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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半中心化的可信数据管理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半中心化的可信数据管

理系统，包括数据存储模块、用户请求接收模块

和用户请求执行模块，数据存储模块包括可更新

的加载有数据有效记录的区块，用户请求接收模

块可接收用户的更新请求和/或验证请求，接收

到用户验证请求后，用户请求执行模块根据用户

验证请求内容提供当前区块的连续有效记录片

段和前一区块中的对应连续有效记录片段供用

户比对验证有效记录是否合法，用户验证请求内

容包括待验证有效记录片段的起始有效记录名

称和有效记录片段长度。中心化数据存储保证了

数据的完整性、可追溯性和不可篡改性，用户可

验证当前区块加载的有效记录是否合法，去中心

化的数据验证方式保证了数据的真实性和透明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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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半中心化的可信数据管理系统，包括数据存储模块、用户请求接收模块和用户

请求执行模块，其特征在于，

所述数据存储模块包括可更新的加载有数据有效记录的区块，

所述用户请求接收模块可接收用户的更新请求和／或验证请求，

接收到用户验证请求后，所述用户请求执行模块根据用户验证请求内容提供当前区块

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和前一区块中的对应连续有效记录片段供用户比对验证有效记录是

否合法，

所述用户验证请求内容包括待验证有效记录片段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和有效记录片

段长度；

当前区块有效记录不存在用户验证请求内容中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时，选取的当前区

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距离用户验证请求内容中的起始有效记

录名称最近的在前有效记录名称，片段长度等于用户验证请求内容中的有效记录片段长

度；

前一区块中的对应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与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

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相同，末尾有效记录名称与由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

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和片段长度决定的末尾有效记录名称相同；

前一区块有效记录不存在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时，对

应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与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

有效记录名称距离最近的在前有效记录名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中心化的可信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区块加

载的有效记录名称唯一确定不重复且可根据有效记  录名称精确检索到对应记录，且不同

区块加载的有效记录名称根据相同规则进行排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中心化的可信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前一区块有

效记录不存在由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和片段长度决定的

末尾有效记录名称时，对应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末尾有效记录名称为与由当前区块连续

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和片段长度决定的末尾有效记录名称距离最近的

在后有效记录名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中心化的可信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验证当前区

块加载的有效记录是否合法包括验证当前区块增删的记录信息是否合法、验证当前区块修

改的记录信息是否合法、验证当前区块更新的记录公钥是否合法。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半中心化的可信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验证当前区

块修改的记录信息是否合法的方法包括比对用户签名的更新时间与系统签名的审批时间

是否在同一有效日期内，所述有效日期为区块上一次更新距本次更新之间的时间段。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半中心化的可信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验证当前区

块更新的记录公钥是否合法的方法包括验证更新后记录中的旧私钥签名备案信息是否合

法。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中心化的可信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区块包

括区块头和区块体，所述区块体加载有效日期内的所有有效记录，所述区块头记录有相邻

区块哈希值，区块生成时间戳和记载有效记录哈希值的默克尔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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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半中心化的可信数据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数据处理领域，尤其是中心化数据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数据应用系统,形式上无论是单中心系统还是分布式系统，就管理主体而

言实质都是中心化存储模式，即数据的存储、维护和查询都由管理中心来统一实施。该模式

的优势是数据管理方面的高效性，但存储的数据对外是一个黑箱，缺乏可监督性与透明性，

客户只能被动接受，难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新兴的区块链技术是一种由多方共

同维护、以块链结构存储数据、以密码学方式保证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的分布式存储模式。

该种模式下，人人都是资源的提供方和获取方，没有绝对的中心。当某个节点被篡改时，该

节点会显得“格格不入”，因而会被排斥且不被承认。但是去中心化模式在高度安全、透明的

同时，也造成时间、空间和能耗上的极大浪费。此外，作为一个完全分布式的自治系统，该模

式缺乏一个可靠的、公正的责任组织来协调各方利益和处理各种紧急事务。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中心化数据存储结合去中心化数据验证的半

中心化可信数据管理系统。

[0004] 本发明能够以多种方式实现，包括方法、系统、设备、装置或计算机可读介质，在下

面论述本发明的几个实施例。

[0005] 一种半中心化的可信数据管理系统，包括数据存储模块、用户请求接收模块和用

户请求执行模块，所述数据存储模块包括可更新的加载有数据有效记录的区块，所述用户

请求接收模块可接收用户的更新请求和/或验证请求，接收到用户验证请求后，所述用户请

求执行模块根据用户验证请求内容提供当前区块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和前一区块中的对

应连续有效记录片段供用户比对验证有效记录是否合法，所述用户验证请求内容包括待验

证有效记录片段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和有效记录片段长度。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区块加载的有效记录名称唯一确定不重复且可根据记有效录名称

精确检索到对应记录，不同区块加载的有效记录名称根据相同规则进行排序。

[0007] 进一步地，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中心化的可信数据管理系统，其特征在

于，当前区块有效记录不存在用户验证请求内容中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时，选取的当前区

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距离用户验证请求内容中的起始有效记

录名称最近的在前有效记录名称，片段长度等于用户验证请求内容中的有效记录片段长

度。

[0008] 进一步地，前一区块中的对应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与当前区块

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相同，末尾有效记录名称与由当前区块连续有

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和片段长度决定的末尾有效记录名称相同。

[0009] 进一步地，前一区块有效记录不存在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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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名称时，对应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与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

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距离最近的在前有效记录名称。

[0010] 进一步地，前一区块有效记录不存在由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

效记录名称和片段长度决定的末尾有效记录名称时，对应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末尾有效

记录名称为与由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和片段长度决定的

末尾有效记录名称距离最近的在后有效记录名称。

[0011] 进一步地，验证当前区块加载的有效记录是否合法包括验证当前区块增删的记录

信息是否合法、验证当前区块修改的记录信息是否合法、验证当前区块更新的记录公钥是

否合法。

[0012] 进一步地，验证当前区块修改的记录信息是否合法的方法包括比对用户签名的更

新时间与系统签名的审批时间是否在同一有效日期内，所述有效日期为区块上一次更新距

本次更新之间的时间段。

[0013] 进一步地，验证当前区块更新的记录公钥是否合法的方法包括验证更新后记录中

的旧私钥签名备案信息是否合法。

[0014] 本发明实施例具有的积极有益效果包括：(1)数据存储模块的数据应用系统实现

了中心化数据存储，“类区块链”的存储结构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可追溯性和不可篡改性；

(2)用户可验证当前区块加载的有效记录是否合法，去中心化的数据验证方式保证了数据

的真实性和透明性。

[0015] 本发明的其他方面和优点根据下面结合附图的详细的描述而变得明显，所述附图

通过示例说明本发明的原理。

附图说明

[0016] 本发明将通过例子并参照附图的方式说明，其中：

[001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半中心化有效数据管理系统结构框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区块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区块有效记录更新过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本说明书中公开的所有特征，或公开的所有方法或过程中的步骤，除了互相排斥

的特征和/或步骤以外，均可以以任何方式组合。

[0021] 本说明书中公开的任一特征，除非特别叙述，均可被其他等效或具有类似目的的

替代特征加以替换。即，除非特别叙述，每个特征只是一系列等效或类似特征中的一个例子

而已。

[0022] 一种半中心化的可信数据管理系统，包括数据存储模块、用户请求接收模块和用

户请求执行模块，所述数据存储模块包括可更新的加载有数据有效记录的区块，所述用户

请求接收模块可接收用户的更新请求和/或验证请求，接收到用户验证请求后，所述用户请

求执行模块根据用户验证请求内容提供当前区块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和前一区块中的对

应连续有效记录片段供用户比对验证有效记录是否合法，所述用户验证请求内容包括待验

证有效记录片段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和有效记录片段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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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数据存储模块通过存储有效数据的记录链，建立数据与记录之间的映射关系来实

现一种便捷、透明的数据记录管理系统。例如，现有的银行卡交易与虚拟货币交易中，转账

时常用银行账号/卡号长度多为16‑20位的数字，新兴的区块链资产账号更是长达30多位的

无序数字、字母组合，这使得普通用户难以记忆，且难以判断转账地址的真实性，进而滋生

一系列资金安全问题。同时，由于虚拟货币的匿名性，其地址本身不包含任何身份信息，这

容易滋生非法洗钱、行贿受贿、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给国家金融监管带来巨大困难。本发

明通过建立账户与账户记录之间的映射关系，建立一种安全、便捷的记录链管理系统。

[0024] 数据存储模块中区块包括区块头和区块体，区块体记录有有效日期内的有效记

录，区块头记录有相邻区块区块头哈希值，区块生成时间戳、有效记录个数和记载有效记录

哈希值的默克尔树(如图2所示)。本发明中有效记录是指排除掉已更新、已失效的记录。数

据存储模块可在固定时间生成新的区块，新生成区块存储有距离上一次区块更新时间段内

的所有有效记录，并把新生成的区块加载到原区块链上。作为实施例，加载有效记录的区块

在每天下午3:00自动更新，则数据存储模块中的区块体记录有前一日下午3:00至今日下午

3:00之间的所有有效记录，即有效日期为区块上一次更新距本次更新之间的时间段。数据

存储模块会保留由所有历史区块区块头构成的块头链，同时会保留部分最新区块，例如保

存最近的10个区块，而无需保存全部区块。同时，数据存储模块还会周期性保留一些关键时

间点的区块映像，例如保留每个月或每个季度第一天的区块，结合每一个周期内的对应更

新记录，可以迅速还原到任一天的区块信息，便于历史查验。数据存储模块中区块头记录有

相邻区块区块头哈希值，即每一区块的块头记录“父区块“的哈希值(前一区块的哈希值)，

通过引用前一区块哈希值，可形成有效记录体系中的区块链和哈希链，有效保证了记录数

据的完整性、可追溯性和不可篡改性。同时区块头中记录有该区块生成时间对应的时间戳，

可以有效避免第三方以旧充新。

[0025] 数据存储模块中区块加载的有效记录名称唯一确定不重复且可根据记有效录名

称精确检索到对应记录，同时，不同区块加载的有效记录名称根据相同规则进行排序。作为

实施例，区块中加载的有效记录名称为SWUFE01、SWUFE02、SWUFE03、…、SWUFE20，可根据有

效记录名称SWUFE02精确检索到对应记录，且有效记录名称具有序号性，与有效记录

SWUFE02距离最近的前一个有效记录的名称为SWUFE01。

[0026] 用户请求接收模块可接收用户通过手机、电脑、平板等终端发送的更新或验证请

求，更新请求包括注册、查询、修改请求。当用户请求接收模块接收到用户的注册请求后，用

户请求执行模块开始执行用户的注册请求，用户可利用自己的私钥加密其写入数据存储模

块的记录单元，数据存储模块再利用其私钥加密存储的完整有效记录。作为实施例，用户请

求接收模块接收到用户通过手机客户端发送的注册、更新请求，用户请求执行模块允许用

户利用自己的私钥签名该用户的身份、账号、更新时间等基本信息，以确保该用户数据对应

记录的归属。系统认证成功后，数据存储模块对加载的包含基本信息、注册信息、认证信息

的完整记录再次利用自身私钥签名，保证数据的来源可靠，防范第三方攻击。

[0027] 用户请求接收模块接收到用户的注册请求后，用户提交利用自身私钥签名的基本

记录信息，有效数据存储模块审批通过后，利用其中心私钥签名形成一条双签名的完整有

效记录，并在下一个更新时间加载到新生成区块中；用户请求接收模块接收到用户的查询

请求后，用户提交包含指定记录名称的查询请求，有效数据存储模块返回该记录的完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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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从当前默克尔树该记录节点到默克尔根完整路径的所有哈希值；用户请求接收模块接

收到用户的更新请求后，验证用户请求中的签名信息是否合法以及验证该用户是否具有相

关操作权限，当满足所有条件时，允许用户提交利用自身私钥签名的已更新的记录基本信

息，有效数据存储模块审批通过过，利用其中心私钥签名形成一条双签名的完整有效记录，

并在下一更新时间加载到新生成区块中，更新当前区块记录的有效记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增加、删除、修改记录和更新用户自身密钥对(如图3所示)。

[0028] 验证当前区块记录的有效记录是否合法包括验证当前区块增删的记录信息是否

合法、当前区块修改的记录信息是否合法、当前区块更新的记录公钥是否合法。用户请求接

收模块接收到用户的验证请求后，用户提交当前区块待验证有效记录片段的起始记录名称

和片段长度值，用户请求执行模块返回当前区块和前一区块中对应有效记录片段中所有有

效记录的完整信息和默克尔树中每一个记录节点到默克尔根的完整路径。当前区块有效记

录不存在用户验证请求内容中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时，选取的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

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距离用户验证请求内容中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最近的在前有效记

录名称，片段长度等于用户验证请求内容中的有效记录片段长度；前一区块中的对应连续

有效记录片段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与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

称相同，末尾有效记录名称与由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和片

段长度决定的末尾有效记录名称相同；前一区块有效记录不存在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

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时，对应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与当前区

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距离最近的在前有效记录名称，在前有效记

录名称是指位于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之前的有效记录名

称；前一区块有效记录不存在由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和片

段长度决定的末尾有效记录名称时，对应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末尾有效记录名称为与由

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和片段长度决定的末尾有效记录名

称距离最近的在后有效记录名称，在后有效记录名称是指位于由当前区块连续有效记录片

段的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和片段长度决定的末尾有效记录名称之后的有效记录名称。区

块中加载的有效记录数量值远远大于用户验证请求内容中的待验证有效记录片段长度值，

用户请求执行模块在当前区块中提取的待验证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与

用户请求验证内容中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相同或者距离最近，长度与用户请求验证内容中

的片段长度相同，用户请求执行模块在前一区块中抽取的待验证连续有效记录片段包含当

前区块待验证连续有效记录片段在内，其长度可能大于用户请求验证内容中的片段长度。

[0029] 作为实施例，用户请求验证当前区块中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SWUFE01，片段长度为

10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是否合法，当前区块中以SWUFE01为起始有效记录名称、片度长度为

10的连续有效片段的末尾有效记录名称为SWUFE10，(1)SWUFE01、SWUFE10均存在于前一区

块中，用户请求执行模块提取当前区块中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SWUFE01，片段长度为10的连

续有效记录片段，提取前一区块中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SWUFE01，末尾有效记录名称为

SWUFE10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给用户供其比对判断当前区块加载的有效记录是否合法；(2)

用户验证请求内容中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SWUFE01不存在于当前区块，距离SWUFE01最近的

在前有效记录SWUFE00存在于当前区块，选取SWUFE00、SWUFE02、SWUFE03、…、SWUFE10作为

当前区块的有效连续片段，此时前一区块的对应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的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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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UFE00，末尾有效记录名称为SWUFE10；(2‑1)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SWUFE00不存在于前

一区块，距离SWUFE00最近的在前有效记录名称SWUF000存在于前一区块，SWUFE10存在于前

一区块，用户请求执行模块提取当前区块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SWUFE00，片段长度为10

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提取前一区块中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SWUFE000，末尾有效记录名称

为SWUFE10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给用户供其比对判断当前区块加载的有效记录是否合法；

(3)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SWUFE00存在于前一区块，末尾有效记录名称SWUFE10不存在于

前一区块，距离SWUFE10最近的在后有效记录名称SWUFE12存在于前一区块，用户请求执行

模块提取当前区块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SWUFE00，片段长度为10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

提取前一区块中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SWUFE00，末尾有效记录名称为SWUFE12的连续有效记

录片段给用户供其比对判断当前区块加载的有效记录是否合法；(4)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

称SWUFE00不存在于前一区块，距离SWUFE00最近的在前有效记录名称SWUFE000存在于前一

区块，末尾有效记录名称SWUFE10不存在于前一区块，距离SWUFE10最近的在后有效记录名

称SWUFE12存在于前一区块，用户请求执行模块提取当前区块实际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

SWUFE00，片段长度为10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提取前一区块中起始有效记录名称为

SWUFE000，末尾有效记录名称为SWUFE12的连续有效记录片段给用户供其比对判断当前区

块加载的有效记录是否合法；。

[0030] 用户验证当前区块记录的有效记录是否合法时，随机抽取当前区块中的一个连续

有效记录片段，通过与前一区块中对应的连续记录片段比对，比对结果包括(1)没有变化、

正常延续；(2)存在新增、删减记录记录，通过验证相应区块中该记录的注册日期和到期日

期是否准确来判断当前区块增删的记录信息是否合法；(3)除用户公钥以外的内容更新，通

过比对用户签名的更新时间与系统签名的审批时间是否在同一个有效日期内来判断当前

区块修改的记录信息是否合法；(4)用户公钥更新，通过验证更新后记录中的旧私钥签名备

案信息是否合法来判断当前区块更新的用户记录公钥是否合法。每一区块中至少有三个时

间记录，一是整个区块的对应时间，表明该区块的生成时间，另外两个存在于每一条有效记

录中，分别是用户签名的修改时间(如注册或更新)和中心签名的批准用户修改的时间，后

两个时间存在一定先后性，但至少会在一个更新周期内。通过大量用户端的零星查验，达到

对区块所有有效记录的整体普查效果，其实质是对中心分布式的民主监督，可以保证有效

数据管理系统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伪造数据，实现数据了的中心化可信存储。

[0031] 优化地，区块中利用Merkle树(默克尔树)存储所有有效记录的哈希值，形成该区

块存储的每一个有效记录的数字指纹，便于在该区块中高效校验某一记录记录的真实性。

[0032] 本发明的不同方面、实施例、实施方式或特征能够单独使用或任意组合使用。

[0033] 本发明优选由软件实现，但是也能够以硬件或硬件和软件的组合实现。本发明也

能够被实施为计算机可读介质上的计算机可读代码。计算机可读介质是能够存储之后可由

计算机系统读取的数据的任何数据存储设备。计算机可读介质的示例包括：只读存储器、随

机存储存储器、CD‑ROM、DVD、磁带、光学数据存储设备和载波。计算机可读介质也可分布在

网络连接的计算机系统上，从而以分布式方式存储和执行计算机可读代码。

[0034] 本发明并不局限于前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本发明扩展到任何在本说明书中披露的

新特征或任何新的组合，以及披露的任一新的方法或过程的步骤或任何新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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