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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

的方法及系统。该方法和系统应用于区块链系统

的终端设备，具体为在根据既定的工作量证明方

法产生新区块过程中，对新区块通过加注标记点

的方式进行标记；然后根据预设的判断规则对标

记点依次进行判断，当标记点符合判断规则时，

将符合判断规则的标记点作为压缩标记；最后每

产生一个新的压缩标记，将压缩标记之前的未经

压缩的新区块进行压缩处理。从而使产生的区块

的文件大小有效降低，这样一来，当新加入终端

下载区块链中的数据区块时，能够有效降低所需

下载的数据量，从而提高下载效率，进而提升区

块链节点写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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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从N个节点设备中选择一个节点设备作为目标节点设备，并将目标节点设备对应的区

块数据副本加入一压缩数据副本集合；

执行甄选迭代步骤，直到压缩数据副本集合内匹配的区块数据副本的数量大于区块链

的系统容错数；

所述甄选迭代步骤包括：从N个节点设备中目标节点设备以外的节点设备中，依次选择

一节点设备作为对比节点设备；通过对比节点数据量大小判断目标节点设备与对比节点设

备对应的区块数据副本是否匹配，如果是，将对比节点对应的区块数据副本加入压缩数据

副本集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还

包括：

如果执行所述甄选迭代步骤，所述压缩数据副本集合内的区块数据副本的数量仍未大

于所述区块链的系统容错数，则从所述N个节点设备中重新选择一节点设备作为目标节点

设备，并重复执行所述甄选迭代步骤，直至所述压缩数据副本集合内的区块数据副本的数

量大于所述区块链的系统容错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应

用于区块链系统的终端设备中，即在根据既定的工作量证明方法产生新区块过程中，对新

区块通过加注标记点的方式进行标记；然后根据预设的判断规则对标记点依次进行判断，

当标记点符合判断规则时，将符合判断规则的标记点作为压缩标记；最后每产生一个新的

压缩标记，将压缩标记之前的未经压缩的新区块进行压缩处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新

区块通过加注标记点的方式进行标记，包括：在产生新区块过程中，如果根据工作量证明方

法计算哈西值的前n位为产生新区块，则将哈西值的n+1位为预设值的新区块作为待添加标

记区块，n为正整数；将标记点加入到待添加标记区块内，得到标记后的新区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标

记点加入到所述待添加标记区块内，包括：将标记点加入到所述待添加标记区块的区块头

中。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据

预设的判断规则对标记点进行判断，包括：利用预设计算公式对标记点进行计算，得到一个

计算结果；如果所述计算结果符合预设的结果规律，则判定标记点符合判断规则。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压

缩标记之前的未经压缩的新区块进行压缩处理，包括：仅在存在多个压缩标记的情况下，将

当前压缩标记的前一个压缩标记以前的且未经压缩处理的新区块按预设压缩方式进行压

缩处理。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

压缩标记为至少大于或等于2个压缩标记。

9.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存储器、处理器以及存储于

存储器上并能够被处理器运行的计算机程序指令，当处理器运行该计算机程序指令时，能

够实现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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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区块链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方法及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区块链存储模式，是一棵参天的  MPT  树。区块链上所有的数据，都汇聚到

这棵树上来。对数据的每一次写或读，都是一次从树枝到树根（或者从树根到树枝）的漫长

旅行。随着链上的数据越来越多，树也越来越高，树枝到树根的路程会变得越来越长。

[0003] 更麻烦的是，虽然树枝有很多个，但是树根只有一个。区块链的速度困境是“贵”在

信任，“慢”得其所，说到底，根因还是在其“用计算换信任”的设计思路上。业内普遍赞誉区

块链是信任的机器，为了实现信任，区块链不得不做很多复杂而繁琐的操作，目前影响区块

链性能的因素主要包括广播通信、信息加解密、共识机制、交易验证机制等几个环节。比如，

共识机制的目标是为了使得参与节点的信息一致，但在高度分散的系统达成共识本身就是

一件耗时的任务，如果考虑会有节点作恶，这会更加增加处理的复杂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方法及系统，该方法能够

有效降低所需下载的数据量，从而提高下载效率，进而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方法，包

括：

从N个节点设备中选择一个节点设备作为目标节点设备，并将目标节点设备对应

的区块数据副本加入一压缩数据副本集合；

执行甄选迭代步骤，直到压缩数据副本集合内匹配的区块数据副本的数量大于区

块链的系统容错数；

所述甄选迭代步骤包括：从N个节点设备中目标节点设备以外的节点设备中，依次

选择一节点设备作为对比节点设备；通过对比节点数据量大小判断目标节点设备与对比节

点设备对应的区块数据副本是否匹配，如果是，将对比节点对应的区块数据副本加入压缩

数据副本集合。

[0006]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该方法还包括：

如果执行所述甄选迭代步骤，所述压缩数据副本集合内的区块数据副本的数量仍

未大于所述区块链的系统容错数，则从所述N个节点设备中重新选择一节点设备作为目标

节点设备，并重复执行所述甄选迭代步骤，直至所述压缩数据副本集合内的区块数据副本

的数量大于所述区块链的系统容错数。

[0007]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该方法应用于区块链系统的终端设备中，即在根据既定的

工作量证明方法产生新区块过程中，对新区块通过加注标记点的方式进行标记；然后根据

预设的判断规则对标记点依次进行判断，当标记点符合判断规则时，将符合判断规则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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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点作为压缩标记；最后每产生一个新的压缩标记，将压缩标记之前的未经压缩的新区块

进行压缩处理。

[0008]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对新区块通过加注标记点的方式进行标记，包括：在产

生新区块过程中，如果根据工作量证明方法计算哈西值的前n位为产生新区块，则将哈西值

的n+1位为预设值的新区块作为待添加标记区块，n为正整数；将标记点加入到待添加标记

区块内，得到标记后的新区块。

[0009]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将标记点加入到所述待添加标记区块内，包括：将标记

点加入到所述待添加标记区块的区块头中。

[0010]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根据预设的判断规则对标记点进行判断，包括：利用预

设计算公式对标记点进行计算，得到一个计算结果；如果所述计算结果符合预设的结果规

律，则判定标记点符合判断规则。

[0011]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将压缩标记之前的未经压缩的新区块进行压缩处理，

包括：仅在存在多个压缩标记的情况下，将当前压缩标记的前一个压缩标记以前的且未经

压缩处理的新区块按预设压缩方式进行压缩处理。

[0012] 在本发明一实施例中，所述多个压缩标记为至少大于或等于2个压缩标记。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系统，包括存储器、处理器以及

存储于存储器上并能够被处理器运行的计算机程序指令，当处理器运行该计算机程序指令

时，能够实现如上述所述的方法步骤。

[0014]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方法能够有效降低所需下载

的数据量，从而提高了下载效率，进而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方法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具体说明。

[0017]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示例性的，旨在对本申请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相同含义。

[0018]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申请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式

也意图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

括”时，其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器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1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方法，包括：

从N个节点设备中选择一个节点设备作为目标节点设备，并将目标节点设备对应

的区块数据副本加入一压缩数据副本集合；

执行甄选迭代步骤，直到压缩数据副本集合内匹配的区块数据副本的数量大于区

块链的系统容错数；

所述甄选迭代步骤包括：从N个节点设备中目标节点设备以外的节点设备中，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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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节点设备作为对比节点设备；通过对比节点数据量大小判断目标节点设备与对比节

点设备对应的区块数据副本是否匹配，如果是，将对比节点对应的区块数据副本加入压缩

数据副本集合。

[0020] 该方法还包括：

如果执行所述甄选迭代步骤，所述压缩数据副本集合内的区块数据副本的数量仍

未大于所述区块链的系统容错数，则从所述N个节点设备中重新选择一节点设备作为目标

节点设备，并重复执行所述甄选迭代步骤，直至所述压缩数据副本集合内的区块数据副本

的数量大于所述区块链的系统容错数。

[0021] 本发明方法具体应用于区块链系统的终端设备中，即在根据既定的工作量证明方

法产生新区块过程中，对新区块通过加注标记点的方式进行标记；然后根据预设的判断规

则对标记点依次进行判断，当标记点符合判断规则时，将符合判断规则的标记点作为压缩

标记；最后每产生一个新的压缩标记，将压缩标记之前的未经压缩的新区块进行压缩处理。

[0022] 判断规则可以理解为一种计算公式，用于对标记点进行计算，例如，对于带有序号

的标记点，可以利用简单的除法公式，将Mx中的X除以10，从而得到一个结果，该结果为整数

或者普通的带有小树的有理数或无理数；如果上述结果符合预设的结果规律，例如整好为

整数时，判定该标记点为压缩标记，如果除数选择10，这时M10、M20、M30、  M40......这些标

记点则为判定的压缩标记。

[0023] 所述根据预设的判断规则对标记点进行判断，包括：利用预设计算公式对标记点

进行计算，得到一个计算结果；如果所述计算结果符合预设的结果规律，则判定标记点符合

判断规则。

[0024] 所述对新区块通过加注标记点的方式进行标记，包括：在产生新区块过程中，如果

根据工作量证明方法计算哈西值的前n位为产生新区块，则将哈西值的n+1位为预设值的新

区块作为待添加标记区块，n为正整数；将标记点加入到待添加标记区块内，得到标记后的

新区块。所述将标记点加入到所述待添加标记区块内，包括：将标记点加入到所述待添加标

记区块的区块头中。所述将压缩标记之前的未经压缩的新区块进行压缩处理，包括：仅在存

在多个压缩标记的情况下，将当前压缩标记的前一个压缩标记以前的且未经压缩处理的新

区块按预设压缩方式进行压缩处理。所述多个压缩标记为至少大于或等于2个压缩标记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提升区块链节点写入性能的系统，包括存储器、处理器以及

存储于存储器上并能够被处理器运行的计算机程序指令，当处理器运行该计算机程序指令

时，能够实现如上述所述的方法步骤。

[0025] 本发明方法和系统应用于区块链系统的终端设备，具体为在根据既定的工作量证

明方法产生新区块过程中，对新区块通过加注标记点的方式进行标记；然后根据预设的判

断规则对标记点依次进行判断，当标记点符合判断规则时，将符合判断规则的标记点作为

压缩标记；最后每产生一个新的压缩标记，将压缩标记之前的未经压缩的新区块进行压缩

处理。从而使产生的区块的文件大小有效降低，这样一来，当新加入终端下载区块链中的数

据区块时，能够有效降低所需下载的数据量，从而提高了下载效率。

[0026] 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应明白，本申请的实施例可提供为方法、系统、或计算机程序

产品。因此，本申请可采用完全硬件实施例、完全软件实施例、或结合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实

施例的形式。而且，本申请可采用在一个或多个其中包含有计算机可用程序代码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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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存储介质（包括但不限于磁盘存储器、CD‑ROM、光学存储器等）上实施的计算机程序产

品的形式。

[0027] 本申请是参照根据本申请实施例的方法、设备（系统）、和计算机程序产品的流程

图和／或方框图来描述的。应理解可由计算机程序指令实现流程图和／或方框图中的每一流

程和／或方框、以及流程图和／或方框图中的流程和／或方框的结合。可提供这些计算机程序

指令到通用计算机、专用计算机、嵌入式处理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以产

生一个机器，使得通过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的处理器执行的指令产生用于实

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装置。

[0028]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存储在能引导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以特

定方式工作的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使得存储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的指令产生包括指

令装置的制造品，该指令装置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图一个方框或

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

[0029] 这些计算机程序指令也可装载到计算机或其他可编程数据处理设备上，使得在计

算机或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一系列操作步骤以产生计算机实现的处理，从而在计算机或

其他可编程设备上执行的指令提供用于实现在流程图一个流程或多个流程和／或方框图一

个方框或多个方框中指定的功能的步骤。

[003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发明作其它形式的限制，任

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变化的等

效实施例。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

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2905704 A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12905704 A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