存储结构
进行改进并提高性能，链下解决方案是在区块链的
数据层之上构建了查询层以扩展区块链的查询功
能并为用户提供更加灵活高效的区块数据访问。当
前大量的区块链查询系统均是采用的链下解决方
案。Etherscan则提供了一个以太坊区块浏览器，
任何在以太坊区块链上发生的交易都可以在
Etherscan 上访问查看。Etherchain同样提供了在线
的以太坊的区块、交易和账户的数据访问功能。
Blockchain.info  和 Toshi  提供了对比特币数据的
RESTful 服务访问方式，其底层采用了将区块数据
存储与关系数据库系统中的方式以提供结构化的
查询功能。以上这些系统提供的是基本的区块数据
查询功能，近期的研究主要致力于面向区块链提供
更复杂的查询。EtherQL[44]提出了一个基于以太坊
系统的查询处理层系统，实现对区块中数据的范围
查询和 top-k 查询等更高级的功能，以及支持上层
应用的区块链数据分析。Gupta 等人[45]提出了面向
超级账本的时序查询处理模型，这些模型将时序相
近的事件集中存储并共享元信息。Bartoletti 等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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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Scan. EtherScan.io. https://etherscan.io/



Etherchain. https://etherchain.org



Blockchain.info. https://blockchain.info/



Coinbase: Toshi project. https://github.com/coinbase/t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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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个区块链数据分析通用框架的设计实现，
该框架能够支持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数据分析。此
外，也有研究工作和应用系统利用区块链的存储特
性扩展数据库系统。ChainSQL将区块链与传统数
据库结合，实现一种全新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据
库应用平台，通过配置数据库的区块链节点，提高
数据库的恢复效率。
针对区块链的处理性能，BLOCKBENCH[47]提
供了一个面向私有链的基准测试框架，提供了用于
整体性能评估的宏观评价基准和用于每层性能评
估的微观评价基准。BLOCKBENCH 对以太坊、
Parity 和超级账本进行了分析，并与分布式数据库
进行了对比。

6 区块链系统的分布式数据管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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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区块链数据的分布式存储机制



Chainsql. http://www.chainsql.net/PDF/ChainSQL 技 术 白 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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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系统在记账的全节点上保存了全部区
块数据，随着系统持续的运行，区块链中的数据将
不断累积增加，这造成了节点高昂的存储代价。即
使是对于交易速度有所限制的比特币和以太坊，其
公有链数据也已经达到了较大规模。在 2019 年初，
每秒 7 笔交易的比特币区块链系统的数据规模已经
达到 200GB，以太坊的公有链也达到了 1TB 以上的
数据规模，一旦技术上解除了交易速率的限制，这
些区块链系统的数据规模还将以更高的速率增长。
对于大规模的区块链系统而言，很难保证每个存储
节点都能够应对如此高昂的存储负载。区块链的全
副本分布式存储机制在增加本地查询处理代价的
同时，也提高了区块链系统网络通信代价。在未来
的应用中区块数据的存储模式将是制约区块链发
展的主要问题。
在区块链中使用分布式存储策略是解决区块
链系统的存储负载问题的方案，能够有效地降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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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记账节点的负载。区块链的分布式存储策略的目
标是保证记账节点不必存储全部区块数据，同时系
统中的节点依然能够保存大量完整区块链副本。当
前的区块链系统的分布式存储策略依然还存在弊
端。比特币虽然使用了轻量级的简单验证节点，但
全节点依然要存储全部区块链数据。超级账本的存
储策略中每个记账节点可以通过制定通道从而仅
存储特定通道上的区块链数据。这种方法虽然避免
了参与节点存储系统的全部数据，但由于每个通道
对应一个独立的账本区块链，因此超级账本区块链
在分布式存储结构上依然是全副本存储。
在区块链系统使用分布式存储策略的主要挑
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区块链的存储划分策略
存储划分策略是指记账节点仅保存区块链的
部分子链片段，从而降低存储代价，其挑战是保证
在指定节点集合内区块链具有完整副本。这种方案
能够降低节点的存储负载，但需要保证子链片段在
系统中的副本数量，否则极有可能发生低成本攻击
问题，从而降低系统的安全性。
（2）划分存储的区块数据查询处理模型
区块链分片存储后需要有高效的查询模型保
证交易验证的执行。现有的查询都是基于完全账本
所设计的，而在存储分片后，会产生子链结构，这
将导致大量交易时跨组交易，也就是需要通过主链
进行中转。这种处理方式将严重降低系统在 TPS 上
吞吐效率，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将主链承担的中
转任务再次进行分解，这也为区块链数据的查询处
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3）构建新型区块链数据结构
区块链系统的数据组织逐渐多样化，分布式存
储的数据内容不仅是区块数据，还包含状态数据
等。新型的区块链数据结构将有助于解决现有区块
链在数据存储方面局限性。一类方案是将账本的结
构改变，例如变成有向无环图（DAG）
。基于 DAG
结构的区块链系统，处理的粒度由区块变成了交
易，而且有多个头部可以同时记录交易，这样可以
并行确认。另一类方案是将交易分散到多条链上，
例如基于以太坊的分片（Sharding）项目。这类方
案可以通过将用户分组，每组用户单独有一条子链
的方式提高交易速度。这些新型区块链结构为了提
高交易速度，都采用了一些中心化的组件，因此如
何完全实现去中心化将是这些新型区块链结构要
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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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系统作为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得到了
快速发展，现在已经从资产数字化与智能合约的区
块链 2.0 进入到通过广义资产交互与各行业深度融
合的区块链 3.0 阶段。区块链系统在分布式数据管
理上的优势已得到认可，但同时制约区块链技术应
用的挑战也逐渐显现。本节将就区块链的分布式数
据管理技术挑战进行概述并展望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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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区块链交易数据的共识机制效率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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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机制是区块链系统中事务达成分布式共
识的算法，是保证各记账节点管理交易数据一致性
的关键。
当前公有链系统普遍采用以 PoW 和 PoS 为基
础的共识算法。基于 PoW 的算法通过计算复杂的
数学问题防止女巫攻击，但造成了共识效率的下降
和计算资源的浪费，导致区块链系统整体的吞吐量
和扩展性均较低。而随着矿池技术不断将算力集
中，少量几个矿池的算力就可以超过全网算力的
51%，可以看到算力聚合的模式下 PoW 也无法保证
能够抵御 51%攻击。PoS 共识机制能够解决算力
51%攻击问题，但潜在着股权 51%攻击问题，且在
区块分叉时依然存在安全性问题。DPoS 共识机制
通过股权投票的方式选取 101 个记账权益对等的节
点，这解决了由于矿池机制产生 PoW 的算力 51%
攻击和 PoS 的股权 51%攻击问题，但依然存在着持
股人参与投票度不高而导致的恶意节点 51%攻击
问题。
可见，共识算法是限制当前区块链应用和发展
的因素之一。对于公有链系统，矿池机制将算力汇
聚到少量节点之上，导致 51%攻击发生的概率显著
提高，其本质原因是计算资源更容易通过分布式处
理环境被集中用于解决可分解的集中式问题，可见
分布式处理技术反而为区块链技术带来了安全性
问题。在联盟链和私有链的区块链系统中，可以通
过使用 PBFT 和 Pasox 这类分布式一致性算法提高
交易验证的吞吐量，同时降低资源的消耗。在安全
性方面，联盟链和私有链系统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
拜占庭容错问题，这要求网络中的恶意节点要低于
节点总数 1/3。此外，当前出现了大量的新型共识
算法被提出以解决区块链系统中交易验证的效率
和安全性问题，包括容量证明算法 PoC (Proof of
Space，也称为 PoSp)、授权拜占庭容错算法 dBFTP、
HashGraph 和分层共识算法 HashNet[48]等。容量证
明算法由 BitTorrent 创始人提出，核心思想是通过
证明节点存储数据量来决定获得记账权的概率，从
而解决算力上的资源浪费并提高验证效率，但潜在
着存储空间的 51%攻击问题。
HashGraph 和 HashNet
算法主要面向 DAG 区块链系统。HashGraph 采用
Gossip 通讯协议和虚拟投票的拜占庭协议实现以交
易为粒度的共识，其最大的特点是共识达成是异步
的。HashGraph 共识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多轮
的投票验证可能会降低共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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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型共识机制主要针对共识的效率、资源
消耗、区块链存储结构进行优化，以保障区块链系
统的稳定运行。表 4 对当前区块链系统所使用的主
要共识算法在分布式数据管理相关的记账效率、安
全性、能源消耗和适用的区块链类型进行了对比。
表 4 主要共识算法在分布式数据管理功能上的对比
共识算法

记账效率

安全性

资源消耗

适用类型

PoW

10 分钟

算力 51%攻击

高能耗

公有链

PoS

秒级

股权 51%攻击

中能耗

公有链

DPoS

秒级

恶意节点 1/2 攻击

低能耗

联盟链

低能耗、高

公有链

PoC

秒级

存储 51%攻击

Pasox

秒级

节点 51%失效

低能耗

私有链

PBFT

秒级

恶意节点 1/3 攻击

低能耗

联盟链

HashGraph

秒级

恶意节点 1/3 攻击

低能耗

私有链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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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共识算法需要具备以下性质才能够保证
区块链中分布式数据管理的安全性，并在此基础上
提高交易验证的效率：
（1）一致性：节点收到相同顺序交易数据时，
每个节点发生的状态数据改变是一致的。
（2）存活性：在没有通讯故障的情况下，每
个非故障节点最终都能够接收到提交的所有交易。
（3）可用性：区块链网络中存在网络延时或
网络故障时，能够确保有效的交易被验证并且节点
之间数据一致。
（4）容错性：区块链网络中存在部分恶意节
点试图篡改交易或攻击网络时，依然能够确保交易
数据在节点上的数据一致性。
新的共识算法将以更低的延时、更低的能源消
耗、更加公平、更加安全为目标而进行设计。共识
算法的改进需要与区块链系统的应用场景相结合。
具体包括以下路线：
（1）改变达成共识所需消耗资源形式
针对 PoW 机制能源消耗过高的问题，改进的
思路主要集中在改变达成共识所需要消耗的资源
形式，即由背后的电力能源转变为其他资源。早期
的 PoS、DPoS 及其衍生的共识算法是将共识所需
的能源转变为持有代币的潜在权益，之后的空间证
明 PoC 则将消耗的资源变为磁盘空间，而有益工作
证明 PoUW，
则将消耗的能源用于进行有价值运算。
以此思路改进的共识算法是以有效降低能耗为主
要目的，同时与激励机制紧密耦合的，在提高交易
处理效率方面则需要一定程度上牺牲去中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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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才能够实现。
（2）改进传统分布式一致性算法
传统的分布式一致性算法以非拜占庭容错的
Paxos 族共识算法为主，这类算法主要用于维护分
布式数据库的副本一致性[49]，但由于难以应用于公
有链系统中，所以主要服务于联盟链系统。对于非
拜占庭容错算法的改进，主要是使其支持拜占庭容
错，从而提升安全性。Tangaroa算法和 AlgoRand
算法都是属于此类共识算法。基于此思路改进的共
识算法在性能上能够满足高吞吐量和快速共识的
需求，在能源消耗上也大幅降低，并且不需要代币
激励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但保障安全性则成为待
解决的核心问题。
6.3 区块链系统的高可用分布式查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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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系统中对区块数据的查询处理局限性
在于仅支持对交易的简单查询访问功能且查询效
率较低，要将区块链系统融合到各领域应用之中，
区块链的查询处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区块
链系统的查询处理机制需要以提高查询性能、扩展
查询功能和保证用户信息安全性为主要目标。对于
区块链查询处理机制的研究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1）构建高效的数据索引
通过对区块链中区块数据在记账节点上的逻
辑存储和物理存储上的优化，实现对扩展查询功能
的支持。面向区块数据创建区块索引是一种有效的
优化方法。现有的区块链系统大多也是采用此类方
法，但索引的对象还只局限于交易相关数据。设计
新型的区块数据存储结构和索引结构能够有效扩
展查询功能和查询性能。这对于 DAG 区块链这类
新型系统将能带来更显著的性能提升。区块链的数
据索引不仅可以服务于实时的交易验证，也可以提
高对交易历史信息的访问效率。因此，在性能上区
块链的数据索引访问机制将向着提供更高的实时
访问效率方向进行设计，在功能上区块链的索引结
构将面向支持基于历史数据溯源查询的方向发展。
（2）查询处理层的嵌入
在区块链系统的体系结构中嵌入查询处理层
同样是扩展区块链系统查询功能的有效方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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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层可以构建于数据层之上，在节点上直接支持
对区块链完整数据的快速访问。嵌入的查询处理层
需要为区块链提供更多的交易数据查询功能和数
据分析功能，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交易记录的访
问，这就需要查询处理层提供更多的 API 接口，并
设计面向复杂查询的优化策略。此外，查询处理层
还需要支持智能合约的相关查询，以便应用于更加
复杂的业务需求。
（3）区块的分布式查询算法
区块链系统如果采用分布式存储策略，系统中
部分节点将仅存储区块链的部分数据，此时需要使
用分布式查询处理算法实现在不同节点之间对区
块链数据的查询。区块链中的分布式查询将主要以
查询性能优化为主要目标。对于基于分片
（Sharding）的分布式存储，子链间的交易需要通
过主链周转，而 DAG 结构和多链系统则需要跨链
访问数据。在更加复杂的应用场景中，分布式查询
还需要处理不同区块链间的跨链访问需求。因此新
的分布式查询算法要解决多链之间的数据访问，实
现在不同链上、不同区块结构上的分布式统一查询
处理，并通过并行性提高性能。
（4）支持隐私保护的高效查询算法
公有链的区块链系统中，数字货币的钱包用户
通常不会维护完整的区块链数据，因此用户对账号
的查询需要通过存储有区块链数据的记账节点实
现。现有的查询技术虽然通过布隆过滤器技术实现
了查询时对用户账号隐私的保护，但随着区块链数
据的增长，现有方式的查询负载将逐渐提高。因此，
未来的区块数据查询算法将面临查询效率与隐私
保护安全性之间平衡性的挑战，因为更好的隐私保
护效果意味着更高的查询代价和存储代价。


Scaling byzantine
http://eprint.iacr.org/201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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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aroa: a byzantine fault tolerant raft. http://www.scs.
stanford.edu/14aucs244b/labs/projects/copeland zhong.pdf

6.4 分布式的智能合约管理机制
智能合约是一种计算机可读取和可执行的程
序代码，能够自我执行和自我强制，不需要可信的
第三方干预。在区块链系统中，智能合约作为一种
特殊的交易事务被执行，合约的定义和输入输出都
将被记录在区块链之中。然而，各区块链系统的智
能合约依然不够成熟，在很多方面都需要逐渐的完
善：
（1）智能合约的修改机制
智能合约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在区块链系
统中运行的，对于程序而言通常潜在着修改和升级
操作以适应应用环境的变化。但是对于以太坊这类
写入区块链的智能合约而言是不可篡改的，这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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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合约的更新。
（2）智能合约的权限管理
智能合约的现有权限管理机制还是相对较粗
粒 度的 级别， 并没 有基于 角色 的权限 访问 机制
（RBAC）那样能够精确到细粒度的资源，这一点
对于像超级账本这类区块链系统尤其明显。智能合
约的代码是向区块链网络内所有共识节点公开的，
这对于很多金融贸易、企业交易来说是个巨大的弊
端。为此，对于智能合约需要合理的权限管理来部
署、审核和授权合约的访问与执行。
（3）智能合约的图灵完备性
区块链的智能合约编程语言分为图灵完备和
非图灵完备两种。图灵完备的智能合约可形式化为
状态机模型，并保证世界状态在区块链网络中的所
有节点保持数据一致性。在设计图灵完备的智能合
约时保持数据一致性是主要的挑战，往往需要在数
据一致性和交易的确认效率之间做出权衡。
6.5 区块链数据隐私保护机制

护。其原因在于当前智能合约是公开的程序代码
的，其内容无法进行混淆处理，因此其中的发送方
和接收方地址，以及交易金额均无法匿名化。这已
经成为限制智能合约公有链应用的最大障碍。已有
研究工作中，对于解决智能合约隐私保护问题的思
路包括放弃合约的可编程性和将智能合约与共识
机制分隔等方法。因此，隐私智能合约的出现都将
有助于推动区块链系统的实际应用。
6.6 区块链系统的数据监管技术
区块链系统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和伪造、
数据高度冗余等诸多特性，这些特性保障了信息的
不变性、安全性、透明性，使其在应用中发挥重要
作用，但区块链技术是具有中立性的，这种不可回
滚的数据管理模式也产生出了严重的数据监管问
题[50]，而这一问题正日益引起金融和政府机构的重
视。在金融领域，在缺少数据监管措施的情况下，
区块链系统的任何细小漏洞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
损失。Facebook 面向金融领域开发的 Libra 区块链
系统就是由于缺少健全的监管机制而被美国政府
要求停止开发。而在公有链系统中，由于缺少数据
修正机制，一旦隐私信息或违法数据被写入区块链
发布，则会因为难以撤销而失去对数据监管的控
制。虽然政府机构普遍认识到需要对区块链系统构
建谨慎的监管法规，但这需要建立在区块链的数据
管理等技术成熟的前提下。为此，区块链系统可以
通过以下数据监管技术完善系统中数据监管功能。
（1）区块链数据的回滚机制
通过使用基于事务的数据回滚机制，数据库管
理系统可以将数据恢复到某一时刻的一致性状态。
目前的区块链系统虽然具有信息不可篡改特性，但
依然可以通过硬分叉的方式实现数据回滚的功能，
当前的以太坊系统（ETH）和以太坊经典（ETC）
就是由于为了回滚数据而进行硬分叉的结果。可
见，现有区块链系统的数据回滚操作不仅代价高、
效率低，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回滚问题。为此，
未来区块链系统的分布式数据存储架构需要设计
更加轻量级的数据回滚机制，而智能合约技术的发
展可能为数据回滚机制带来新的解决方案。
（2）
“以链治链”机制
区块链系统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经常被用于在
各领域中对现有系统的数据和运行流程进行监管，
中国人民大学杨东教授提出了“以链治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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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系统为了保障分布式存储中交易数据
不会发生隐私泄露，其采用的保密机制可以分为两
类：基于加密方法的保密机制和基于限制发布的保
密机制。而要解决已发布数据的保密性问题，最终
还是需要借助加密方法进行实现。在区块链数据加
密方面主要的研究方向和挑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同态加密的隐私保护机制
同态加密技术是一种密码学技术，其效果是将
数据进行处理获得输出，将这一输出进行解密，其
结果与用同一方法处理为加密数据得到的输出结
果是一样的。使用同态加密技术能够更好地降低加
密数据被破解的可能性，但其本身技术还不成熟，
目前还停留在理论阶段，缺少真正可用的全同态加
密算法。
（2）基于安全多方计算的隐私保护机制
安全多方计算允许参与方无需将数据汇集在
一起进行分析，原理是允许一组用户基于他们的输
入进行联合计算，而不需要每个用户显示其输入
值，从而保证用户数据的隐私性。例如实现在不公
布两个账户余额的情况下比较余额的多少。安全多
方计算为交易数据的验证提供了隐私保护方案。然
而，其面临的挑战在于安全多方计算在实际应用中
执行效率极低，将严重影响交易的吞吐量。
（3）智能合约的隐私保护问题
交易记录数据可以通过加密方式实现隐私保
护，而智能合约则无法通过加密措施实现隐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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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个区块链系统监管另一个
区块链系统的数据操作，即实现“以链治链”机制。
“以链治链”机制需要合理设计出监管区块链和数
据区块链之间的数据组织结构、数据溯源流程和监
管操作规则。文献[51]提出的可监管数字货币模型
就采用了此种机制。对于数字货币以外的区块链系
统的监管还需要进一步设计相应的基于区块链的
监管机制。
（3）面向区块链数据内容的访问控制机制
在现有区块链系统缺少有效数据回滚机制的
前提下，依然需要解决防止系统中出现的恶意数据
的扩散问题。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是面向区块链中
的数据内容构建基于数据监管系统的访问控制机
制，即对数据内容的访问需要通过监管系统审核方
可执行。这种机制能够在区块链中发现恶意数据后
及时阻止其继续被访问，其主要挑战在于数据的发
布、监管和访问控制间的数据内容加密、存储和管
理机制与流程的设计。

7 区块链分布式数据管理对各领域
应用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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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技术实现票据资产的分布式管存，即将资产数
据存放在区块链中，使资产的相关人员实现点对点
的价值传输，无需实物票据和中心化系统进行控制
和验证。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机制减少了中间人工
参与成本，并实现端到端的透明化，从而提高资产
信息处理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管理成本。
金融领域中应用区块链系统的分布式存储、信
息共享和不可篡改等特性管理数据，将交易记录、
支付记录、数字资产等数据分布式地以全副本的方
式存储在参与节点中。金融领域主要使用联盟链系
统，通过参与方准入机制保证安全性，更简单的共
识机制保证系统效率。然而，区块链系统依然需要
解决交易处理效率、跨链交互和复杂行为自动处理
等方面的局限性，才能够更好地支持金融服务。
首先，区块链系统在交易验证的实时性和吞吐
量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现有的 VISA 系统可以支
持每秒数千笔交易，支付宝系统更是达到了 8.59 万
笔/秒的交易峰值，而使用 DPoS 共识机制的 EOS
系统目前的 TPS 是每秒 3000 笔，基于 DAG 结构的
IOTA 系统的 TPS 极限是每秒 3000 笔。可见区块链
系统处理能力还不足以替代现有的集中式交易系
统。因此，区块链系统还需要不断改进共识机制以
适应高吞吐的金融交易应用。
其次，未来区块链系统需要支持跨链数据交互
功能。现有金融领域存在多个金融组织，这也意味
着未来金融领域中将存在着多个区块链系统，各区
块链系统在存储上是异构的数据结构。不同金融组
织间的支付交易需要通过跨链交互实现，为此要解
决不同区块链异构数据访问的问题。

7.1 泛金融应用领域
在泛金融应用领域，区块链系统能够为跨境支
付、供应链金融、数字票据等金融支付与管理场景
提供更安全、更便捷的自动交易和记账服务。在跨
境支付应用上已有诸多企业开始进行相关尝试，早
期工作主要集中在利用虚拟货币为中小企业提供
低成本的跨境汇款，而当前银行等金融机构则致力
于利用联盟链的高吞吐量和高效确认特性进一步
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相比于早期 VISA 系统的
10%费率和一周的到账时间，基于区块链结构的蚂
蚁金服相关系统已能够实现 1 分钟到账，平均效率
可提升 1 万倍，同时也具有更加低廉的支付成本。
对于票据与供应链金融业务，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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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块链系统的生态环境，使用区块链系统
的分布式数据存储功能能够为大量领域应用系统
带来新的应用模式。目前，各应用领域已经在区块
链技术上形成了初步的积累，逐步将区块链系统功
能与原有业务系统相结合，利用区块链特性解决业
务系统弊端，同时改进区块链系统自身的不足与局
限。现在，各领域的应用已经对区块链系统提出更
多新的挑战。

7.2 产业供应链领域

产业供应链系统中往往存在有多达数百的加
工环节，如此庞大的节点数量为供应链的追踪管理
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供应链中，商品相关的生产、
运输和销售等环节都需要记录大量的过程信息。使
用区块链系统存储并管理供应链系统数据，能够有
效地提供供应链过程信息的深度溯源、查询和验证
等核心功能，从而提高行业的透明度和安全性。以
饮料供应链为例，在原有机制下生产商在代理商拿
走货物后就无法获得后续的销售信息。而通过区块
链系统可以很轻松地将生产数据和销售数据融合，
一方面方便最终消费者对商品溯源，另一方面为厂
商提供透明的数据管理。在实际应用中，区块链还
需要进一步提升信息安全性、构建溯源机制和建立
错位激励措施来支撑产业供应链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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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性方面，由于区块链系统中信息共享的
透明性，导致其中的隐私信息存在着泄露的风险。
现有机制主要是利用数字签名和公私钥加密解密
机制保障信息安全，这就需要区块链系统实现更加
高效的智能合约机制，一方面简化供应链流程提升
业务处理效率，另一方面提供自动化的签名验证防
止个人信息等隐私数据泄露。
在数据溯源方面，区块链系统还需要进一步构
建与产业供应链过程更加切合的溯源模型，能够及
时、高效地发现供应链过程各个环节的作弊行为。
溯源机制与智能合约的结合，将能够实现基于技术
和算法的自动管理体系。
在激励机制方面，区块链需要实现错位激励措
施。供应链系统中要为所有参与者设计合理的奖励
措施，才能够有效地保证参与者加入区块链系统，
并保证录入到区块链数据的质量。
7.3 网络文件存储领域

始拥有者和相关的授权信息，从而避免文件存储系
统中的版权纠纷等问题。文件的确权管理需要区块
链将溯源机制与分布式存储的元信息管理机制相
结合，这对网络文件存储提出了又一个新的挑战。
7.4 征信管理领域
在征信管理领域，原有中心化系统需要将各参
与机构的共享信用数据汇聚、整理并发布，而其中
还存在着第三方存证可信性的问题。基于区块链管
理征信信息，参与机构可以构建联盟链架构，并共
享所拥有的信用数据。此时，区块链系统自身具有
的信息不可篡改、数据加密授权保护、智能合约等
特性能够有效地解决原有征信系统中信用信息孤
岛问题、提高系统安全性和降低征信运营成本。但
是，由于传统征信领域现存系统的封闭性，使用区
块链系统替代依然具有较大的风险，区块链在征信
管理中也面临诸多技术上的挑战，具体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首先是数据的隐私保护问题。基于区块链的征
信平台通过全副本机制使得所有节点参与数据维
护，这使得 51%恶意攻击难以实施从而保证了系统
具有防数据篡改的安全性，但是由于链上数据全部
公开，即便使用公钥私钥的加密方法依然具有隐私
数据泄露的风险，因此系统需要支持对链上数据的
控制机制，避免数据共享交易参与方之外的无关第
三方获得数据。
其次是区块链上的数据质量控制。由多参与方
提供的征信数据潜在着数据不一致、冗余数据等数
据质量问题。如何在不可篡改的区块链征信系统上
实现征信数据的消除冗余数据、保证数据一致性，
是区块链分布式数据管理研究面临的又一挑战性
问题。
再次是多样性数据的链上管理。征信数据具有
多模态的特性，覆盖结构化记录、文档文件、公正
证书、甚至语音和邮件等数据类型。为此，区块链
系统需要提供多种数据类型上链存储的功能，并能
够基于这些文件进行自动的验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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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文件存储领域，区块链系统可以构建公
有链存储平台，提供个人数据存储和分享服务，实
现数据资源的共享机制、溯源机制和确权机制。当
前已有一些面向文件存储的公有链系统，如 IPFS
和 Sia。这些系统主要目标是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
分布式数据存储，降低网络文件的带宽和存储成
本。通过公有区块链系统与分布式数据存储平台相
结合，可以构建包括文件数据存储、分享、治理和
增值的文件存储生态系统。现有区块链分布式存储
机制实现了去中心化，同时解决了安全性和吞吐率
问题，但是在可编程性、可扩展性和可确权性方面
仍然存在不足[52]，这也是基于区块链的网络文件存
储面临的主要挑战。
可编程性主要是指把文件数据交易中的执行
过程写入智能合约的可编程语言，并通过智能合约
的代码强制运行机制保证交易执行的自动性和完
整性。当前的智能合约主要支持转账交易的自动执
行，而对于支持数据治理的智能合约及可编程语言
则较少被提出。
可扩展性是指随着系统中节点数量规模扩大、
文件数量增长，系统提供的吞吐率性能不会明显下
降。由于网络文件存储主要以公有链形式运行，相
应的区块链系统在节点达到一定规模后将无法使
用高效的共识算法，此问题如果不解决将造成吞吐
率的下降和可扩展性的降低。
可确权性主要指网络中的文件在经过复制等
操作后能够基于区块链的溯源机制确认文件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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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其他应用领域
除了上述几个主要应用领域之外，区块链还能
够应用于各类具有分布式数据存储及相关需求的
领域：
（1）分布式社交网络
分布式社交网络基于 P2P 技术构建，采用去中
心化的结构，同时所有数据分散在网络节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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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块链系统构建分布式社交网络能够通过去
中心化社交避免单点失效，实现多样化的激励机
制，具有较好的隐私保护机制，并通过激励机制降
低运营成本，如 Steem 系统。然而，分布式社交网
络需要使用公有链模式运行，大规模的社交网络区
块链系统将面临严重的共识效率和去中心化的平
衡问题。以 Steem 系统为例，当前使用 DPoS 共识
机制通过 21 位证人来达成共识以保证系统的吞吐
率，但其中潜在着中心化的风险。
（2）公益慈善领域
区块链系统基于分布式存储和共识算法所构
建的新型信任机制，能够实现公益信息的透明公
开、有效监管，帮助公益慈善领域解决信任问题。
区块链系统可以记录公益流程中的捐赠项目、募集
明细、资金使用和受益人反馈等全部信息，同时由
多家公益组织、支付机构、审计机构构成多方参与
的联盟链以提高系统信息的安全性。其应用挑战主
要来自于复杂的公益场景与简单的交易记账方式
之间的不匹配问题，这需要通过构建符合复杂公益
流程的智能合约来解决。
（3）教育就业领域
教育就业领域中需要对学生的学籍信息、学历
信息、就职信息进行管理。原有分散的教育就业信
息管理体系存在着大量的信息孤岛，各教育机构仅
管理自身所涉及学生的信息，从而导致就业和升学
过程中面对学历造假、学籍造假、简历造假等问题，
单位和院校缺少有效的验证机制。区块链系统的数
据透明化和不可篡改特性能够有效地构建可信的
教育存证机制，通过将学生教育证明信息加密存储
在区块链上，从而支持学生教育就业信息的受控访
问和自动验证。由于教育数据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征
信数据，所以，区块链在教育就业领域面临与征信
管理领域类似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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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物理存储结构、数据组织方式和优化技术上不
断发展，进行着各种创新性的尝试。在数据的查询
处理方面，虽然传统区块链系统对于区块数据的查
询功能较少且性能有限，但新型区块链系统的研究
工作正在从多个环节上实现着对区块链数据查询
处理的性能提升和功能扩展。区块链系统的分布式
数据管理技术为当前各领域应用的数据管理提供
了安全、可共享、可溯源的新特性。为了适应各种
应用的发展，区块链的分布式数据管理技术也不断
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其发展也势必会为各领域
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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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of blockchain are organized in a peer-to-peer network. The

Blockchain is proposed to construct transaction systems that

differences mainly reflect on the pattern of data storage and

are decentralized, non-tampering, distributed consensus and

query processing. Blockchain organizes records in blocks with

final consistency for managing transaction records. So

a chain structure to link them, and allows every participant

blockchain is also a kind of distributed database management

download the complete record collection. Based on blockchain

system, and it will b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some blockchain systems have been construc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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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digital currency transactions or smart contracts, such as

Blockchain system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bitcoin, Ethereum, Hyperledger fabric. These 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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