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区块链原理简介
会计老王每周五上午 8：00 就会在村口等着大家来交易，交易总量以写满一页账本为止。
一只鸡的价格是 10 元钱，张三想从李四手里买一只鸡，他们约定好本周五上午 9:00 在村口
交易。到了周五 9 点左右，张三和李四一同走向村口，看到老王拿着账本正在等着他们。张
三对老王说，给李四转账 10 元钱。老王看了张三一眼，确定是他本人无疑，然后开始仔细在
账本里查找有没有指向张三的未被盖红章的交易输出。一会儿功夫，老王就找到了一笔指向
张三的 20 元钱，而且这笔钱并没有被消费过，足够付给李四 10 元钱。这是今天的第一笔交
易，老王翻开账本，在账本最新的一页上写上今天的日期，然后认真地写上这笔交易，并在
指向张三 20 元钱的输出上盖上红章。李四看了看账本，交易确实指向自己，金额也为 10 元
钱无误，于是把手上的鸡给了张三，本次交易成功，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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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1

区块链简要发展史

什么是比特币

谈到区块链，比特币是最常被提起的。比特币是一种 P2P 形式的数字货币。下面介绍
其发展中的“大事件”。
2008 年 11 月，一个化名为中本聪的作者发表了一篇叫 Bitcoin: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的论文，国内译作《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后来也被称为
比特币白皮书。该文阐述了这种加密货币的理念，它不由中央银行或权力机构来发行，而
是允许两个匿名者之间直接进行交易。
2009 年 1 月，中本聪用最初版本的比特币程序创建了创世区块，标志着比特币系统
正式上线。一周后，中本聪发送了 10 比特币给密码学专家哈尔芬妮，这是比特币的第一
笔正式交易。
2010 年 5 月，一位昵称叫 Laszlo 的程序员在论坛上发帖，想出售 10 000 个比特币，
要价 50 美元，最终被人以 25 美元的披萨饼优惠券换取。这诞生了比特币的第一个公允汇
率，也标志着比特币具有了流通的性质。此后的几年，比特币价格一路飞涨。
2013 年 11 月，比特币价格涨至 1 242 美元/比特币，超过同期黄金 1 241.98 美元/盎司。
2014 年 4 月，根据 Coindesk 的估计，全球大约有 60 000 商家接收比特币。
2017 年 12 月，比特币的价格达到历史新高，接近 20 000 美元/比特币。作者写作本
节时，比特币的交易价格是 8 447 美元/比特币。
短短 9 年左右的时间里，比特币的价格翻了百万倍。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个点
对点（Peer-to-Peer）传输去中心化的开源支付系统（无中心管理者监督），全世界无数顶
尖的黑客都垂涎这块“肥肉”，却仍然屹立不倒，这项技术是何等的天衣无缝！
于是，无数技术爱好者开始研究比特币系统“近乎完美”的底层技术。这也是本书的
主题，以比特币系统为蓝本，介绍基于 UTXO 模型的区块链底层技术与程序实现。

1.1.2

比特币与区块链的关系

中本聪的论文中并没有提及“区块链”这个词，仅是把一些数据结构命名为 transaction
（交易）、block（区块）和 chain（链）等。后来的研究者根据其显著特征，将该技术统一
命名为区块链（Blockchain）。虽然比特币的产生早于区块链，但可以这样认为，比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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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区块链的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应用之一。
提及区块链，常常与其联系起来的词语有数字货币、自由、信任、价值转移、加密、
分布式共识、共享账本、安全和开源等。为了将区块链技术以更通俗易懂的形式呈现给读
者，作者引入了一个发行数字货币的故事来介绍区块链中的专业术语，以及区块链的运作
原理。由于故事背景的特殊性，并没有涵盖区块链技术中所有的术语和技术细节，但这并
不妨碍读者理解区块链技术，未涉及的内容将会在后续章节中详细介绍。同时，请读者忽
略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故事中不合理的部分，如果一定要追究，可以在理解区块链原理的基
础上设计实用的经济学模型。

1.2

什么是中心化

本节结合区块链技术，讲述一个发行数字货币的故事，但该种数字货币是中心化的。
介绍的术语包括交易、数字货币、复式记账法、未消费输出、中心化、区块与区块链和创
世区块。

1.2.1

交易

有一个世外桃源村，住着一群崇尚平等、爱好和平的人们，他们与世隔绝。为了满足
各自的生活需求，村民之间存在交易，由于没有发行货币的能力，物与物之间只能交换，
偶尔会产生分歧。比如，村民张三想用一头牛换李四的五只鸡，但李四觉得只能换四只，
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有时候还发生争执。
发生争执的原因是什么呢？
交易（Transaction）的公平性得不到统一。交易的实质是所有权的转移，常常以货币
为媒介，如果桃源村有货币在流通，并且每一件可能作为交换的物品都被定了价格，张三
和李四就不会发生争执，交易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1.2.2

数字货币

村里有个叫中本聪的年轻人，想到了一种解决方案。他将全村的人召集到村口，介绍
了自己的想法，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知道今天张三和李四因为一头牛到底换几只鸡又
发生了争执，据说还吵得面红耳赤。为了避免此类事情的再度发生，我想发行一种货币，
这种货币不是某种奇形怪状的石头，也不是特定的纸张，更不是稀有的黄金白银，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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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这些可用的资源。这种货币没有实体形式，而是写在账本上的数字，更确切地说是
写在账本交易里的数字。具体来讲，村里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公共账本，记录着村民之间
的来往交易。打个比方，李四本来没有钱，如果账本上突然写上一笔交易——张三给李四
转账 10 元钱，至于张三为什么给李四转账 10 元钱，也许是因为向李四买了一只鸡或者一
筐鸡蛋，我们不用理会，只要双方确认交易并写在了账本中就有效。账本中确实有指向李
四的 10 元钱，李四就能拿这 10 元钱去消费，所有人都应该认可。如果账本中写了多条交
易指向李四，比如还有两条交易分别是王五给李四转账 5 元钱及六麻子给李四转账 20 元
钱，那么李四的账户余额就成了 35 元钱，李四就能拿这些钱去买他想要的东西。当然这
些交易可能被记录在账本中不同的页码。”
中本聪想要发行的货币没有实体形式，仅是写在账本中的数字，但能在特定群体里及
时流通，也就是一种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数字货币是虚拟货币的一种，虚拟货
币的范围更广，还包括游戏币、小孩玩“过家家”时的“石头”和“贝壳”等。数字货币
也有别于电子货币，我们常用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属于电子货币的范畴，虽然也是记录在
账本上的数字，但有别于数字货币，电子货币有实体形式，其对应于央行发行的法币。最
成功的数字货币是比特币，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及时流通。
虽然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有趣，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账本中的交易“张三给李四
转账 10 元钱”，张三的 10 元钱到底在哪里？张三要给李四转账，账本里应该有指向张三
的钱。如何更直观明了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1.2.3

复式记账法

中本聪还定了一些规则：“为了让我们的货币顺利发行，还有以下几点需要大家一起
完成。首先，村里的每一件可能交易的物品都有一个统一的价格，这个价格由大家共同商
议决定，货币单位采用元、角、分，最小的货币单位为 1 分钱。”
“其次，每笔交易都有一个编号，而且必须采用输入和输出的标准交易格式记录到账
本里才算有效。上面提到的第一笔交易张三给李四转账 10 元钱，并没有采用标准交易格
式记录，应被当作无效交易。这里给出一个标准交易格式范本（如图 1.1 所示），假如张
三从李四手中购买一只鸡要支付 10 元钱，先在账本里查找有没有指向张三的交易，比如
正好账本的第 3 页有一条编号为 13 的交易，其第 1 条输出指向张三，金额为 20 元钱，大
于需要支付的金额 10 元钱，于是新创建交易的输入就应该指向该位置（定位），即为账
本第 3 页，交易编号 13，第 1 条输出，然后将这条指向张三的输出盖上红色印章表示被
消费过。由于要花费的金额是 20 元钱，还有 10 元钱的找零，所以该笔交易将产生两条输
出，一条是指向李四的 10 元钱，另一条是指向张三的 10 元钱，这样就完成了这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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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这种标准交易格式的好处在于，能查询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

图 1.1

桃源村虚拟货币标准交易记录格式

中本聪给出的标准交易格式采用了复式记账法（Double Entry Bookkeeping），15 世
纪形成于意大利，现为世界广泛采用。复式记账法是以资产与权益平衡关系作为记账基础，
对于每一笔经济业务，都要以相等的金额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账户中进行登
记，系统地反映资金运动变化结果的一种记账方法。
这种交易格式就像链条一样，将资金的转移链接起来。如图 1.2 所示为张三、李四、
王五、赵六的交易链条。区块链中除了区块（账本的页）和区块是相链接的，交易也通过
输入和输出紧密链接在一起，从区块链（账本）中的交易顺藤摸瓜，可以清楚地追溯资金
流动的来龙去脉。这与目前使用的货币是有区别的。举个例子来说，假设张三给了李四 1
万元，李四给了王五 1 万元，王五又给赵六 5 千元，赵六要拿 5 千元去消费，他到底用的
是谁的钱呢？是来自张三？李四？还是王五？或者属于他自己？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如果
采用中本聪的标准交易格式进行记账，是完全可以追查到的，因为王五收到的每一笔钱都
是一个独立的输出，当他需要消费时，他使用的是哪一个输出都能向上溯源。再比如，张
三有 1 万元可能来历不当，通过合法渠道，将这 1 万元给了李四，那么李四这 1 万元就被
“洗白”了，但采用中本聪的复式记账法却是不可以这样操作的。
事实上，复式记账法中交易的输入和输出应该是单个输入和单个输出的集合。在本书
中，单个输入和输出，也被称为输入单元和输出单元。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故事情节中，交易记录中的输入和输出总金额是相等的。在主流
数字货币的交易中，会存在一个交易费，即输入总金额-交易费=输出总金额。
既然村民所有的钱被分散的记录在账本里，一般还记录在不同页中，那么村民如何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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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己有多少余额呢？

图 1.2

1.2.4

交易链的形成

未消费交易输出

中本聪对交易输出提出了更深刻的解释：
“账本里的输出就是大家的钱，指向谁就是
谁的。但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已消费过的，已消费过的被盖上了红章；另一种是未消费
过的。如果将指向某个人的所有未消费（未被盖红章）交易输出累计加起来，总和就是这
个人的账户余额。”
未消费交易输出（Unspent Transaction Output，UTXO），在本书中称为未消费交易输
出单元更准确。从以上交易的定义可以看出，用户的 UTXO 被零散的记录在账本中。UTXO
是不可分割的，它只有两种状态，未消费和已消费，这也是其能溯源的原因。事实上，基
于这种数据结构的模型也称 UTXO 模型，在基于 UTXO 模型的数字货币中，没有账户和
余额的概念，只有 UTXO，本书讨论的就是基于 UTXO 模型的区块链技术。
目前，中本聪发明的数字货币已初具雏形。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应该由谁来保管
账本，又由谁来记账？

注意：本书后续内容将未消费交易输出简称为 UT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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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化

中本聪继续介绍到：“账本由一个可靠的人保管，并开展交易记录工作。账本不得修
改，所以这个人必须是集正直、谨慎于一体，是大家都信得过的人。我推荐住在我家隔壁
的会计老王。老王只记录有效交易。有效交易的创建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交易双方同时出面，交易由买方发起，老王要确保买方是本人无误；
（2）老王能在账本中找到买方足够的余额来完成支付；
（3）交易记录后还要由卖方确认无误。”

账本由诚实、正直的老王来保管，交易由老王来记录，老王就是第三方记账中心，是
记账权威，哪些交易应该被写进账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王。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微信支
付和支付宝等，都属于中心化（Centralization）记账的代表，用户间的交易通过第三方权
威（服务器）进行认证和记录。比如，微信账户的余额也只是一个数字，该数字来自对用
户有关的所有交易的简单统计，可能用户手机里仅存放和自己有关的交易记录，但微信服
务器在验证用户发送的支付交易时，仍然以服务器中的记录为准。这是因为用户个人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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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交易记录是可以自行篡改或者伪造的。微信服务器中存储着全网所有的交易记录，就
像老王的账本一样。
接着上面的故事，是不是只要桃源村里有村民要发生交易，就先去找老王或者叫老王
来记账呢？交易的具体流程又该是怎样的呢？下面将详细介绍。

1.2.6

区块与区块链

中本聪继续说道：“交易集中进行，交易时间为每周五上午 8:00-12:00，交易地点
在村口。换句话说，每周五上午 8:00，老王就会在村口等着大家来交易，交易总量以
写满一页账本为止。一只鸡经大家商量后最终价格是 10 元钱，张三想从李四手里买一
只鸡，他们约定好本周五上午 9:00 在村口交易。到了周五 9 点左右，张三和李四一同
走向村口，看到老王拿着账本正在等他们。张三对老王说，给李四转账 10 元钱。老王
看了张三一眼，确定是他本人无疑，然后开始仔细在账本里查找有没有指向张三的未
被盖红章的交易输出。一会儿功夫，老王就找到了一笔指向张三的交易，金额为 20 元
钱，而且这笔钱并没有被消费过，足够付给李四 10 元钱。这是今天的第一笔交易，老
王翻开账本，在最新的一页写上今天的日期，然后认真地写上这笔交易，并在指向张
三 20 元钱的交易输出上盖上红章（如图 1.1 所示）。李四看了看账本，交易确实指向
自己，金额也为 10 元钱无误，于是把手上的鸡给了张三，本次交易成功，他俩高高兴
兴回家了。老王今天很想早点回家，因为张三请了老王中午到他家吃鸡。于是老王希
望有更多人来交易。因为规定了每次集中交易的数量是写满一页账本，写满后如果还
有人需要交易，就必须等到下周五，所以老王可以提前回家。如果一页账本没写满，
老王就必须等到 12:00 或者直到写满。”
根据中本聪的描述，每周五上午老王会在账本的最新一页纸上记录一部分交易，交易
数量不定，但最多写满整页纸。该页纸上有确定的记账日期、记账人和页码，以及交易记
录，在区块链技术中还有一个名称叫区块（Block）；整个账本由连续的页（区块）有序
的链接起来，也被称为区块链（Blockchain）；页码所在的位置被称为区块高度，如图 1.3
所示。本故事中区块链的本质就是账本。那么为什么要以区块为单位保存交易记录呢？在
1.3.7 节中将给出答案。
需要注意的是，与主流数字货币（如比特币）不同，到目前为止，故事中的记账人是
固定的，账本的最新页（最新区块）是由固定的老王创建，而主流数字货币的记账人（也
被称为区块创建者、获胜“矿工”、记账权威等）预先是不确定的。那到底又是谁呢？后
续故事中将继续讨论。同时，区块的数据结构，以及区块之间的链接与故事中的情形也有
不同之处，这些细节将在后续章节中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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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村公共账本第 10 页和第 11 页

到目前为止，中本聪发行的数字货币还存在一个问题：账本里没有交易，或者说没有
指向任何人的交易输出。所有村民都没有钱，那要如何进行交易呢？

1.2.7

创世区块

中本聪宣布货币的发行：“我之前所有举例都是虚构的。目前我手上的账本是空的，
也没有指向任何人的交易输出，大家都没有钱，是不可能完成一笔交易的。为了确保所有
人的平等权益，我将会在账本的第一页上写入第一笔交易，这笔交易没有输入，只有指
向每个人的，金额为 1 000 元钱的输出。从我写完这笔交易开始，说明我们的货币已经
成功发行了。每个人的余额都是 1 000 元钱，从本周五上午 8:00 开始大家就可以自由交
易了。”
说完，中本聪写满了账本的第一页纸，这张纸上有且只有一笔交易，记录了村里所有
人的名字和指向他们的 1 000 元钱，如图 1.4 所示。
众人一听，中本聪这个想法毫无破绽，纷纷表示赞同，并通过民主投票最终决定由老
王来保管账本并记账。中本聪让每个人确认自己的名字和 1 000 元钱写进了账本第一页的
唯一一笔交易后才能回家。
从此，世外桃源村的数字货币就正式发行了。每个周五上午，老王就在村口等着大家
来交易，并将有效交易以标准格式记录在账本里的最新一页中。时间一天天过去，张三买
多卖少，账本里的余额越来越少；李四卖多买少，余额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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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桃源村公共账本第一页

桃源村公共账本的第一页也称为创世区块（Genesis Block）。创世区块中的交易不需
要经过验证，所以从理论上讲金额是任意的，取决于创建创世区块的人。故事中的创世区
块由所有村民共同创建，所以大家拥有共同的余额，失了偏颇将会产生异议。创世区块
中必须有至少一条交易，交易必须至少有一个输出单元，也就是必须至少有一笔指向某
个人的钱，否则后续交易将会无法发起。创世区块中的交易也被称为创币交易，但不是
唯一的创币交易（比如比特币“挖矿”奖励也写在创币交易中），交易的输出总额也被
称为创世币。

注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整个村的经济总量永远是恒定的，即 1 000 元乘以村民数
量，可能存在不合理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与故事中的创世区块不同，比特币的创世区块只有一笔交易，该
交易的输出单元指向比特币创始人（中本聪），金额为 50 比特币。当然，如果读者发
行一种数字货币，想在创世区块中给自己、亲戚或者朋友记录一定金额的创世币也是
完全可以的。
虽然桃源村的数字货币发行了，解决了村民生活中的交易问题，从逻辑上讲是完全合
理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问题1：
到目前为止，桃源村数字货币的发行是以老王诚实、可靠为前提的。老王是记账中心，
如果老王在未写满的区块中“人为”写入实际未发生的交易，可能存在“盗窃”行为。举
个例子，张三和老王关系很“铁”，经常请老王吃鸡，眼看着自己余额越来越少，又不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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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劳动力去挣钱，于是求老王在未记录满的页码中写入指向自己的交易，为了不让别人
发现，可以是小额的。如图 1.5 所示的“人为”交易，就是张三试图盗用吴十的 1 元钱的
证据。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出现的，比如使用某种电子货币支付 App，记账
中心挪用用户 1 分钱，并不容易被发现。

图 1.5

张三小额盗窃吴十的钱

问题2：
如果老王不小心丢了账本，那大家的钱就没有了，整个交易系统都将崩溃。
问题3：
账本是公开透明的，谁的钱多谁的钱少一目了然。会不会出现见财起意的行为？比如
知道李四钱多，张三可能会召集其他人强迫李四给他们转账。
以上三个问题中，前两个问题是因为中心化的问题，系统中存在一个权利过大的特殊
机构，要彻底解决只能是去中心化。第三个问题是因为账本是公开透明的，转账地址直接
与个人信息挂钩，没有进行加密处理。
首先围绕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如何去中心化的问题，我们继续听故事。

1.3

去中心化原理

本节继续讲述桃源村数字货币的发行，主题是去中心化，也是区块链技术的原理。
介绍术语包括分布式存储、对等网络、交易池、“挖矿”、创币交易、工作量证明、
共识与共识算法、确认、诚实节点和恶意节点、区块链分叉、双重支付、虚拟机、矿
机与矿池。
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午后，中本聪在一阵吵杂声中醒来，家门口挤满了村民，细
问之后才得知，老王外出回家，在经过进村的独木桥时，不小心将账本掉进了水里，
水流湍急，再也找不回来了。账本丢了，等于大家的钱都没有了，又回到了同一起跑
线上。像张三这种本身余额少的人占了便宜，李四这种余额多的只能吃哑巴亏，于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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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来找中本聪，中本聪感到很愧疚。更重要的是，原本有交易的平衡被打破，整
个村都乱了套。
聪明的中本聪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心化，于是苦思冥想去中心化的方法。他
并没有学牛顿去苹果树下思考，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让他找到了可行的解决方案。他把
大家召集到村里的会议大厅里，介绍了自己的想法。

1.3.1

分布式存储

中本聪是这样说的：
“老王丢了账本，造成大家的损失，这不是老王的错，一是因为天灾人祸，二是因为
我设计的货币存在漏洞。这些日子里我总结了我失败的原因，认为罪魁祸首是因为交易记
录在一个账本里，且由老王保管，老王就像是一个记账中心，如果中心出了问题，整个系
统都将瘫痪。所以我的思路是去中心化。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我终于找到了一种解决方
案，也希望能解决我们当前的困境。”
“在之前规则的基础上做了适当的改进。我们的钱仍然记录在账本的交易中，交易还
是按照标准格式写入账本，依旧采用集中交易的形式进行，交易时间还是每周星期五上
午 8:00 开始，但结束时间不确定。每次的交易也是写满账本最新的一页为止，但交易地
点改到会议大厅。还有不同之处在于，以前账本只有一个，由老王保管，现在是村里人
手一个账本。”
中本聪的要求是每个人拥有一个账本，也就是将账本分开保管，在互联网术语中也称
为分布式存储（Distributed Storage），账本由老王一个人保管称为集中式存储（Centralized
Storage）。分布式存储的好处有两点：一是即使有个别村民的账本丢了，大部分村民的账
本还在，该村民可以从别的村民处获得副本；二是如果有人想尝试修改账本，那么他需要
修改每一个人的账本，无疑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
记账规则还是和以前一样，只要交易写进账本就生效，既然每个人都保管一个账本，
就必须保证每个账本的数据是完全一致的，否则交易系统也无法健康的运行，这一点中本
聪是如何做到的呢？

1.3.2

对等网络

中本聪继续说道：“以前交易是老王和需要交易的人参加，现在除了需要交易的人以
外，越多人参加越好。以前交易是由买方告知老王，老王直接记录到账本里，然后由卖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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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现在交易由买方以标准格式写在纸条上，然后将纸条在大厅里传递。传递的规则是，
传递有效交易，拒绝无效交易。比如，张三向李四买一只鸡需付款 10 元，交易由张三创
建，张三按照标准交易格式将该条交易写在纸条上，然后把纸条交给李四，李四验证交易
有效后就要将纸条传递给大厅的其他人，其他人重复李四的工作，这样写着有效交易的纸
条就在大厅内传播开来，直到纸条被大部分人验证过，最终会被放进会议大厅前面的箱子
里。在场的每个人都至少有一重身份，那就是当写有交易的纸条传递到你手上时，负责验
证交易有效性并将其传递出去。如果你是交易发起者，将多一重身份，要负责创建交易，
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利创建交易。”
中本聪的做法就好比搭建了一个对等网络（Pear to Pear Network），也被称为 P2P 网
络、“点对点”或“端对端”网络，位于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计算机）都彼此对等，各
个节点共同提供网络服务。区块链网络基于国际互联网的 P2P（Peer-to-Peer）网络架构，
由对等节点（Peer）构成，每个节点以“扁平”的拓扑结构相互连通，不存在任何服务端、
中心化服务，以及层级结构，而且必须遵守相同的约定（P2P 协议），如图 1.6（a）所示。
BT 和迅雷下载都属于对等网络的应用。
大厅里的每个村民就好比是 P2P 网络中的一个节点（Peer），每个村名享有相应的权
利和遵守的规则。例如，每个节点都拥有创建交易的权利，也有应尽的义务——必须验证
交易并传播有效交易。P2P 网络与传统的服务器对客服端的中心化网络有较大的不同，中
心化网络中的中心节点是唯一的信息集散地，如图 1.6（b）所示，而且拥有更多的“特权”；
而 P2P 网络中的节点可以拥有全网数据的副本。

（a）P2P 网络

（b）中心化网络

图 1.6

P2P 网络与中心化网络

现在的问题是，每个村民（节点）创建、验证和传播交易的具体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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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交易池

中本聪举了一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交易的传播过程：
“我们来看一个实例，每到星期五上午 8:00，大家都带上自己的账本和草稿本来到会
议大厅，需要交易的双方请坐在一起。如果张三想从李四手上买一只鸡需支付 10 元钱，
他需要创建该笔交易并以标准交易格式写在小纸条上。其过程是这样的，张三先在自己手
里的账本中查找属于自己的钱，也就是没有被盖过红章的指向自己的交易输出，比如账本
的第 3 页有一条编号为 13 的交易，其第 1 条输出指向张三，金额为 5 元钱，但是不够支
付 10 元钱，于是他就会继续在账本里查找，很快他又在账本的第 5 页找到一条编号为 4
的交易，第 1 条输出为指向自己的 6 元钱，这两笔钱加起来足够支付 10 元，于是将这两
笔钱在账本中的位置作为当前交易的输入写在小纸条上，并签上自己的不可伪造的签名。
输出是给李四的 10 元钱，和给自己的 1 元钱（5+6-10）。交易纸条范本如图 1.7 所示。”

图 1.7

桃源村货币交易纸条范本

“张三将交易写在纸条上后，先在自己的草稿本上复写该笔交易，然后把纸条传给李
四。李四接过纸条，首先检查交易是不是按照标准格式记录，然后对照自己的账本，检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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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和签名是不是匹配，也就是说，交易的输入必须是指向张三的未消费输出，签名必
须是张三的签名，而且这个签名不是伪造的。比如交易输入是李四的，签名却是张三的，
该交易将被视为无效交易。确认无误后，李四再核对交易输入和输出金额是否相等，如
图 1.8 所示为交易验证流程图。”

图 1.8

交易验证流程图

作为卖家，李四还要确认指向自己的钱是不是正确。如果李四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他
会将该笔交易复写在自己的草稿本上。复写完后李四将纸条传给坐在他旁边的王五。王五
重复李四的工作，但王五不是卖方，所以不必特别注意交易的输出具体是指向哪里。当王
五确认交易有效，就将此交易也写进自己的草稿本上，然后再传给下一个人，直到交易
传递到了大部分人手上，最终所有写着交易的纸条都被放进会议大厅前面的箱子里，如
图 1.9 所示。以上过程每个人都是对照自己的账本独立进行验证，其中任意一条不满足，
交易将被视为无效交易，无效交易都不得复写到自己的草稿本上，也不得将其传递给其
他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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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张三创建的有效交易在大厅内传递

验证交易的过程是相互独立的，每一个节点都是对照自己的账本进行，所以也被称为
交易的独立验证，区块验证也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即使是有效交易，也只是被大厅里的村民们复写到了自己的草稿本
上。草稿本也被称为交易池（Memory Pool），存放每个节点收到的有效交易。还没有
任何一条交易被写进账本，或者说被写进区块链，也可以称所有交易还没有得到确认。
每个村民的交易池中都有很多交易，可能每个人的交易池不一样，比如并非每一条交
易都传递到每个人手中。那么到底哪些交易应该被大家写进账本？如何保证账本数据
的完全一致呢？

1.3.4 “挖矿”
继续听中本聪介绍：
“到目前为止，交易只是写进了在座各位的草稿本上，而且每个人草稿上的交易可能
还有些许差别，并没有被写进账本。但我们的规则是，只有成功写进账本的交易才会被所
有人认可，精明的李四在没看到所有人将张三创建的交易写进各自手中的账本里之前，是
不会轻易将鸡给张三的。大家都清楚，验证交易的过程是每个人对照自己的账本独立进行
的，如果各自的账本不一致，那么如何判别有效交易，所以保证所有人账本的一致性是货
币发行的必要条件。如何保证一致呢？我们可以从在座的各位中选出一位，将他草稿本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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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写进账本，也就是说选出来的人将获得记账的权利。如何才能被选出呢？事实上在
场每位的机会都是均等的。”
“在创建交易、传递纸条持续达两个小时之后，我将在我的题库里随机找一些数学题，
这些题目的特点是，解答比较困难，但知道答案后验证结果却很简单。这些数学题我在以
前给大家讲课时都详细介绍过。在场的每一位都可以解题，谁第一个解出答案，告知大家，
其他人就可以停止答题，因为本轮记账权的获胜者已经产生。”
对应于比特币，求解中本聪所给出的数学题的过程叫做“挖矿（Mining）”，虽然和
真实的挖出贵重金属不同，但同样能创造价值。如图 1.10 所示为比特币“挖矿”的“矿
机”。解题的人（节点）也被称为“矿工”。“挖矿”到底是要求解一个怎样的数学难题
将会在第 6 章详细介绍。这就像一场数学竞赛，“挖矿”的本质是为了夺取记账的权利。
但问题是，谁会愿意去解枯燥的数学难题呢？

图 1.10 “挖矿”

1.3.5

创币交易

“为了鼓励大家积极参与解题，获胜者将获得 5 元钱的奖励。奖励以交易的形式写进
账本，我们统一将其编号为 1，也就是账本最新一页的第 1 条交易，这笔交易没有输入，
只有指向第一名的唯一一条输出，金额为 5 元钱。”
以上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发放了奖励，
二是发行了数字货币，实现了数字货币总量的增长。发
行货币是通过创币交易（Coinbase）实现，即中本聪描述
的账本最新一页（获胜矿工打包的最新区块）中的第 1
条交易。创币交易格式如图 1.11 所示，没有输入，只有
一个指向获胜者的唯一输出单元，且金额为奖励数额。

图 1.11

创币交易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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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故事中的奖励是固定值，仅包括创币金额 5 元钱。比特币中 “获胜
矿工”获得的奖励除了创币金额外，还包括交易费。同时，比特币的创币金额是衰减的，
详见第 6 章中的内容。
前面提到过，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以老王为中心发行的数字货币总量是恒定的，不符
合经济学的规律，中本聪将“挖矿”和“创币”结合起来，既激励了村民（节点）参与“挖
矿”的积极性，也让数字货币更符合经济总量总是在增长的规律。到目前为止，在区块链
里，只有创币交易（包括创世区块中的交易）是没有输入的，其他所有交易都应该有指向
交易发起者使用的 UTXO 在区块链中位置的输入。

1.3.6

工作量证明

中本聪举例介绍保证账本数据一致的过程：“举个例子，当我宣布解题开始后，愿意解
题的人开始解题。假设李四第一个解题成功，他检查多遍答案无误后，向大家公布自己已经
找到了答案，此时其他人已经知道自己本轮已经失败，于是停止答题。李四翻开自己的账本，
最新页是第 110 页，于是将奖励作为第一条交易写进该页，然后将自己草稿本上的交易进行
编号，逐一誊写进该页中。李四需要注意的是，将交易转移到账本上时，算上奖励交易，每
次最多只能写满一页账本，多余的交易舍弃。也就是说，如果本周五的交易过多，可能会有
不被写进账本的交易，没有成功的交易只能等到下周五再由买方重新创建并写入纸条，然后
继续在大厅里传递。如果本周五交易过少，将所有交易转移到账本上即可，但可能会留有空
白。交易写入账本后，李四接着将第 110 页的交易一字不差的复写到大厅前方的黑板上，包
括页码、记录时间，以及记账人，还要附上解题答案，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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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解题竞赛（“挖矿”），胜出的李四（“矿工”）会将原先草稿本（交易池）中
的交易写进账本最新的一页（最新区块），然后将该页（区块）和解题答案写在黑板上广
播出去。如果把“挖矿”当作一份工作，解题答案也被称为工作量证明（Proof of Work，
POW）。那么李四需要向谁证明工作量呢？下一节将详解。

1.3.7

共识与共识算法

中本聪继续解释：
“当李四将自己账本最新一页上的交易和解题答案工工整整地板书在黑板上后，在场
的其他人首先验证解题答案的准确性，前面我们就说过，我所出的题目的特点是得到答案
困难，但是验证答案却非常简单，每个村民都能轻易验证答案是否正确。如果正确，检查
第一笔交易是不是没有输入，且只有一条输出，金额为 5 元钱。然后对照自己的账本，和
之前一样验证每条交易的有效性。如果解题答案正确，所有交易都有效，那么请翻开自己
账本的第 110 页，将黑板上的信息原封不动的誊写到自己的账本里，并拿出自己的红色印
章，将每笔交易输入指向的输出盖上红章表示被消费过。”
“整个验证过程是相互独立的，只要中间有任一个环节验证不通过，则不得将信息誊
写到各自的账本中”
“所以需要提醒大家，每一个想获胜的人，都不能试图伪造交易，而且要绝对仔细，
因为得到最终的记账权和奖励，必须经过所有人的严格验证，因为无效信息将导致其他人
拒绝将这一页写入账本，包括奖励交易。”
此时此刻，所有村民（节点）将验证后的第 110 页（最新区块）写进了自己的账本（区
块链），这样就保证了每个村民（节点）账本数据的一致性，即所有村民（节点）达成了
一个共识（Consensus）。这种共识是通过村民验证解题答案（工作量证明）而达成的，
采用工作量证明（POW）来达成共识也被称为工作量证明共识算法（Consensus Algorithm）
或者共识机制（Consensus Rule）。工作量证明（POW）是比特币采用的共识算法，目前
常用的共识算法还有 Raft 协议、权益证明（Proof of Stake）、委托权益证明（Delegated Proof
of Stake）和拜占庭容错算法（Practical 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等，这些内容将会在第
6 章中介绍。
于是可以将区块链技术解决的主要问题总结为，分布式系统如何在没有中心的情况下
保证数据的一致性，也就是分布式共识问题。区块链建立了一种信任，之前的中心化记账
是因为村民信任记账中心“老王”（中介的功能），而区块链系统中并没有具备中介功能
的中心节点，却仍然能保证账本数据的一致性。真实场景中，这种信任依靠代码来实现。
此时就能回答 1.2.6 节中为什么要将交易封装为区块的问题。传统的有中心节点的交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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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系统只有一个公共账本，中心节点对照账本验证交易，不需要达成共识，或者说验证交
易就是达成共识。而分布式系还需要一个保证数据一致的共识过程。如果分布式系统的共
识是以单笔交易为单位，显然是低效的。将若干交易打包成区块，可以提高系统的效率。
可以想象，比特币系统对每一条交易都要单独进行共识，那该会有多大的延迟。
既然交易已经被写进了账本，也就是卖方的钱已经到位，是不是可以完成交易了呢？

1.3.8

确认

“卖方发现买方创建的交易被写进了账本，就能完成交易，比如李四这时候就可以将
鸡交给张三了。如果交易没有被写进账本，交易将等到下周五才能进行”。
“以上还是我虚拟的故事，现在每个人手上都只是有一个空账本，不可能发生交易，
所以请大家在自己账本的第一页写上一笔没有输入、输出指向全村人、金额为 100 元的交
易（图 1.3 所示），这将是我们每个人的均等启动资金。”
李四发现张三写给他的交易被写进了账本（区块链）中，也就是交易得到了确认
（Confirmation），于是就可以将鸡交给张三来完成交易。故事中的例子是交易一旦写进区
块链就能得到确认，该区块就不会被更改了。但真实的数字货币中，由于共识算法自身的
原因会导致偶然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出现区块链数据在接下来几个区块内数据回滚的情
况，比如比特币中的偶然分叉，这使得交易的确认变得更复杂，具体请读者参考第 6 章中
介绍的区块链分叉。比特币中交易的永久生效需要在当前区块上继续添加 6 个区块。简单
地讲，李四要想确认张三写给他的交易，必须保证账本在 110 页的基础上再写上 6 页。这
意味着，交易确认是存在一定“延迟”的。
以上所有过程中，中本聪只是说明了大家都要遵守的规则，但并没有对每个人进行监
管，如果有人不遵守规则又会发生什么呢？

1.3.9

诚实节点和恶意节点

中本聪继续说道：
“如果每一个村民都是诚实可信的，都是遵守规则的，比如创建的交易是有效的，验
证交易的流程是符合规矩的。假设纸条传递到了每一位，则每个人的草稿本上应该记录着
完全一样的交易。”
“如果创建交易的人不遵守规则，比如张三用指向李四的钱创建交易，签名却是自己
的，张三可以将交易复写到自己的草稿本上，但不会被其他诚实的村民验证通过，也就不
会被写到他们的草稿本上，更别提被写进账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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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本聪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网络中的节点类型有两种，一种是完全遵守规则的，另
一种是想干坏事的，或者“捣乱”的。比如比特币系统中的规则都写在了比特币客户端程
序中，普通用户如果想不遵守规则较难实现，但仍然会有个别“程序开发人员”或“黑客”
尝试在网络中不遵守规则。遵守规则的节点称为“诚实节点”，不遵守规则的节点称为“恶
意节点”。接下来，将分析“恶意节点”可能存在的“捣乱行为”，并分析这些行为是如
何影响区块链系统运行的。
张三只买不卖，钱越来越少。于是修改自己的账本，比如将指向别人的输出改为指向自己。
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张三修改了自己的账本（区块链数据），自己创建的交易
在自己看来是“有效交易”。但其他节点的账本并没有被修改，当交易传播到其他节点时，
其他节点无法在自己的账本中找到正确的输入，就会直接拒绝这笔交易，不会将其放进自
己的交易池中，如果“获胜矿工”是张三，张三创建的区块将会被拒绝，因为区块中包含
无效交易；如果“获胜矿工”来自其他节点，区块中将不包含张三创建的无效交易。张三
想让其他节点都能接受他的交易，必须修改所有人的账本，这种工作量是巨大的。

1.3.10

区块链分叉

张三发现修改自己的账本后，创建的“有效交易”无法被其他人接受，根本不会将交
易写进草稿本，更不可能被写进账本。于是开始拉拢部分人一起“捣乱”，当张三的交易
传递到“同伙”手中时，要求其将交易写进各自的草稿本上。
现在的情况是，网络中有部分节点的交易池中已经存在“无效交易”，要想将这些“无
效交易”写进区块链生效，必须由获胜的矿工将其写在黑板上（打包并广播），然后接受
其他节点的独立验证。
假设张三的同伙是李四和王五，正好本轮获胜者是李四，由李四将区块打包并广播出
去，该区块中包含张三创建的“无效交易”，其他节点验证李四广播的区块时，会发现张
三的交易是“伪造”的，于是都不会将该区块写进自己的区块链中。张三、李四、王五如
果将该区块写进各自的区块链，则他们的数据会与大部分节点的数据不一致，好比是网
络中出现了两个“团体”，如图 1.13 所示。这种网络中出现节点数据不一致的情形，也
称为区块链分叉。那么分叉后会发生什么呢？
事实上，李四作为“获胜矿工”的损失是巨大的，虽然获得了记账权，但由于在广播
的打包区块中写入了“无效交易”，导致区块没有被大部分节点接受，挖矿奖励也泡汤了，
因为当李四使用该笔挖矿奖励创建交易时，会被除了张三、李四、王五之外的其他节点拒
绝，这意味着李四只能将该笔钱支付给张三和王五，支付给其他人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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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矿工”，应该通过“诚实行为”来利益最大化。

图 1.13

网络中的两个“团体”

这种分叉实际上是短暂的。张三与其“同伙”试图将“游戏”继续玩下去，假设张三
与其“同伙”记录的最新区块编号是 120（账本第 120 页），如图 1.14（a）所示。如果下
一个区块创建者来自其他节点（非张三与其“同伙”），广播的最新区块的编号将仍然会
保持在 120，该区块由于是有效区块会被其他节点接受，如图 1.14（b）所示。此时，张
三与其“同伙”会意识到之前李四创建的区块并没有被其他节点接受，要想继续“游戏”，
必须用新的 120 区块替换旧区块，最终全网的数据将保持一致，如图 1.14（c）所示。

（a）

图 1.14
·22·

两个“团体”区块链数据变化（1）

第1章

区块链原理简介

（b）

（c）

图 1.14

两个“团体”区块链数据变化（2）

注意：比特币中的区块编号是区块数据的哈希值。
当然，如果张三拉拢的“同伙”越多，区块链分叉节点在增加，但诚实节点仍然
不会接受含有“无效交易”的区块。如图 1.15 所示，如果绝大多数节点都成为了张三
的“同伙”，双方的身份是不是会发生互换？张三与其“同伙”变成“诚实节点”？
之前的“诚实节点”变成了“恶意节点”？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张三和“同伙”作
恶的目的是为了欺骗“诚实节点”，现在却变成了张三和“同伙”之间的“相互欺骗”，
显然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改变。“诚实节点”永远“诚实”，而“恶意节点”的恶行
将会被“诚实节点”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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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网络中的两个“团体”

由此可见，区块链技术对网络中的“恶意节点”具有“免疫”功能。当然，现实世界
里好人是居多的，坏人是偏少的。事实上，防止节点“作恶”是公有链才需要考虑的问题，
详见第 5 章介绍的区块链分类。
下面再分析另一种可能的情形。
“张三并不修改自己的账本，也不拉“同伙”一起“捣乱”，而是用李四的 UTXO 来
创建交易，并伪造李四的签名，如果不被其他村民认出伪造，这将会发生什么呢？”
很显然，张三创建的交易将会被除了李四外的其他所有节点接受，最终极大可能被写进
区块链。那么如何才能保障签名不可伪造呢？这属于区块链加密的内容，详见第 3 章的介绍。

1.3.11

双重支付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值得讨论。
聪明的张三想到另一种办法，比如他要向李四买一只鸡需支付 10 元钱，于是他创建
了两笔交易，两笔交易的输入指向自己相同的未消费输出，第一条交易的输出指向李四，
第二条输出指向自己，并分别将两条交易写在不同的纸条上，如图 1.16 所示。张三将写
有第一条交易的纸条给李四，李四认为是有效的，将其写在自己的草稿本上并在大厅内传
递；与此同时，张三将写有第二条交易的纸条传递给大厅中的其他人，这也是一条有效交
易，也会迅速在大厅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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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用相同的 UTXO 创建两笔交易

张三的恶行会得逞吗？如果网络中的每个节点在验证交易时，仅检查交易的输入是否
存在区块链中，很显然张三得逞了，张三将完成双重、三重，甚至 N 重支付。所以，在前
面的故事中，我们漏掉了中本聪的原话：
“当写着纸条的交易传递到每个人手上时，首先要看自己的草稿本上是不是已经写了这
笔交易，因为有发生重复传递的可能性。如果交易并没有被写进草稿本，还需要检查交易
的输入是不是已经被草稿本中的某条交易使用过，然后对照账本独立验证交易的有效性”
张三试图使用一个 UTXO 完成两笔支付，被称为双重支付（Double Payment）。遵照
中本聪的规则，来分析一下张三使用相同的 UTXO 完成两笔支付的最终去向。具体来讲，
两条交易分别在大厅内传递的过程中，将第一条交易写入交易池中的节点会拒绝第二条交
易，将第二条交易写入交易池中的节点会拒绝第一条交易。这取决于交易在网络中传播时
抵达节点的顺序，先抵达的将会被接受，后抵达的将会被拒绝。于是，两条交易将分别记
录在不同节点的交易池中。哪一条交易会被写进区块链，取决于两条交易谁先到达本轮的
“获胜矿工”。如果“获胜矿工”的交易池中接受了第一条交易，李四就能完成交易，第
二条交易将会作废；如果“获胜矿工”接受的是第二条交易，则李四的交易应该取消，因
为第一条交易已经被作废。
从根本上讲，张三并没有完成真正的双重支付，只是“试图”完成，但不可能成功。
那么是不是没有完成双重支付的可能性？请读者参考第 6 章中介绍的 51%攻击的相关内容。

1.3.12

虚拟机

对照账本验证交易的有效性是一个繁琐的工作，村民稍有不慎就会出错。于是，中本
聪发明了一种验证交易的机器，这种机器需要账本和写着交易的纸条。每个村民都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机器，需要验证交易时，村民将自己的账本和写着交易的纸条放在指定的位置，
机器会自动验证交易的有效性。
中本聪的发明其实是一种虚拟机，比如比特币和以太坊系统都有自己的虚拟机（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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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中被称为脚本引擎，非图灵完备；以太坊虚拟机功能更强大，图灵完备）。相比故事中
的“机器”，虚拟机的作用不仅仅是验证交易和区块的有效性。那么虚拟机还有什么作用？
对于一个中心化系统，当系统需要升级或变更时，直接发行新的版本即可。但对于去中心
化系统，每一次升级和变更都需要经过讨论并取得共识。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系统需要
有新的交易形式出现时，没有虚拟机的系统可能要进行全面升级。对于有虚拟机的系统，
在设计之初就给虚拟机设计了验证该种交易形式的功能，当新的交易形式出现时，系统也
能进行验证，增加了系统的适应性。详见第 4 章中介绍的多重签名。

1.3.13

矿机和矿池

从此以后，桃源村的交易都会在每周五顺利举行。为了获得奖励，有些人经常往中本聪家里
跑，向他请教数学知识，提高自己的解题能力。还有一些人组成一个团体，达成协议一起解题来
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然后按贡献分配奖金。也有一些人放弃了解题，只参与交易和记账。
比特币解题的实质是不断计算满足条件的哈希值（详见第 6 章介绍的工作量证明原
理），速度越快获胜的几率就越高，所以涌现出性能更强大的、专为哈希运算而设计的“矿
机”。还有一些“矿工”组成队伍，将所有人的计算设备集中起来获得更大的算力，“挖
出”区块后根据每个人的贡献进行分红，这种团体被称为“矿池”。“矿池”过大时存在
一定的风险。

1.4

遗留的问题

之前的故事中，仍然有如下 4 个问题并没有给予解答。
（1）区块链（账本）是公开透明的，张三查看账本，得知李四账户余额多，可能会见
财起意，如何才能做到隐藏用户身份。
（2）在创建交易时，输入中需要提供交易创建者的签名。如果签名可以被伪造，则意
味着所有人的 UTXO 都存在被盗用的风险。想象张三是一个书法家，很会模仿他人的签
名，于是张三用李四的 UTXO 创建一笔交易，并伪造李四的签名传递出去，由于李四的
UTXO 是真实存在的，只要张三将签名模仿得以假乱真，这笔交易就会被其他节点当作有
效交易存放至自己的交易池中（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现实场景，不需要考虑故事场景中
李四如果在场，可能会发现张三的作弊行为），最终将被写进区块链得到确认。因此，区
块链技术中必须有防止“伪造签名”的有效途径。
（3）还有一种情况，在同一轮竞赛中，有两个或者更多的节点几乎同时找到解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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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应该以谁创建的区块为准？故事场景中的情形可能还比较好解决。但在真实场景中，
“矿
工”同时广播自己的有效区块，到底哪个区块会被写进区块链？
（4）如果李四是一个天才，每次解题都是第一个得到答案，这意味着所有的区块都由
李四产生。此时的区块链系统将会退化成“中心化”的区块链系统吗？它是否还有存在的
价值？
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实际是加密问题，在本书的第 3 章将会介绍。第三个问题是区块
链偶然分叉的问题，由于共识机制的缺陷，导致全网区块链数据可能会存在短暂的不一致，
最终如何发展将会在第 6 章中详细介绍。第四个问题将在第 5 章区块链的分类中介绍。
区块链中的专业术语很多，由于故事本身的缺陷，并不是每个概念都能解释到，比如
地址、加密、钱包、哈希值、链式连接、完整节点、SPV 验证、脚本、智能合约、软分叉
和硬分叉等，这些在后续的章节中我们会逐一讨论。
经过本章节的学习，相信读者已经初步掌握了区块链的工作原理，带着知识和问题，
让我们继续新章节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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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星期五上午 8:00，桃源村村民都带上自己的账本和草稿本来到会议大厅，买卖双
方坐在一起。交易由买方写在小纸条上，然后在大厅内传递，所有村民独立验证交易的
有效性，无效交易不得在大厅内传播，有效交易将被记录到村民的草稿本上，并传递给
其他人。交易发起的两个小时候后，中本聪会发出竞赛题目，第一个计算出结果的村民
将获得 5 元钱的奖励，奖励以交易的形式和自己草稿本上的交易一起，被所有村民写进各
自的账本。

从零开始自己动手写区块链

2.1

区块链模拟器 GUI 简介

如果说第 1 章中的故事是从原理的角度让读者理解区块链技术，那么第 2 章将是从程
序的角度对第 1 章的故事做更好的诠释。本章主要介绍区块链模拟器 Simchain 的相关内
容。模拟器有两个版本，GUI 版和脚本版。GUI 版更像一个科普游戏，非常直观、易用，
可以帮助非程序开发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区块链的工作原理；脚本版需要有一定的编程基
础，更适合程序开发人员使用。

2.1.1

为什么写区块链模拟器

区块链模拟器 Simchain 是作者用 Python 语言对区块链核心技术的底层实现，采用了
与比特币类似的数据结构，即 UTXO 模型。
作者设计 Simchain 的初衷完全是以教学为目的，希望将真实的区块链场景虚拟到
单个屏幕上来，让学习者以“上帝视角”来学习和理解区块链的底层技术，比如区块
链的工作原理、区块链中的数据结构、数据在网络中的迁移、恶意节点的攻击、区块
链如何防御等。作者试图将枯燥的文字用更直观的形式得以呈现，从而让教学更加通
俗易懂。
同时，通过对 Simchain 源代码的学习，希望对程序开发者在底层开发，以及应用方
面有一定的启发。
最后，通过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也希望 Simchain 能成为区块链技术研究者的测试工具。

2.1.2

区块链模拟器 GUI 简介

区块链模拟器的 GUI 版本是作者开发的一个小型区块链模拟游戏，当前版本为 1.0，
可以当作一个小规模的比特币系统模拟机。它旨在让读者更直观地消化第 1 章中的内容，
帮助初学者更快速地理解区块链的工作原理。读者可以直接下载.exe 可执行文件，下载地
址为 https://github.com/YaoyaoBae/Blockchain-simulator-exe。下载完成后双击文件并打开，
会弹出如图 2.1 所示的界面。

提示：由于该可执行文件并没有提交到杀毒软件公司，所以部分杀毒软件会提示病毒，
如果读者是从正规渠道下载，作者可以保障程序的安全性。
单击中间的按钮将进入主界面，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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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模拟器 GUI 载入界面

图 2.2

区块链模拟器主界面

1．基本游戏规则
假设漫威英雄们在宇宙和平后隐居在桃源村，每个漫威英雄代表一个节点，圆桌表示
地位平等。货币发行之初网络中只有 12 个英雄，最多可增加至 16 个，后期加入的英雄没
有余额。中间按钮是预留网络设置，目前尚未开发任何功能。货币单位和人民币一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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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角、分。创世区块中给率先加入的每个英雄写入 1 000 元创世币。单笔交易固定交易
费为 10 分，挖矿奖励为 500 分。
2．原理简介
哈希算法采用 sha256 双哈希，即对输入进行一次 sha256 运算后，对其结果再进行一
次 sha256 运算作为输出；加密算法为椭圆曲线加密，和比特币系统选择一样的 secp256k1
曲线；交易形式为 P2A（Pay To Adress）；共识算法与比特币系统一样，采用的是工作量
证明（POW）；目前网络中只有一种节点类型，均为完整节点。
模拟器 GUI 非常简单，由右边 5 个按钮实现全部操作，从左至右、从上至下按钮功能依
次为创建随机交易、达成共识、创建单笔交易、连续五轮共识和添加新节点。可以将鼠标悬
浮在漫威英雄上查看节点信息。在程序最初不难发现，每个节点的地址不一，余额相等，都
为 1 000 元。右下角有一个动态的“网络信息”栏，根据区块链技术特点，网络中每达成一次
共识、全网 GDP 总量将增加 500 分，
“区块高度”相应增加 1；
“本地时间”是指模拟器中的
时间，并非实际时间，本质是挖矿时间的累计；
“网络中的交易数量”，是指被写进交易池（草
稿本），但尚未被写进区块链的交易。界面下方是个动态文本，实时记录网络中的事件。
首先单击“创建随机交易”（双向箭头图标）按钮。如图 2.3 所示，单击两次按钮共
创建 3 次交易（交易的数量和创建者、接收方完全是随机产生的，每一次都会不一样），其
中有一条是超人给蝙蝠侠转账 77 分，可以看到蝙蝠侠的账户余额增加了 77 分，但显示有一
条未确认交易。原因是大厅里的村民都已经将有效交易写在了自己的草稿本上，也就是放进
了交易池中，但还没有达成共识写进区块链。同时，可以看到网络信息中显示交易数量为 3。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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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达成共识”（锤子图标）按钮，若干漫威英雄开始“挖矿”（算哈希值）以达
成共识，如图 2.4 和图 2.5 所示。经过短暂的计算，绿灯侠解题成功，并广播了自己创建
的区块，全网每个节点将绿灯侠广播的区块添加到自己的区块链，“区块高度”增加 1，
“GDP 总量”增加 500 分。与此同时，由于默认节点打包交易池中所有交易，所以节点的
未确认交易数量变为 0。

图 2.4

漫威英雄们正在挖矿

图 2.5

全网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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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增加节点”按钮会将新节点加入网络中，目前最大增加 4 个，如图 2.6 所示。
比如，桃源村有移民进村，新增节点会根据网络中其他节点的最新数据更新自己的区块链，
就如新来的村民会找原村民借账本，然后一字不差地抄写在自己的账本上一样。

图 2.6

增加节点

单击“创建单笔交易”（握手图标）按钮能创建具体指向的交易，如图 2.7 所示，创
建一条从雷神指向超人的交易，交易创建完成如图 2.8 和图 2.9 所示。此时显示，“网络
中的交易数量”增加 1。如果余额不足，则创建交易会失败。比如，由刚加入网络中的蜘
蛛侠创建交易，则会失败，因为他没有余额。

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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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节点

完成单笔交易创建

单击“连续 5 轮共识”（数字 5 图标）按钮，将会执行连续 5 次“创建随机交易”、
5 次“达成共识”。如图 2.10 所示为 5 轮共识完成后的最终状态，可以看出，“GDP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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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长了 2500 分。

图 2.10

连续 5 次共识完成

注意：当程序启动时，每个节点会随机生成密钥和地址，所以模拟器在每一次重新启动
后，节点的信息都会不同，读者和作者在操作模拟器时内容也会有所差异。
以上就是模拟器 GUI 的简要介绍。目前模拟器的 GUI 的功能还不是很全面，并
不能模拟真实场景中的全部情况，后期作者会不断地完善，同时也需要读者的宝贵建
议与意见。
除了通过可执行文件运行模拟器，也可以直接在 Python 的 IDE 中运行，而且功能更
加丰富。这就需要读者有基本的 Python 知识。接下来，将会对 Python 做一个简单的入门
介绍。

2.2

Python 入门

本节对 Python 进行一个入门介绍。作为一门计算机语言，一节篇幅的介绍只能
算是冰山一角。本章将主要围绕 Simchain 在开发过程中使用到的 Python 大部分知识
要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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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 Python

1．底层开发的必要性
本书作为一本区块链底层开发的入门教程，除了希望能启发区块链技术开发者外，也
希望更多行业人员加入到底层开发的行列中来。当然，即使不从事底层技术的开发，从最
细节出发理解区块链底层开发的全过程，在其他任何和区块链开发相关的工作中都会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于区块链的底层开发要不要做？相信很多读者也是有疑惑的，毕竟目前有一些区块
链开发平台可以直接使用，并且非常受欢迎，比如以太坊、超级账本等。作者的观点是坚
定的，必须从事底层开发！别忘了“中国芯”、“操作系统”事件。再者，区块链技术目
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甚至缺乏标准体系，也就是说全世界几乎都处于同一起跑线，可能部
分企业有稍微领先，但也不会特别显著。开发自己的区块链平台是势在必行的，能结束对
国外产品的依赖。再者，区块链平台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
2．代码阅读友好性
区块链底层开发涉及数据结构、算法实现等大量知识点，选择一门阅读友好的计算机
语言进行教学非常重要。毫无疑问，Python 是完全胜任的，在本书写作之前，作者和一些
从事 Java、PHP、JavaScript 等开发的朋友交谈过，他们认为都能读懂 Python。作者在本
书写作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有些算法的伪代码和 Python 代码非常相近，
甚至用 Python 代码表达更简洁，这也坚定了作者使用 Python 进行区块链教学的决心。
3．程序的易用性
除了阅读友好，程序的易用也同等重要，这既能方便读者验证程序的准确性，又能轻
松地调用程序。作为一种动态的解释型语言，Python 在此方面的优势也是突出的。比如
Simchain 的使用是非常简单的，不依赖任何第三方库，只需要安装 Python 和 Simchain 就
能直接调用。就如前言提到过，使用 Simchain 只需要三行程序就能实现一次区块链网络
的共识，并且每一行程序都可以在解析器中独立执行。

2.2.2

Python 基础知识

1．Python简介
Python 是一种解释型、面向对象、动态的高级语言，目前也是最受欢迎的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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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之一。被 TIOBE 编程语言排行榜评为 2007 与 2010 年度语言，近年来长期占据计算
机语言排行榜前五名。本节关于 Python 的介绍并不完整，更多知识要点学习请参考相关
书籍。
2．Python及其库安装
以下安装针对 Windows 操作系统用户。
1）Python 安装
从 Python 官方网站 https://www.python.org 找到相应操作系统下的 Python 安装文件进
行安装。值得注意的是，Python 有 2.x 和 3.x 版本，本书所有的程序均在 Python-3.65 上测
试。对于 Windows 用户，建议下载对应版本的可执行文件直接双击安装。
2）库安装
库的安装一般有两种实现方法。最简单的是直接 Pip 安装，以 Window 系统下 Simchain
的安装举例，直接执行 CMD 命令：开始—运行—输入 cmd，则出现如图 2.11 所示的界面
（以作者个人电脑为例），直接在其中输入 pip install simchain 即可完成安装。Pip 安装的
前提条件是，库的作者将打包文件上传至了 https://pypi.org/。

图 2.11

Pip 安装 Simchain

第二种方法是下载安装，用户下载后的程序一般为 Name.exe 或者 Name.tar.gz 文件，
前者直接双击进行安装，此处不做介绍；后者也称为源码安装。假设读者下载了
Simchain.tar.gz 文件并将其解压到 c:\simchain 文件夹，其中有一个 setup.py 文件。
接下来，切换到解压后的文件夹路径 c:\simchain，切换路径过程如图 2.12 所示，然后
输入 python setup.py install 并按回车键即可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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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码安装 Simchain

提示：Simchain 源码文件可在 https://github.com/YaoyaoBae/simchain 上下载。
3．Python基础知识
1）运行 Python
计算机语言所需的运行环境也叫 IDLE（集成开发环境，Inter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Python 的 IDLE 很多，如果读者是初学者，作者建议直接使用 Python 自
带的 IDLE，本书所有程序均在 IDLE 上测试。
在 IDLE 中运行 Python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交互式的，安装 Python 后，打开 IDLE，
在>>> 后输入 Python 语句，解释器就会执行，并输出结果，如图 2.13 所示。

图 2.13

IDLE（Python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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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运行方式是脚本，将 Python 语句集合在一起执行，这样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比如 Simchain 的实现过程。程序输入完成后，直接按 F5 键即可运行。新建一个 Python
文件只需在 IDLE 中单击 File -> New File，语句输入完成后保存文件至*.py 即可。在 Python
中，一个*.py 文件也被称为一个模块，如图 2.14 所示为 fun.py 文件及其中的语句。

图 2.14

在脚本中写入语句

2）缩进来区分语句块
Python 不像 Java、C/C++以花括号{}来区分语句块。Python 是以缩进来表示语句块，
同一缩进级别为同一级别的语句块。一个脚本文件中的 0 级缩进是文件加载的时候就会被
执行的语句。开启一个新的缩进需要使用：(冒号)，代表下一级别的语句块，比如条件、
循环或者函数的定义。如图 2.14 所示的 fun.py 文件中，定义了 3 个函数，分别为加法函
数、最小值函数和打印列表函数。
直接按 F5 键可以在 IDLE 中运行，并输入如图 2.15 所示的内容。

图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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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释
Python 中有单行注释和多行注释。单行注释以#开头，比如本书对代码的注解。例如：
#这是一行注释
print('I love blockchain')

多行注释用三个单引号或者双引号将注释括起来。例如：
'''
这是一个多行注释
'''
print('I love blockchain')

4）操作符
Python 操作符与 Java 和 C/C++中十分类似，+（加）、-（减）、*（乘）、/（除）、
%（求余）、**（指数运算）、=（赋值），简便运算如+=、-=、*=和/=等，以及赋值运
算与其他语言相同。逻辑操作>、<、<=、>=、!=和==与其他语言相同，不相同的有 not
逻辑非、and 逻辑与和 or 逻辑或。直接在 IDLE 中输入如下内容：
>>> 2
9.5
>>> a
>>> a
3
>>> a
>>> a
5
>>> a
>>> a
15
>>> a
False
>>> a
True
>>> L
>>> 2
True
>>> 5
True
>>> 5
True
>>> 5
True

+ 3**2 - 3/2
= 3

+= 2

*= 3

== b
!= b
= [1,2,3,4]
in L

#创建一个列表 L
#元素 2 在列表中

not in L

#元素 5 不在列表中

not in L and 4 in L

#元素 5 不在列表中且 4 在列表中

not in L or 6 in L

#元素 5 不在列表中或者 6 在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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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c) is int
False
>>> a = None
>>> type(a)
<class 'NoneType'>

#type 函数返回数据的类型
#Python 中的 None 类型，表示空

5）内置数据类型
Python 内置的数据类型包括数字 numbers、字符串 str、列表 list、元组 tuple、字典 dict，
以及集合 set。如上述 a 和 b 为数字类型 numbers，c 为字符串。
数字 numbers 主要包括整数和浮点数，此处不做过多介绍。以下介绍内置 int(x,base)
函数，在 IDLE 中举例如下：
>>> int(3.14)
#x 为数字，返回十进制整数
3
>>> int(2e2,2)
#x 为数字，当给 base 赋值时报错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pyshell#35>", line 1, in <module>
int(2e2,2)
TypeError: int() can't convert non-string with explicit base
>>> int('33',16)
#参数 x 为字符串，转化为十六进制数
51
>>> int('FZ', 16)
#'FZ'不能用十六进制表示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pyshell#37>", line 1, in <module>
int('FZ', 16)
ValueError: invalid literal for int() with base 16: 'FZ'

列表 list 和元组 tuple 相当于 Java 和 C/C++中的数组。列表 list 用[]来表示，如[1,2,3]。
元组 tuple 用()来表示，如(1,2,3)，区别在于列表能够增删修改，而元组 tuple 不能，元组
更像是常量数据。如果对不能修改的数据写保护，元组 tuple 会更适合，比如区块链中的
交易和区块数据。列表 list 是有序的数组，长度是变化的，可以进行截取、组合、修改和
增加等操作。下面先介绍列表 list。
在 IDLE 中输入如下内容：
>>> a = [1,2,'bob',[2,3],(4,6)]

（1）索引和切片。
>>>
1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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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

#列表第 1 个元素，python 索引从 0 开始

a[-1]
6)
a[-2]

#列表最后 1 个元素
#列表倒数第 2 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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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2, 'bob', [2, 3], (4, 6)]
>>> a[:2]
[1, 2]
>>> a[2:4]
['bob',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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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获取后 4 个元素
#切片，获取前 2 个元素
#切片第 3 和 4 个元素

（2）调用 append()方法添加元素至列表。
>>> a.append(222)
#将 222 添加到列表末尾，类似“压栈”
>>> a
[1, 2, 'bob', [2, 3], (4, 6), 222]

注意：与 Python 中的称法不同，在其他语言中，对象的方法可能被称为函数，而属性
则称为字段。
（3）判断元素是否在列表内。
>>> 'bob' in a
True
>>> (4,5) in a
False
>>> [2,3] not in a
False

（4）列表的乘法操作。
>>> a *2
[1, 2, 'bob', [2, 3], (4, 6), 222, 1, 2, 'bob', [2, 3], (4, 6), 222]

（5）列表的加法操作。
>>> a + ['alice',1,4]
[1, 2, 'bob', [2, 3], (4, 6), 222, 'alice', 1, 4]

提示：列表没有减法和除法操作。
（6）获取列表长度，即元素个数。
>>> len(a)
6

（7）获取元素在列表中的索引。
>>> a.index('bo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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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删除列表元素。
>>>
>>>
[1,
>>>
222
>>>
[1,

a.remove('bob')
a
2, [2, 3], (4, 6), 222]
a.pop()

#删除指定元素

#pop()方法删除并返回最后一个元素，类似“出栈”

a
2, [2, 3], (4, 6)]

Python 中内置的数据结构 list 能实现栈的功能，第 4 章中介绍的堆栈机就是基于列表
list 定义。元组 tuple 类型和列表 list 类似，但是不能修改、添加和删除元素，没有 append()、
remove()、pop()等方法。在 IDLE 中举例如下：
>>> b = (1,2)
>>> b[0]
1
>>> b[-1]
2

尝试修改第一个元素时，程序报错。
>>> b[0] = 2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pyshell#58>", line 1, in <module>
b[0] = 2
TypeError: 'tuple' object does not support item assignment

尝试调用 pop()方法时，程序报错。
>>> b.pop()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pyshell#59>", line 1, in <module>
b.pop()
AttributeError: 'tuple'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pop'

字符串 str 可以结合列表 list 来对比学习，在 IDLE 中简要举例如下：
>>> s = 'I love blockchain'
'I love blockchain'
>>> s[2:6]
'love'
>>> s[:]
'I love blockchain'
>>> s.spl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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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所有字符
#将字符串按空格分割为字符串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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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ove', 'blockchain']
>>> ' '.join(s.split(' '))
'I love blockchain'
>>> s.replace(' ','')
'Iloveblockchain'
>>> a = "hello"
>>> for s in a:
print (s)
h
e
l
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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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字符串列表整合
#将空格替换

#for 循环遍历字符串

字典 dict 相当于 Java 中的 Hashmap，以 key/value（键/值）的方式存储数据，用{}表
示，字典的 keys 是不重复的。
在 IDLE 中举例如下：
>>> info = {'name':'bob','age':18,'sex':'male'}

（1）获取字典中的元素。
>>> info['name']
'bob'
>>> info.get('name')
'bob'
>>> info.get('o')
#'o'不是字典中的 key，默认返回 None
>>> info.get('o',0)
#'o'不是字典中的 key，默认返回 0
0
>>> info['o']
#'o'不是字典中的 key，程序报错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pyshell#64>", line 1, in <module>
info['o']
KeyError: 'o'

上例通过[key]和 get(key)方法获取字典中的值，如果 key 存在于字典中时，可以正确
获取对应的值。如果 key 不在字典中时，采用[key]方法将会报错，get(key)方法返回默认
的 None 类型，也可以设定默认值。
（2）向字典中添加元素。
>>> info['grade'] = 2
>>> info
{'name': 'bob', 'age': 18, 'sex': 'femal', 'gr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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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取字典的 keys。
>>> info.keys()
dict_keys(['name', 'age', 'sex', 'grade'])
>>> type(info.keys())
#type()函数访问数据的类型
<class 'dict_keys'>

可以看出，字典的 keys 并不是列表类型，可以通过内置的 list()函数进行转换。
>>> list(info.keys())
['name', 'age', 'sex', 'grade']

（4）获取字典的 vaules。
>>> info.values()
dict_values(['bob', 18, 'male', 2])
>>> tuple(info.values())
('bob', 18, 'femal', 2)

#也可以调用内置的 tuple()函数进行转换

（5）获取字典的 keys 和 values。
>>> info.items()
dict_items([('name', 'bob'), ('age', 18), ('sex', 'femal'), ('grade', 2)])

（6）判断 key 是否在字典的 keys 中。
>>> 'age' in info
True
>>> 'Age' in info
False

#大小写敏感

（7）删除字典中的元素。
>>> info.pop('sex')
'male'
>>> info
{'name': 'bob', 'age': 18, 'grade': 2}

（8）更新字典的元素。
>>> info2 = {'sex':'male','age':19}
>>> info.update(info2)
>>> info
{'name': 'bob', 'age': 19, 'grade': 2, 'sex': 'male'}

注意：如果向字典中添加元素的 key 已存在，则会对其 value 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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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 set 与字典 dict 类似，但只存储 keys，不存储 values。集合 set 中没有重复元素。
在 IDLE 中举例如下：
>>> a = {1,2,3,4}
>>> b = set([1,1,2,3,3])
>>> a
{1, 2, 3, 4}
>>> b
{1, 2, 3}
>>> a – b
{4}
>>> b – a
set()
>>> a.symmetric_difference(b)
{4}
>>> b.symmetric_difference(a)
{4}
>>> a.union(b)
{1, 2, 3, 4}
>>> a.intersection(b)
{1, 2, 3}

#创建一个集合
#从列表 list 创建集合

#集合对重复元素过滤
#a 对 b 的差集
#b 对 a 的差集为空集
#调用 symmetric_difference 获取对称差集

#集合的并集
#集合的交集

6）语法
Python 的语法主要包括分支语句及循环语句。这里仅介绍 if 分支和 for 循环，举
例如下：
>>> a = [1,4,5,3]
>>> len(a)
4
>>> for i in range(len(a)):
print(a[i])
1
4
5
3
>>> for val in a:
print(val)
1
4
5
3

# 类似 C 语言通过索引对数组元素进行访问

#Python 中列表元素的访问

除此之外，Python 的列表推导简洁且功能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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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range(10)
>>> a
range(0, 10)
>>> list(a)
[0, 1, 2, 3, 4, 5, 6, 7, 8, 9]

获取偶数列表。
>>> [v for v in a if v%2 ==0]
[0, 2, 4, 6, 8]

将奇数列的值乘方，偶数列保持不变。
>>> [v**2 if i%2 != 0 else v for i,v in enumerate(a) ]
[0, 1, 2, 9, 4, 25, 6, 49, 8, 81]

提示：字典 dict 和集合 set 也能使用同样的操作。
7）定义函数
Python 中的函数定义一般以 def 开头，return 结束，可传入参数。下面在 IDLE 中举
例如下：
（1）定义一个加法函数，命名为 add，传入两个参数，返回参数的和。
>>> def add(x,y):
return x + y
>>> add(3,4)
7

（2）定义一个 test()函数，无传入参数，打印 I love blockchain。
>>> def test():
print( " I love blockchain ")
>>> test()
I love blockchain

（3）定义一个函数，传入多个不确定个数的参数，以元组的形式传入。
>>> def func(*args):
print (args)
>>> func(2,3,5)
(2, 3, 5)

（4）定义一个函数，传入多个不确定的参数，以字典的形式传入。
>>> def func_(**kwargs):
print(kwa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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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_(a = 1,b = 3)
{'a': 1, 'b': 3}

（5）定义一个函数，传入有初始值的参数。
>>> def func__(a=1,b=2):
print (a,b)
>>> func__()
1 2
>>> func__(3,4)
3 4

8）定义类
面向对象编程语言的核心是类，类是一种自定义数据类型，是对同一类事物的封装，
只有被实例化后才能被调用，类的实例也称为对象。Python 中的一切皆为对象，包括函数。
下面新建一个 test.py 文件，并在其中写入脚本，创建简单的节点类型 Peer，如下所示。
#导入数学运算库，相当于 C 语言中的#include<math.h>
import math
#以 class 关键字开头，Peer 是类名，一般首字母大写
#冒号缩进，类似花括号表示将代码括在其中
class Peer:
#定义类初始化方法__init__，是内置的专有方法
#self 关键字代表类的实例本身
#实例初始化需要一个读入参数为坐标 coords
def __init__(self,coords):
#初始化方法中初始化两个属性
self.coords = coords
self.blockchain = []
#定义一个添加 block 的方法，输入参数 block
#添加到实例的 blockchain 属性中
def add_block(self,block):
self.blockchain.append(block)
#定义一个距离方法，计算实例坐标离原点的距离
def distance(self):
#将节点坐标赋值给 x 和 y
x,y = self.coords
return math.sqrt(x**2 +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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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类定义时，属性命名一般用名词，而方法命名一般用某个动作。
定义完后直接按 F5 键，并输入如下内容：
>>> peer = Peer((1,1))
>>> peer.blockchain
[]
>>> peer.coords
(1, 1)
>>> peer.distance()
1.4142135623730951
>>> peer.add_block(block = 1)
>>> peer.blockchain
[1]

#创建一个实例，命名为 peer
#访问属性 blockchain
#访问属性 coords
#调用 distance()方法计算距离
#调用 add_block()方法添加 block

显然，distance()方法的命名并不符合上文的建议，可以使用 calculate_distance，也可
以使用 property 装饰器将该方法转化为属性。只需要在方法前加上如下代码即可。
#以@开头
@property
def distance(self):
x,y = self.coords
return math.sqrt(x**2 + y**2)

再次运行 test.py 模块，重新输入上例内容。
>>> peer.distance
1.4142135623730951

#propery 装饰器定义属性

提示：更多装饰器知识点，请读者参考相关资料。
类也能通过继承创建，继承是指从已有的类中派生出新的类，新的类能吸收已有类的
数据属性和行为。在 test.py 中继承内置类型 tuple 定义新类型 NewTuple，代码如下：
#NewTuple 类继承 tuple 类
class NewTuple(tuple):
#__new__()专有方法在__init__()方法前调用
#用于创建实例，其至少有一个关键字 cls，代表要实例化的类
#且必须返回一个实例，__init__()方法中的 self 就是指这个返回的实例
def __new__(cls,a,b):
print("create a object")
#super()方法用于继承父类 tuple 的__new__()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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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super(NewTuple,cls).__new__(cls,(a,b))
def __init__(self,c,d):
print("what's my job?")
self.c = c
self.d = d

建议：更多__new__()和 super()的使用，可参考相关资料。
运行脚本文件，并在 IDLE 中输入如下内容：
>>> nl = NewTuple(1,2)
create a object
what's my job?
>>> nl.c,nl.d
(1, 2)
>>> nl.index(1)
0
>>> nl.count(1)
1
>>> nl[0]
1
>>> nl[1]
2

#创建一个实例，先运行__new__()，然后运行__init__()

#访问两个属性
#继承了 tuple 的 index()和 count()方法

#和 tuple 一样也能索引

新定义的数据类型也能作为参数传入函数或对象。比如定义元素打印函数，代码如下：
def print_tuple(a):
for v in a:
print(v)

重新运行脚本文件，并在 IDLE 中输入如下内容：
>>> nl = NewTuple(1,2)
create a object
what's my job?
>>> print_tuple(nl)
1
2

以上定义的方法都是实例方法，必须将类实例化后才能进行调用。除了可以定义实例
方法，还可以定义类方法。下面给 Peer 对象定义显示坐标的类方法，代码如下：
#类方法用@classmethod 装饰器，对应于实例方法的 self 关键字
#方法第一个关键字是 cls

·51·

从零开始自己动手写区块链
@classmethod
def show_coords(cls,coords):
#创建一个实例
self = cls(coords = coords)
return self.coords

在 IDLE 中举例如下：
>>>
(1,
>>>
(3,

Peer.show_coords((1,2))
2)
peer.show_coords((3,4))
4)

#类直接调用，不需要实例化
#实例也能调用

由上可以得出，类方法可由类和实例调用，而实例方法只能由实例调用，不能由
类直接调用。
9）Python 导入模块
下面主要介绍两种 Python 导入模块的方法。
（1）import modname
模块是指一个可以交互使用，或者从另一 Python 程序访问的代码段。只要导入了一
个模块，就可以引用它的任何公共对象。模块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使用其他模块的功能。
用 import 语句导入模块，就在当前的名称空间（namespace）建立了一个到该模块的引用。
这种引用必须使用全称，也就是说，当导入模块中定义的函数或者类时，必须包含模块的
名 字 。 所 以 不 能 只 使 用 funcname 或 classname ， 而 应 该 使 用 modname.funcname 或
modname.classname。在 IDLE 中举例如下：
>>> import simchain as sc
>>> zhangsan = sc.Peer((1,2))
>>> zhangsan
Peer(1, 2)
>>> pointer = sc.Pointer(2,3)
>>> pointer
Pointer(tx_id:2,n:3)

#将 simchain 简写为 sc

（2）from modname import funcname, classname
from modname import fa, fb, ca, cb
或者 from modname import *
与第一种方法的区别：funcname 或者 classname 被直接导入本地名字空间，所以它可
以直接使用，而不需要加上模块名的限定。 *表示该模块的所有公共对象（public objects）
都被导入当前的名称空间。在 IDLE 中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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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simchain import Network
#仅导入 Network
>>> net = Network()
2018-06-19 18:35:45,449 - A blockchain p2p network created,12 peers joined
2018-06-19 18:35:45,459 - genesis block has been generated
>>> from simchain import *
#导入所有公共对象
>>> vin = Vin(2,3,4)
>>> vin
Vin(to_spend:2,signature:3,pubkey:4)

10）Python 中常用模块
下面简要介绍 Python 中常用的内置标准模块，包括 time 模块、random 模块和 logging
模块。
（1）Time 模块
Time 模块是时间处理模块，比如实现一个简单的计时功能，代码如下：
>>> import time
>>> start = time.time()
>>> start
1529405099.4545517
>>> time.sleep(3)
>>> end = time.time()
>>> spend = end – start
>>> spend
50.26827931404114

#导入 time 模块
#返回当前时间戳

#等待 3 秒
#返回时间间隔

（2）Random 模块
Random 模块是一个伪随机数生成模块，在 IDLE 中举例如下：
>>> import random
>>> random.random()
0.3471727942912114
>>> random.uniform(-2,4)
0.8874782519569879
>>> random.randint(1,10)
8
>>> a = [1,3,4,5,2,7]
>>> random.choice(a)
1
>>> random.choices(a,k=2)
[4, 4]
>>> random.sample(a,k=3)
[4, 2, 5]
>>> random.shuffle(a)

#导入 random 模块
#生成一个[0,1)的伪随机浮点数
#在[a,b)范围内生成服从均匀分布的伪随机浮点数
#在[a,b)范围内生成一个伪随机整数

#在序列中随机选择一个数
#在序列中随机选择 k 个数，可重复
#在序列中随机选择 k 个数，不重复
#随机打乱序列中的元素
·53·

从零开始自己动手写区块链
>>> a
[7, 4, 2, 5, 1, 3]

提示：上文中的序列是指类似列表 list、元组 tuple 的数据类型，只是作者用列表 list
举例。
（3）Logging 模块
Logging 模块是一个日志输出模块，可以将日志打印到控制台，在 IDLE 中举例如下：
>>> import logging
>>> tom = 'Tom'
>>> jerry =
>>> logging.debug('{0} is a naughty boy'.format(tom))
>>> logging.info('{0} is a naughty boy'.format(tom))
>>> logging.warning('{0} is a naughty boy'.format(tom))
WARNING:root:Tom is a naughty boy
>>> logging.error('{0} is a naughty boy'.format(tom))
ERROR:root:Tom is a naughty boy
>>> logging.critical('{0} is a naughty boy'.format(tom))
CRITICAL:root:Tom is a naughty boy

可以看出，前两个方法并没有输出，原因是 logging 默认 root logger 的 level 是 warning，
低于该级别就不输出。其输出级别排序默认为：critical > error > warning > info > debug。
通过 basicConfig()方法设置日志级别和输出格式，代码如下：
>>> logging.basicConfig(level= logging.DEBUG,format
%(message)s')
>>> logging.info('{0} likes {1}'.format(tom,jerry))
2018-07-10 08:32:37,742 - Tom likes Jerry

=

'%(asctime)s

-

（4）Numpy 模块
Numpy 是 Python 最著名的第三方库之一，能实现快速数据处理，包括矩阵运算，在
第 3 章介绍的格密码中会频繁使用它。可以直接 Pip install numpy 安装，安装完成后，在
IDLE 中举例如下：
>>> import numpy as np
#导入 numpy 并用 np 简写
>>> a = np.array[(7,4,6,5)]
#创建一个 1 维行向量
>>> a
array([7, 4, 6, 5])
>>> type(a)
#类型为 n 维数组
<class 'numpy.ndarray'>
>>> b = np.random.randint(0,10,(4,4)) #创建一个 4 阶方阵，元素为[0,4)范围内的整数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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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4, 4, 3, 2],
[7, 3, 8, 4],
[1, 5, 4, 0],
[8, 0, 9, 7]])

访问数组的 shape 和 size 属性获取形状和元素的个数。
>> a.shape
(4,)
>>> b.shape
(4, 4)
>>> a.size
4
>>> b.size
16

需要注意的是，shape 属性返回的是元组 tuple 类型。
>>> c = 1
>>> d = (1,)
>>> type(c)
<class 'int'
>>>> type(d)
<class 'tuple'>

通过访问属性 T 或者调用 transpose()方法实现转置。
>>> b.T
array([[4, 7, 1, 8],
[4, 3, 5, 0],
[3, 8, 4, 9],
[2, 4, 0, 7]])
>>> b.transpose()
array([[4, 7, 1, 8],
[4, 3, 5, 0],
[3, 8, 4, 9],
[2, 4, 0, 7]])

一维数组的转置会失效。
>>> a.T
array([1, 2, 3, 4])

如果出现以上情况，可以调用 reshape()方法实现转置。
>>> a.reshape(-1,1)
arra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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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5]])
>>> b.reshape(8,2)
array([[4, 4],
[3, 2],
[7, 3],
[8, 4],
[1, 5],
[4, 0],
[8, 0],
[9, 7]])

调用 arange()函数和 linspace()函数对区间进行等分。
>>> a = np.arange(0,1,0.1)
>>> a
array([ 0.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 b = np.linspace(0,1,10)
>>> b
array([ 0.
, 0.11111111, 0.22222222, 0.33333333, 0.44444444,
0.55555556, 0.66666667, 0.77777778, 0.88888889, 1.
])
>>> b = np.linspace(0,1,10,endpoint = False)
>>> b
array([ 0.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可以看出，arange()函数的格式是(起点,终点,步长)，但不包括终点；linspace()函数的
格式是(起点,终点,等分数)，可用 endpoint 参数控制是否包括终点。
zeros()、ones()、empty()等函数能快速创建数组，其中 empty()函数只分配内存，不赋
值，代码如下：
>>> a = np.zeros((4,4))
>>> a
array([[ 0., 0., 0., 0.],
[ 0., 0., 0., 0.],
[ 0., 0., 0., 0.],
[ 0., 0., 0., 0.]])
>>> b = np.ones((4,4))
>>> b
array([[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c = np.empty((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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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rray([[

2.96739769e-119,
1.45250033e-070,
1.06399914e+248,
1.49895788e-259],
[ 6.64683435e-119,
8.47669474e+135,
1.29315989e+161,
8.90567240e+252],
[ 2.43812974e-152,
6.09079069e+247,
1.66155533e-259,
1.96264353e+243],
[ 1.80124665e-046,
9.18273619e+252,
6.59138017e-087,
1.81667905e-152]])

可使用和列表相同的方式对数组进行存取。
>>> a = np.arange(10)
>>> a
array([0, 1, 2, 3, 4, 5, 6, 7, 8, 9])
>>> a[1]
1
>>> a[:3]
array([0, 1, 2])
>>> a[4:]
array([4, 5, 6, 7, 8, 9])
>>> a[2:4]
array([2, 3])
>>> a[1:4:2]
array([1, 3])
>>> a[-1]
9
>>> a[-2]
8
>>> a[1:-1]
array([1, 2, 3, 4, 5, 6, 7, 8])
>>> a[1:-1:4]
array([1, 5])

可通过函数实现快速数组运算。
>>> x
array([0, 1, 2, 3, 4, 5, 6, 7, 8, 9])
>>> y = x**2
>>> y
array([ 0, 1, 4, 9, 16, 25, 36, 49, 64, 81])
>>> x + y
array([ 0, 2, 6, 12, 20, 30, 42, 56, 72, 90])
>>>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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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 0,
1,
8, 27, 64, 125, 216, 343, 512, 729])
>>> np.sin(x)
array([ 0.
, 0.84147098, 0.90929743, 0.14112001, -0.7568025 ,
-0.95892427, -0.2794155 , 0.6569866 , 0.98935825, 0.41211849])

可以看出，数组的*乘法运算是矩阵元素的相乘，可以通过 Numpy.dot()函数实现数组
相乘，Numpy1.10.0 版本中，新增的 Numpy.matmul()函数也能实现该运算。
>>> a = np.array([[1,2],[2,3]])
>>> b = np.array([1,2])
>>> np.dot(a,b)
array([5, 8])
>>> np.matmul(a,b)

Numpy.linalg 子包中提供了线性方程组的求解函数 solve()。
>>> a = np.random.rand(5,5)
>>> a
array([[ 0.97685534, 0.63369216,
[ 0.29668625, 0.5413057 ,
[ 0.52109762, 0.93664715,
[ 0.0603267 , 0.70555744,
[ 0.90483666, 0.44196604,
>>> b = np.random.rand(5)
>>> b
array([ 0.61967231, 0.94415499,
>>> x = np.linalg.solve(a,b)
>>> x
array([-0.68017887, -0.4285852 ,

0.30946601,
0.67195329,
0.4001945 ,
0.55148684,
0.95575928,

0.9599492 ,
0.24394575,
0.52302717,
0.58847232,
0.29898881,

0.41226575],
0.13768369],
0.43949806],
0.78056595],
0.63945063]])

0.18442066,

0.47837391,

0.43580209])

1.73602445,

1.67926161, -1.43971856])

建议：更多功能及模块知识点，请读者自行查阅相关资料。
11）str 与 bytes
与 Python 2 有很大的不同，Python 3 中文本（text）和二进制数据是完全区分的。文
本采用 unicode 进行编码，以 str 类型表示，在本书中也称为字符串。而二进制数据以 bytes
类型表示，本书中也称为字节串。Python 3 中不能以任何隐式方式将 str 和 bytes 类型两者
混合使用，比如不能进行拼接，不能在 str 中搜索 bytes 数据，也不能将 str 作为参数传入
需要 bytes 类型参数的对象，反之亦然。字符串 str 与字节串 bytes 通过 encode()和 decode()
对象进行转换，如图 2.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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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 与 bytes 类型的转换

在 IDLE 中举例如下：
>>> '中国'.encode()
b'\xe4\xb8\xad\xe5\x9b\xbd'
>>> b'\xe4\xb8\xad\xe5\x9b\xbd'.decode()
'中国'
>>> '中国'.encode('GBK')
b'\xd6\xd0\xb9\xfa'
>>> b'\xd6\xd0\xb9\xfa'.decode('GBK')
'中国'

#默认 UTF-8 格式编码
#默认 UTF-8 格式解码
#GBK 格式编码
#GBK 格式编码

注意：本书中除了双哈希算法的输出和地址的表示为字符串，其他均为字节串。

2.3

Simchain 简介

本节将和读者分享区块链模拟器 Simchain 的设计过程与使用。

2.3.1

什么是 Simchain

在前文中多次提到了 Simchain，
Simchain 到底是什么？Simchain 是 Simulator of blockchain
的缩写，中文名可以翻译为区块链模拟器，是作者为本书教学而开发的一个 Python 库，
当前版本为 1.0。2.1 节中的 GUI 程序就是结合 Simchain 和 Python 内置的 GUI 模块 Tkinter
进行开发的。
前文已多次提及，Simchain 的使用非常简单，在 IDLE 中输入如下内容：
>>> from simchain import Network
>>> net = Network()

#从 Simchain 中导入 Network 对象
#创建一个区块链网络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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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make_random_transactions() #网络中的节点创建随机交易
>>> net.consensus()
#网络中的节点达成共识，交易被写进区块链

以上程序输出结果如下所示。
2018-06-19
2018-06-19
2018-06-19
2018-06-19
2018-06-19
11 peers
2018-06-19
2018-06-19
2018-06-19
peers
2018-06-19
2018-06-19
2018-06-19
peers
2018-06-19
2018-06-19
2018-06-19
peers
2018-06-19
2018-06-19
2018-06-19
peers
2018-06-19
2018-06-19
2018-06-19
peers
2018-06-19
2018-06-19
2018-06-19
11 peers
2018-06-19
2018-06-19
2018-06-19
peers
2018-06-19
2018-06-19
2018-06-19
peers
201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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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21,556 - A blockchain p2p network created,12 peers joined
11:39:21,599 - genesis block has been generated
11:39:50,821 - peer(98, 71)(pid=11) created a transaction
11:39:50,824 - peer(98, 71)(pid=11) sent a transaction to network
11:39:51,544 - peer(98, 71)(pid=11)'s transaction verified by
11:39:51,581 - peer(5, 56)(pid=9) created a transaction
11:39:51,585 - peer(5, 56)(pid=9) sent a transaction to network
11:39:52,325 - peer(5, 56)(pid=9)'s transaction verified by 9
11:39:52,361 - peer(46, 86)(pid=2) created a transaction
11:39:52,363 - peer(46, 86)(pid=2) sent a transaction to network
11:39:53,084 - peer(46, 86)(pid=2)'s transaction verified by 11
11:39:53,123 - peer(24, 23)(pid=7) created a transaction
11:39:53,125 - peer(24, 23)(pid=7) sent a transaction to network
11:39:53,881 - peer(24, 23)(pid=7)'s transaction verified by 11
11:39:54,009 - peer(64, 15)(pid=1) created a transaction
11:39:54,041 - peer(64, 15)(pid=1) sent a transaction to network
11:39:54,767 - peer(64, 15)(pid=1)'s transaction verified by 11
11:39:54,803 - peer(5, 56)(pid=9) created a transaction
11:39:54,806 - peer(5, 56)(pid=9) sent a transaction to network
11:39:55,538 - peer(5, 56)(pid=9)'s transaction verified by 11
11:39:55,574 - peer(98, 71)(pid=11) created a transaction
11:39:55,579 - peer(98, 71)(pid=11) sent a transaction to network
11:39:56,310 - peer(98, 71)(pid=11)'s transaction verified by
11:39:56,348 - peer(64, 51)(pid=6) created a transaction
11:39:56,351 - peer(64, 51)(pid=6) sent a transaction to network
11:39:57,082 - peer(64, 51)(pid=6)'s transaction verified by 11
11:39:57,120 - peer(64, 15)(pid=1) created a transaction
11:39:57,122 - peer(64, 15)(pid=1) sent a transaction to network
11:39:57,871 - peer(64, 15)(pid=1)'s transaction verified by 11
11:39:57,909 - peer(24, 23)(pid=7) created a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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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9 11:39:57,917 - peer(24, 23)(pid=7) sent a transaction to network
2018-06-19 11:39:58,666 - peer(24, 23)(pid=7)'s transaction verified by 11
peers
2018-06-19 11:39:58,705 - peer(98, 71)(pid=11) created a transaction
2018-06-19 11:39:58,714 - peer(98, 71)(pid=11) sent a transaction to network
2018-06-19 11:39:59,445 - peer(98, 71)(pid=11)'s transaction verified by
11 peers
2018-06-19 11:39:59,494 - peer(85, 31)(pid=5) created a transaction
2018-06-19 11:39:59,502 - peer(85, 31)(pid=5) sent a transaction to network
2018-06-19 11:40:00,280 - peer(85, 31)(pid=5)'s transaction verified by 11
peers
2018-06-19 11:40:38,247 - 4 peers are mining
2018-06-19 11:40:42,181 - peer(46, 86)(pid=2) is winner,3.8838677406311035
secs used
2018-06-19 11:40:50,853 - Block(
hash:000012d0306d0b9eb59052ff0dd5f08001e77879638b6f831f597ee7d6350863)
received by 11 peers

注意：由于 Simchain 中使用的非确定性钱包，所以每次启动时节点信息都会不一样，
而且交易创建、共识节点选择是随机的，所以读者的输出结果会和作者不一样，
但并不影响教学。
结合输入程序和输出结果不难发现，如果将不同的节点（Peer）看作村民，整个过程
完成了桃源村每周一次的集中交易会。那么 Simchain 是如何搭建起来的，又是按照怎样
的思路进行设计的呢？下一节将详细介绍。

2.3.2

Simchain 设计

接下来，将简单介绍 Simchain 的设计流程。主要从节点、钱包、区块链数据、虚拟
网络和 Simchiain 的组织结构五个方面展开。
1．节点
1）节点的功能
根据第 1 章中的介绍可知，一个健全的区块链网络必须依靠足够多的节点来维持。完
整节点（full node），也称全节点，是区块链网络中最普通、最重要的节点类型，比特币
初期与 Simchain 一样，所有节点均为完整节点。完整节点应该具备以下四个功能：钱包、
路由、共识和存储，如图 2.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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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完整节点四大功能

路由功能实现全网节点之间最直接的数据传递，验证交易和区块的有效性，接收并发
送有效交易和区块至网络中的其他节点。
钱包功能实现创建交易、查询余额等。
存储功能实现完整的、全新的区块链数据的备份。
共识功能通过共识算法保障全网区块链数据的一致。
随着技术的发展，区块链系统中节点的类型得到了多元化发展。新的节点类型可能只
有完整节点的部分功能。比如，共识节点一般只具备路由、共识和存储功能。SPV
（Simplified Payment Verification，简易支付验证）节点只包含路由和钱包功能。许多链接
到区块链网络的大型公司仅存储最新和最完整的区块链数据来搭建其他服务，如交易所、
商家支付处理等，并不具有共识和钱包功能。以上拥有区块链完整数据的节点在本书中被
称为存储节点，存储节点包含共识节点。
2）节点的分类
按照节点所具备的功能分类，分为完整节点、SPV 轻型节点、共识节点、服务型
节点等。
按照是否存储完整区块链数据进行分类，区块链中只有存储节点和非存储节点。
按照是否参与共识进行分类，区块链中只有共识节点和非共识节点。
无论节点类型如何多样化，足够多的存储节点和共识节点是区块链系统健康运行的
基础。如果一个区块链系统中，共识节点全部由同一个团体掌控，意味着该团体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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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网络，系统也将“退化”成类中心化系统，所有区块都将由该团体产生，该团体能
在一定程度上对系统有控制权，但和传统的中心化系统又有区别，因为无效区块仍然会
被其他节点拒绝。
3）Peer 对象
从编程的角度讲，如果实现了功能最丰富的完整节点，区块链网络也顺理成章的搭建
起来。根据完整节点所具备的功能，Simchain 中定义了数据类型 Peer（见源码文件 peer.py）
，
其数据结构如表 2.1 所示。
表 2.1

Peer数据类型

class Peer

路由功能

方法
（method）

属性
（property）

钱包功能
方法
（method）

共识功能

方法
（method）

broadcast_transaction()

广播交易

receive_transaction()

接收交易

broadcast_block()

广播区块

receive_block()

接收区块

verify_transaction()

验证交易

verify_block()

验证区块

login()

登录

logout()

登出

update_blockchain()

更新区块链

wallet

钱包

sk

最新私钥

pk

最新公钥

addr

最新地址

fee

交易费

get_balance()

返回余额

get_utxo()

返回该节点的UTXO

get_unconfirmed_utxo()

返回该节点未确认的UTXO

set_fee()

设置交易费

get_fee()

返回交易费

calculate_fees()

计算区块中所有交易费

create_transaction()

创建交易

create_coinbase()

创建创币交易

choose_tx_candidates()

选择打包交易

create_candidate_block()

创建候选区块

calc_target()

计算候选区块中的难度位数

consensus()

达成共识（比如算题）

package_block()

打包区块（获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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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class Peer

存储功能

属性
（property）

blockchain

区块链数据（永久）

orphan_block

孤儿块列表

utxo_set

未消费输出集（变动）

mem_pool

交易池（缓存）

orphan_pool

孤立交易池（缓存）

txs

该节点创建的交易（永久）

方法（method） get_height()

返回当前区块高度

建议：Simchain 中完整节点的功能定义所包含的属性和方法并不一定是绝对完整和唯
一的，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自行定义，这里仅供参考。
Simchain 中并没有对任何数据进行永久保存，所有数据均临时保存在内存中。区块链
存储在 blockchain 属性中，类型为列表 list。有效交易存储在 mem_pool 属性中，类型为字
典 dict。区块链中所有 UTXO 存储在 utxo_set 属性中，类型为字典 dict。由于是模拟器，
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P2P 路由协议，仅通过 Network 对象对节点通信进行简单的模拟。
共识功能函数 consensus()采用了与比特币一样的工作量证明（POW）共识算法。钱包功能
由 wallet 属性实现。
2．钱包
表 2.1 中钱包功能的 wallet 属性是自定义数据类型 Wallet（见源码文件 wallet.py）的
实例，其中存储密钥对和地址，密钥对指私钥 SigningKey 和公钥 VerifyingKey 对象（见
源码文件 ecc.py），Wallet 对象的数据结构如表 2.2 所示。
表 2.2

Wallet数据结构

class Network

属性（property）

方法（method）

keys

钱包中的密钥对，分别为私钥和公钥，列表list类型

addrs

钱包中和密钥对对应的地址，列表list类型，通过索引对应

nok

钥匙对的数量

generate_keys()

生成密钥对

私钥 SigningKey 对象的数据结构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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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ngKey数据结构

class SigningKey

属性（property）

curve

选用的椭圆曲线，为CurveFp类型

generator

基点G，为Point类型

order

基点G的阶

baselen

编码基础长度

from_number()

通过整数生成私钥

from_bytes()

通过字节串生成私钥

方法（method） get_verifying_key()

返回该私钥对应的公钥

sign()

对明文进行签名

to_bytes()

将私钥进行字节串编码

公钥 VerifyingKey 对象的数据结构如表 2.4 所示。
表 2.4

VerifyingKey数据结构

class VerifyingKey

属性（property）

方法（method）

curve

选用的椭圆曲线，为CurveFp类型

generator

基点G，为Point类型

order

基点G的阶

baselen

编码基础长度

from_bytes()

通过字节串生成公钥

from_point()

通过点生成公钥

verify()

签证签名

to_bytes()

将公钥进行字节串编码

提示：关于密钥和地址的详细介绍，读者可参考第 3 章中椭圆曲线加密，包括 Point 和
CurveFp 类型。
3．区块与区块链
在 Simchain 中是用列表 list 来存储区块链，列表中的每一个元素代表一个区块。而区
块的数据结构相对比较复杂。结合第 1 章中的故事，Simchain 中主要定义如表 2.5 中所示
的更小单元数据类型来构成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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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Simchain中的自
定义数据类型

Simchain中区块（Block）相关的数据类型

Pointer

指向区块链中未消费交易输出(UTXO)的定位指针，类似第1
章中图1.1，账本第3页交易编号12第1条输出

Vin

交易的输入单元，即创建交易使用的单个UTXO

Vout

交易的输出单元，即创建交易生成的单个UTXO

Tx

单笔交易

UTXO

单个未消费交易输出，是对Vout对象的重新封装

Block

区块

MerkleTree

梅克树节点

提示：详细介绍参考第 4 章和第 5 章中的相关内容。
4．模拟区块链网络
Simchain 中的网络并不是真实的 P2P 网络，而是对真实网络的一种模拟，Simchain
中 Network 数据类型的部分属性和方法如表 2.6 所示。
表 2.6

Network部分数据结构
class Network

属性（property）

方法
（method）

peers

网络中的在线节点,列表list类型

off_peers

离线节点，列表list类型

consensus_peers

参与共识的节点，列表list类型

current_winner

本轮获胜者，Peer类型

time

本地时间，实际是挖矿时间累计，列表list类型

nop

网络中的节点数量，int类型

add_peer()

新增一个节点到网络中

make_random_transactions()

网络中的节点随机创建交易

consensus()

网络中的节点达成共识

5．Simchain的组织结构
Simchain 的组织结构非常简单，除了子包 lbc（Lattice Based Cryptography），其他都
是模块，每一个模块在全书中的对应章节均有介绍。Simchain 的组织结构如表 2.7 所示。
表 2.7

Sim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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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py

定义Network对象

peer.py

定义对象Peer，Simchain的核心模块，详见第4、5、6章

wallet.py

定义钱包对象, 详见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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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Simchain

hdwallet.py

定义分层确定钱包对象，详见第3章

ecc.py

定义椭圆曲线加密相关对象，详见第3章

consensus.py

定义共识算法，详见第6章

datatype.py

定义基本数据类型，详见第4章和第5章

vm.py

定义堆栈机，详见第4章

params.py

定义基本参数，比如网络节点初始数量、初始币值、奖励金额、
交易费、难度位数等

logger.py

定义记录器

merkletree.py

定义梅克尔树对象，详见第4章

mnemonics.py

定义助记词对象，详见第3章

base58.py

base58编码模块，非原创，来自网络

lbc

2.3.3

lattice.py

定义满秩格对象和部分功能，详见第3章

lyus.py

定义Lyubashevshy签名，详见第3章

utils.py

定义格中的部分通用函数

Simchain 使用

本节中关于 Simchain 的介绍仅限于应用层面，旨在帮助读者在 GUI 的基础上更进一
步理解区块链的原理。Simchain 的底层实现过程请读者继续关注后续章节。
假想一种与比特币类似的情形，桃源村起初只有一个数字货币用户，创世区块由他创
建，其中给自己写了一笔 100 元的交易。在 IDLE 中输入如下内容：
>>> from simchain import Network,Peer #导入 Network、Peer 对象
>>> net = Network(nop = 1,von = 10000) #创建区块链虚拟网络，初始节点数量为 1，
创世币为 10000 分
>>> net.nop
#访问网络中的节点数量
1
>>> net.peers #访问网络中的节点，列表类型，每个节点会随机生成一个坐标，类似 IP 地址
[peer(54, 40)]
>>> zhangsan = net.peers[0]
#将 0 号节点命名为张三
>>> zhangsan.coords
#张三的 IP 地址，在 Simchain 中无具体用处
(54, 40)
>>> zhangsan.sk
#访问张三的私钥
b'\xaa\xfb\xec\r\xc6\x19%\xb8\x9e\x0cN\x99s\xa1\xb7\xf8\x8c]`\xd7"\xd13
{\xefr\x89\xb52\xde\xdbQ'
>>> zhangsan.pk
#访问张三的公钥
b'8\xc96\xb6\x0c\x15.|(\xbec\xb8N\xce\xea\xd7\xed\x9d\x06\x0b\x94\x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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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5_\xc4\xc2G\xae\x0e(}\xe3\x90D\xb6\n\xd9\xfe%U\x0fT
f\xcb\xbe7\xb9\xb2c\xda\xd1a\t\x03}\x84*\x98\xb1}0\xd3\x03'
>>> zhangsan.addr
#访问张三的地址
'13JyTbD3oR9Bgasa45uXsbgbdDmS67i89K'

注意：Simchan 中的密钥是以字节串呈现，地址以字符串呈现。
密钥和地址在区块链中是用户身份的证明，地址类似用户的银行卡号，私钥可以理解
为银行卡密码，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一个私钥对应一个公钥，一个公钥对应一个地址。
在第 1 章中的故事里，
手写交易的输出是指向交易接收者的姓名，
与比特币一样，
在 Simchain
中是指向接收者的地址（银行卡号），如图 2.18 所示。也就是说，只要输出单元指向的
地址属于谁，谁就拥有该 UTXO 的使用权。
如何确保所指向的地址对应的 UTXO 不会被其他人使用呢？公钥又有什么用呢？私
钥、地址与银行卡密码、卡号的关系是不是完全对应？关于这些问题，将在第 3 章中给予
解答。

图 2.18

交易的输出指向地址

目前，整个区块链网络中就只有张三一个节点。就像当年中本聪刚创建比特币系统时
一样，创世区块由他创建，但其中仅包含有一条交易，该交易只有一个输出单元，指向中
本聪的地址，金额为 50 比特币，具体如下：
>>> zhangsan.get_balance()
#查看张三的余额，为 10000 分
10000
>>> zhangsan.blockchain[0]
#访问创世区块
Block(hash:9f53d80df4ed3e2cdbd1e6510be2f1c55c765838eeef55f04559926cc569
7265)
>>> zhangsan.blockchain[0].txs
#访问创世区块中的交易，数量为 1
[Tx(id:d18a391ae803454405b7e0185ef40fef14b34848a8248885633c2b34a2a3bad2)]
>>> zhangsan.blockchain[0].txs[0].tx_out
#访问创世区块中交易的输出，1 个输出
单元
[Vout(to_addr:13JyTbD3oR9Bgasa45uXsbgbdDmS67i89K,value:10000)]
>>> zhangsan.get_utxo()
#获取张三的 UTXO，数量也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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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XO(vout:Vout(to_addr:13JyTbD3oR9Bgasa45uXsbgbdDmS67i89K,value:10000),
pointer:Pointer(tx_id:d18a391ae803454405b7e0185ef40fef14b34848a82488856
33c2b34a2a3bad2,n:0))]

注意：节点 blockchain 属性为列表 list 类型，单个元素是 Block 对象。Block 对象的 txs
属性也是列表 list 类型，单个元素为 Tx 对象。Tx 对象的 tx_in 和 tx_out 属性分
别为交易的输入和输出，也均为列表 list 类型。输入列表 tx_in 的单个元素是 Vin
对象；输出列表 tx_out 的单个元素是 Vout 对象。详细介绍请参见第 4 章和第 5
章中的相关内容。
可以看出，创世区块中交易输出单元正好是指向张三第一对密钥对应的地址。
到目前为止，张三和当年的中本聪陷入了同样的处境，要想让系统正常运行，必须有
更多的用户涌入。在张三的游说下，李四加入到网络中，就好像当初中本聪给密码学专家
哈尔芬妮发送 10 比特币一样。在 IDLE 中继续输入如下内容：
>>> net.add_peer()
#添加一个节点到网络中
>>> lisi = net.peers[1]
#将第二个节点命名为李四
>>> lisi.sk
#访问李四的私钥
b'9\xe1\xe8\xa52P\x1a<HZ\xe3\x05\x13\x05\x99\xcc\x97CP\x9f\x0e\x82\x01\
xb49\xe2\xa4k<\xe5\x1c\x8f'
>>> lisi.pk
#访问李四的公钥
b"\xd9\x92\xbe\xa9\xd7\x832D\xffl*\xadz\\:\x8clT@\xb0H\x9f\xd8!\xc6\xe1
\x13G+\n\xf2\xf8\x05\xfeo\xbe\xa9\xf8\xf1\xc6\xdd\x0e\x9d\x13\x02'\xea\x86\
xb7U\xaf\xec\\\xe8 \x08\xd6\x88S\xdb\x90\xf3\xad\xd1"
>>> lisi.addr
#访问李四的地址
'14k7yTRabxn67RxV6FJzSArBuMQxB5nERX'
>>> zhangsan.blockchain == lisi.blockchain #张三的区块链与李四的区块链相同
True
>>> zhangsan.utxo_set == lisi.utxo_set
#张三的 UTXO 集与李四的 UTXO 集相同
True
>>> lisi.get_balance()
0

为什么李四的区块链数据，以及 UTXO 集与张三的完全相同？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
本书中提及的区块链都是指公有链（关于区块链的分类详见第 5 章的介绍）。事实上，区
块链网络是动态的，在一个时间段内，总会有节点登录、登出，或者新的节点加入。区块
链系统的正常运行是以全网数据保持一致为前提的，于是，当下线过的存储节点再次上线，
或者新的存储节点加入网络中时，这些节点必须要向网络中的其他存储节点发送请求来同
步区块链数据。因为区块链数据一致，则 UTXO 集也是一致的。
李四没有钱，要想区块链系统顺利运行，张三必须向刚刚加入到区块链网络中的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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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希望李四能帮忙宣传该数字货币，吸引更多的用户。事实上，转账还有另外一个目
的，为共识创造基础条件，如果网络中没有交易发生，就无法达成共识（比如比特币“挖
矿”），更别谈通过发放共识奖励来实现创币了。中本聪在挖出创世区块一周后，给密码
学专家哈尔芬妮转账 10 比特币。假设张三就是中本聪，李四就是哈尔芬妮，张三给李四
转账 100 分。在 IDLE 中继续输入如下内容：
>>> zhangsan.create_transaction(lisi.addr,100) #参数为李四的地址和金额
>>> tx = zhangsan.current_tx
#获取当前交易
>>> tx.tx_out
#访问当前交易的输出
[Vout(to_addr:14k7yTRabxn67RxV6FJzSArBuMQxB5nERX,value:100), Vout(to_addr:
13JyTbD3oR9Bgasa45uXsbgbdDmS67i89K,value:9890)]
>>> zhangsan.get_balance()
#张三余额
10000
>>> lisi.get_balance()
#李四的余额
0
>>> zhangsan.broadcast_transaction()
#张三将交易广播到网络中
>>> zhangsan.get_balance()
#张三余额，10 分的交易费
9890
>>> lisi.get_balance()
#李四的余额
100

可以发现，交易创建后张三和李四的余额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当交易广播出去后，完
成了转账支付，而且 10 分的交易费消失了。那么是不是真的实现了转账呢？在 IDLE 中
继续输入如下内容：
>>> zhangsan.get_unconfirmed_utxo()
#获取张三未确认的 UTXO
[UTXO(vout:Vout(to_addr:13JyTbD3oR9Bgasa45uXsbgbdDmS67i89K,value:9890),
pointer:Pointer(tx_id:3b182b06b3c7c89f67f19a8a8ca009267b2f83db9f73a6fc1
aa16cdb4a4994a1,n:1))]
>>> lisi.get_unconfirmed_utxo()
#获取李四未确认的 UTXO
[UTXO(vout:Vout(to_addr:14k7yTRabxn67RxV6FJzSArBuMQxB5nERX,value:100),
pointer:Pointer(tx_id:3b182b06b3c7c89f67f19a8a8ca009267b2f83db9f73a6fc1
aa16cdb4a4994a1,n:0))]
>>> zhangsan.get_height() == lisi.get_height() == 1
True
>>> zhangsan.mem_pool
#张三的交易池中有一条交易
{'3b182b06b3c7c89f67f19a8a8ca009267b2f83db9f73a6fc1aa16cdb4a4994a1':
Tx(id:3b182b06b3c7c89f67f19a8a8ca009267b2f83db9f73a6fc1aa16cdb4a4994a1)}
>>> lisi.mem_pool == zhangsan.mem_pool
#李四的交易池与张三的相同
True

从余额上看，交易似乎已经完成了。但张三和李四都有一个未确认的 UTXO，回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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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中的故事，当创建的有效交易传递到节点时，节点会将其存放到自己的交易池中，每
个节点都有自己的独立交易池，由于 P2P 网络的特殊性，同一时刻每个节点的交易池可能
不一样。为了保证区块链数据的一致，需要达成一个分布式共识，即在所有节点中选择一
个“特殊”节点，将该节点的交易池打包成最新区块。为了找到这个“特殊”节点，出现
了各种共识算法，比如比特币系统中的工作量证明（POW）。在每一轮共识发起时，网络
中的共识节点（第 1 章故事中参加解题的村民）将开始解题竞赛，第一个得到答案的将获
得打包区块的权利，其交易池中的交易将被写入区块链，其他节点按照他的区块更新自己
的区块链数据，从而保证了全网数据的一致。需要注意的是，获胜节点在选择打包交易时
不一定会打包当前交易池中的全部交易，具体细节参考第 6 章。
为了激励节点解题，获胜的节点将获得固定金额的货币加上交易费作为奖励，并由自
己以标准交易格式记录到区块。在 IDLE 中继续输入如下内容：
>>> net.consensus()
#网络中的节点达成共识
2018-06-21 17:23:37,711 - 2 peers are mining
2018-06-21 17:23:42,368 - peer(54, 40)(pid=0) is winner,4.594226121902466
secs used
2018-06-21 17:23:42,478 - Block(
hash:00002b876ad6abfe15f688cf63497573f50cd451fbdcd8a837173453370da7c9)
received by 1 peers
>>> zhangsan.get_balance()
#张三获得奖励固定 500 分，交易费 10 分
10400
>>> zhangsan.get_height() == lisi.get_height() == 2
True
>>> zhangsan.get_unconfirmed_utxo() == lisi.get_unconfirmed_utxo() ==[]
True
>>> zhangsan.blockchain[1].txs[0].is_coinbase
#第一条交易为创币交易
True
>>> zhangsan.blockchain[1].txs[0].tx_out[0].value #奖励 500 分，交易费 10 分
510

当网络中的节点达成共识后，胜者张三得到奖励，节点区块高度增加 1，网络中的交
易也得到了确认。相信读者此时也能理解，为什么中本聪拥有 100 万个比特币的原因了。
当比特币最开始发行时，用户少，“矿工”少，题目难度也小，中本聪无疑是“矿工”中
的佼佼者。作者甚至妄想这样一个场景，中本聪曾经一度用多台电脑相互发送交易，同时
“挖矿”，所有的奖励都属于自己。

注意：Simchain 中的交易和共识过程是间断的。在真实的比特币网络中，交易和“挖矿”
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创建交易、广播交易、共识、打包区块、广播区块，最后添加到区块链，如此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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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网络就正常的运行了。

2.4

区块链四要素

通过第 1 章和第 2 章的学习，基本掌握了区块链的工作原理。区块链系统由对等节点
构成 P2P 网络，网络中随时发生交易，交易经过存储节点（包含共识节点）独立验证通过
后被添加进各自的交易池，获胜的共识节点将交易池中的交易打包进区块并广播到网络
中，被存储节点独立验证通过后添加至区块链，从而保证了全网数据的一致。交易和共识
在同时发生着，而且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任意时刻网络中都会有节点登录、登出，或者新
的节点加入，新上线或者新加入的存储节点需要向在线的存储节点发送请求更新自己的区
块链数据，意味着网络中需要有足够的存储节点在线。同时，共识节点不应该是一个团体，
它们之间应该保持公平竞争的对立关系，来保证生成区块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这要求网络
中有足够的独立共识节点。
根据以上总结，归纳健康的区块链系统必须具备的四要素包括：P2P 网络、连续的交易、
足够多的存储节点，以及足够多的共识节点。可能读者会有疑问，既然共识节点也是存储
节点，为什么也是要素之一？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形，即存储节点中只有一个共识节点。
本书更多的篇幅是讨论后三个要素。第 3 章中介绍的加密是保障区块链数据安全的前
提条件，第 4 章是以交易为主题，第 5 章介绍区块和区块链，第 6 章介绍如何达成共识。
相比第一个要素，后三个要素都或多或少有底层程序的实现，而 P2P 网络更多的是在原理
上做简要的阐述。
接下来，就请和作者一起，开启区块链的编程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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