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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区块链快照方法，
将增量快
照技术与区块链技术融合，
相比于传统的快照技
术，
不用每次对节点进行整机快照，
既能缩小区
块链中快照的存储空间，
也能快速获得当前区块
的状态数据。此种区块链快照方法，
适用于在集
群中加入节点的应用场景，
可以实现快速同步节
点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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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区块链快照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含以下内容：
快照方法的角色包括：
共识节点、
数据节点、
快照；
所述共识节点用于共识区块链中每个区块的交易信息；
所述数据节点不参与区块的共
识过程，
只存储每个经过共识的区块的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及交易数据，
每隔一定区间区
块高度，
所述数据节点为集群做一次快照；
所述快照用于存储区块链的状态数据；
所述快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 .1)每隔一定区间区块高度，
所述数据节点根据本节点保存的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及
上一个区间区块高度的快照，
计算出本区间区块高度的状态数据，
并以快照的形式保存；
1 .2)所述数据节点将每个账户的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设置为0；
1 .3)每生成一个区块，
所述数据节点缓存当前区块内所有账户的交易数据，
并记录数
据有变动的账户的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
其中每个账户的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随区间区块
高度增加而叠加；
1 .4)直到达到下一个区间区块高度时，
所述数据节点以本节点保存的状态数据的增量
数据，
及上一个区间区块高度的快照，
计算出本区间区块高度的状态数据，
并以快照的形式
保存；
1 .5) 所述数据节点将每个账户的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设置为0。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区块链快照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当集群中需要加入共识节点时，
依照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2 .1)宕机的共识节点从所述数据节点获取并缓存最新区间区块高度的快照；
2 .2)根据上一个快照与当前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
获取最新数据节点的状态数据；
2 .3)宕机的共识节点正式成为共识节点，
并参与共识；
当集群中需要加入数据节点时，
依照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3 .1)宕机的数据节点从集群中的其余正常运行的数据节点获取并缓存最新区间区块
高度的快照；
3 .2)根据上一个快照与当前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
获取最新数据节点的状态数据；
3 .3)宕机的数据节点正式成为数据节点，
并参与存储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及交易数
据；
所述共识节点及所述数据节点需要加入所述集群的情况包括：
所述节点宕机后重新加
入所述集群，
因集群性能要求额外要求节点加入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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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区块链快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区块链技术领域，
涉及一种区块链快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
数据节点存储状态数据及交易数据。假设区块链中有X个账户，
且X是一个非
常大的数值，
而区块中只有少数的账户在变更数据；
如果使用原有的区块链的快照技术，
每
个区块都需要存储交易数据及X个账户的状态数据，
在形成快照时会造成快照存储空间大，
快照存储空间浪费等问题。快照技术是一种动态扩展，
其存储空间只增不减，
虽然有合并快
照、
压缩快照等解决方法，
但这些方法不能从根本上缩小快照的存储空间。
[0003] 综上所述，
当前需要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既能缩小区块链中快照的存储空间，
也能
快速获得当前区块的状态数据。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
本发明提供一种解决或部分解决上述问题的区块链快照方法。
[0005] 为达到上述技术方案的效果，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区块链快照方法，
包含以
下内容：
[0006] 快照方法的角色包括：
共识节点、
数据节点、
快照；
[0007] 共识节点用于共识区块链中每个区块的交易信息；
数据节点不参与区块的共识过
程，
只存储每个经过共识的区块的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及交易数据，
每隔一定区间区块高
度，
数据节点为集群做一次快照；
快照用于存储区块链的状态数据；
[0008] 快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 .1)每隔一定区间区块高度，
数据节点根据本节点保存的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及
上一个区间区块高度的快照，
计算出本区间区块高度的状态数据，
并以快照的形式保存；
[0010] 1 .2)数据节点将每个账户的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设置为0；
[0011] 1 .3)每生成一个区块，
数据节点缓存当前区块内所有账户的交易数据，
并记录数
据有变动的账户的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
其中每个账户的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随区间区块
高度增加而叠加；
[0012] 1 .4)直到达到下一个区间区块高度时，
数据节点以本节点保存的状态数据的增量
数据，
及上一个区间区块高度的快照，
计算出本区间区块高度的状态数据，
并以快照的形式
保存；
[0013] 1 .5) 数据节点将每个账户的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设置为0；
[0014] 当集群中需要加入共识节点时，
依照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0015] 2 .1)宕机的共识节点从数据节点获取并缓存最新区间区块高度的快照；
[0016] 2 .2)根据上一个快照与当前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
获取最新数据节点的状态数
据；
[0017] 2 .3)宕机的共识节点正式成为共识节点，
并参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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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当集群中需要加入数据节点时，
依照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0019] 3 .1)宕机的数据节点从集群中的其余正常运行的数据节点获取并缓存最新区间
区块高度的快照；
[0020] 3 .2)根据上一个快照与当前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
获取最新数据节点的状态数
据；
[0021] 3 .3)宕机的数据节点正式成为数据节点，
并参与存储状态数据的增量数据及交易
数据。
[0022] 共识节点及数据节点需要加入集群的情况包括：
节点宕机后重新加入集群，
因集
群性能要求额外要求节点加入集群。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成果为：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区块链快照方法，
将增量快照技术与区
块链技术融合，
相比于传统的快照技术，
不用每次对节点进行整机快照，
既能缩小区块链中
快照的存储空间，
也能快速获得当前区块的状态数据。此种区块链快照方法，
适用于在集群
中加入节点的应用场景，
可以实现快速同步节点的功能。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传统区块链快照方法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一种区块链快照方法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技术方案及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明白 ，
以下结
合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说明。应当说明的是，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
本发明，
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能实现同样功能的产品属于等同替换和改进，
均包含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具体方法如下：
[0027] 实施例1：
本实施例具体说明了区块链快照方法的步骤，
如图1和图2：
[0028] 如图1，
图1是传统区块链快照方法。假设区块链上有X个账户，
每隔100个高度的区
块做一次快照，
在高度为10001的区块上时，
每个账户的余额为N，
生成高度为10001的快照。
[0029] 从高度为10001到高度为10098的区块都没有进行任何交易，
数据节点存储交易数
据，
及 “账户000：N，
账户001：N，
账户010：N，
账户011：N，
账户100：N，
……，
账户X：
N”的
状态数据；
[0030] 高度为10099的区块，
有一笔由账户001向账户000转账价值为A的交易，
此时数据
节点存储交易数据，
及“账户000：N+A，
账户001：N-A，
账户010：N，
账户011：N，
账户100：
N，
……，
账户X：
N”的状态数据；
[0031] 高度为10100的区块产生了一笔由账户010向账户001转账价值为B的交易，
此时数
据节点存储交易数据，
及“账户000：N+A，
账户001：N-A+B，
账户010：N-B，
账户011：N，
账
户100：N，
……，
账户X：
N”的状态数据；
[0032] 高度为10101的区块，
产生了一笔由账户001向账户011转账价值为C的交易，
此时
数据节点存储交易数据，
及“账户000：N+A，
账户001：N-A+B-C，
账户010：N-B，
账户011：N
+C，
账户100：N，
……，
账户X：
N”的状态数据；
在此区块中要生成高度为10101的快照，
直接
将状态数据生成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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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
图2是本发明一种区块链快照方法。假设区块链上有X个账户，
每隔100个高
度的区块做一次快照，
在高度为10001的区块上时，
每个账户的余额为N，
生成高度为10001
的快照，
将所有账户的增量设置为0。
[0034] 从高度为10001到高度为10098的区块都没有进行任何交易，
数据节点存储交易数
据，
却没有存储增量数据；
[0035] 高度为10099的区块，
有一笔由账户001向账户000转账价值为A的交易，
此时数据
节点存储交易数据，
及“账户000：
+A，
账户001：
-A”的增量数据；
[0036] 高度为10100的区块产生了一笔由账户010向账户001转账价值为B的交易，
此时数
据节点存储交易数据，
及“账户000：
+A，
账户001：
-A+B，
账户010：
-B”的增量数据；
[0037] 高度为10101的区块，
产生了一笔由账户001向账户011转账价值为C的交易，
此时
数据节点存储交易数据，
及“账户000：
+A，
账户001：
-A+B-C，
账户010：
-B，
账户011：
+C”的增
量数据；
在此区块中要生成高度为10101的快照，
根据上一个快照的状态数据，
以及本区间
区块高度的增量数据，
可以快速获得当前区块的状态数据“账户000：
N+A，
账户001：
N-A+BC，
账户010：
N-B，
账户011：
N+C，
账户100：
N，
……，
账户X：
N”；
将状态数据生成快照后，
所有账
户的增量数据设置为0。
[0038] 本发明的有益成果为：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区块链快照方法，
将增量快照技术与区
块链技术融合，
相比于传统的快照技术，
不用每次对节点进行整机快照，
既能缩小区块链中
快照的存储空间，
也能快速获得当前区块的状态数据。此种区块链快照方法，
适用于在集群
中加入节点的应用场景，
可以实现快速同步节点的功能。
[003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之较佳实施例，
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
同时以上说明，
对于相关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可以理解及实施，
因此其他基于本发明所
揭示内容所完成的等同改变，
均应包含在本权利要求书的涵盖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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