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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与区块链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近几年，区块链、比特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果你没有听说过区块链，那说明你
真的 OUT 了，因为就连跳广场舞的大妈都能说两句有关比特币的话题。本章，让我们先
了解一下区块链。
本章主要涉及的知识点有：
 区块链概念；
 区块链怎样保证数据不可修改，知道节点怎样形成共识；
 PoW，工作量证明机制；
 PoS，权益证明机制。

注意：本章内容只是区块链的概念，其中的模型都是简化模型。

1.1

什么是区块链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区块链、区块链的链式结构、区块链中区块的数据，以及为
什么要有这些数据等。
然后介绍一个区块链的模拟工具 blockchain，读者朋友可以自己动手画一下区块链，
再使用 blockchain 工具模拟挖矿的过程，相信这个过程能够加深对后面将要学习的工作量
机制的理解。

1.1.1

区块链简介

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区块链这个概念很可能是在 2017 年比特币的价格涨势最好、价
格最高的那段时间。区块链技术因比特币而火热，但是它绝不仅仅止步于比特币，也不仅
仅止步于加密数字货币，那么区块链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区块链是一个数据集，这个数据集的组织方式比较特殊，它把数据打包成一个
一个的区块，每一个区块是一个区块链数据集的子集。区块和区块之间的数据相互关联形
成逻辑上的链式结构，所以区块链因此得名，1.1.2 节中我们会具体介绍这种链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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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源于比特币，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去中心化的问题，所以区块链是分布式
的，可以把区块链看作一个分布式的账本。区块链上的数据是每一个参与者的机器上都拥
有的，而不是只放在某一台中心机器上。
使用区块链来做什么呢？其实有太多场景。例如，使用区块链完成类似于银行的转账
职能，具体会在后面介绍。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区块链转账的数据如何传递给其他参与者，
如果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拥有区块链数据，就需要每一个参与者之间能相互通信，因此需考
虑怎样组建网络。
假设已经组建好了网络，每一个参与者之间都能相互通信了，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
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全部的区块链数据，怎样保证大家的数据都是一致的，或者说区块链的
数据怎样不被篡改呢？
简单地来说，区块链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分布式网络中每一个参与者的数据交换和
防止数据不被参与者篡改，获得每一个参与者的认同。

1.1.2

区块链的链式结构

在上节中提到了区块链在一种逻辑上是一种链式结构，本节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区块链
的链式结构。
如图 1.1 所示为区块链的链式结构示意图。顾名思义，链式结构就是由很多区块（Block）
串联起来形成链状的数据结构。

图 1.1

区块链结构示意图

每一个区块（Block）中包含一个区块头（Block Header），区块头中包含一些块的元
数据信息，例如区块编号、区块 Hash 值、区块创建时间、父区块的 Hash 值和 Nonce 等数
据。其中，Nonce 是用来做工作量证明的，它对于使用工作量证明机制的区块链来说很重
要，所以后面会反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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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区块中还包含一个区块体（Block Body），区块体中包含数据交易信息和账户
信息等，不同的区块链有不同的实现。
每一个 Block 会计算一个 Hash 值，这个 Hash 值会被下一个 Block 包含，这样前一个
Block 就被固定了，所以只需要简单地计算前一个 Block 的 Hash 值和自己包含的前一个
Block 的 Hash 值是否一致，这样就能判断前一个 Block 是否已被修改，每一个 Block 都确
定了前一个 Block 就形成了一个链式的结构。
如上所述，区块链就能保证数据不被修改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可以从区块
链的第一个区块开始修改，这样就能避开上面的链式验证方法。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呢？我们把这问题放在后面来讲解。

注意：上面介绍的区块链只是一个简化的结构，是为了方面我们更容易理解区块链。
1.1.3

区块链上的区块常见数据

1.1.2 节介绍区块链结构时提到区块链除了交易数据，还包含一些其他的数据，可以
称这些数据为 Block 的元数据（Meta Data）。这些元数据如下所述。
 Index：第几区块（创世区块的索引为 0）。
 Hash：当前区块的 Hash 值。
 Previous Hash：上一个区块的 Hash 值。
 Timestamp：当前区块创建时的时间戳。
 Data：存储在当前区块上的交易信息。
 Nonce：参与 Hash 运算的数值，使区块的 Hash 值满足指定条件。

注意：我们所说的区块就是指前面提到的 Block，后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也是指相同意思。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blockchain 模拟工具生成的一个 Block 的样子。关于 blockchain 的
安装需要使用到 NPM 工具，如果读者对 NPM 不了解，可以参考第 5 章 NPM 部分的内容。
执行全局安装命令：
cnpm install blockchain-cli –g

或者：
npm install blockchain-cli –g

使用 NPM 安装完成 blockchain 后，我们就可以使用 blockchain 工具来模拟挖矿操作
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帮助文档。如表 1.1 所示为 blockchain 的参数及其说明。
表 1.1 中所说的节点是运行区块链客户端的机器，或者说是使用相同协议簇的进程。
现在可以直接在命令行输入 blockchain 或者简写的 bc，如图 1.2 所示，我们输入 bc
命令查看当前区块链的状态。因为我们没有执行任何挖矿操作，所以默认只有一个创世
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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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chain的参数及解释

命 令 参 数

命 令 解 释
查看命令帮助

help[command...]
exit

退出blockchain

blockchain

查看区块链状态

mine

模拟挖矿

open

打开端口，接受其他节点连接

connect

连接其他节点

peers

查看已经连接的节点列表

discover

从连接节点发现新节点

图 1.2

blockchain 创世区块

我们可以看到图 1.2 中包含的区块数据，和前面本节介绍的 Block 的元数据基本一致，
只是少了一个 Index。创世区块的 Previous Hash 值为 0，因为只有创世区块比较特殊，而
其他区块的 Previous Hash 值都是前一个区块的 Hash 值。
 Timestamp 是创建这个区块的时间。
 Data 相当于 1.1.2 节介绍的 Block Body 的数据，例如，在比特币中就是一些交易数
据，在以太坊中可能是一些交易、账户和合约等数据。
 Hash 是这个区块数据的 Hash 值，就像可以为一个文件计算一个 Hash 值一样，也
可以为一个区块计算一个 Hash 值。
 Nonce 是一个让区块 Hash 值计算满足指定条件的值，一般是一个 64 位的整数。如
果现在不能理解也没有关系，1.2 节介绍工作量证明机制的时候再详细介绍。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我们再次使用 blockchain 来挖一个区块看一下，如图 1.3 所示，
使用 mine<data>命令模拟挖一个新的区块，可以看到 blockchain 会计算一段时间。
计算的过程就是不断调整 Nonce 的值，然后计算整个区块数据包括 Nonce 的 Hash 值，
直到找到一个让 Hash 值满足指定条件的 Nonce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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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blockchain mine 命令

从图 1.3 中可以看到，区块（Block#1）中 Previous Hash 的值和创世区块（Genesis Block）
中的 Hash 值是一致的。

注意：Nonce 的值不是固定的，一般是从 0 开始递增，直到找到一个让整个区块的 Hash
值满足指定条件的 Nonce 值为止。
希望读者使用 mine 命令多挖几个新的区块试一下，然后使用 bc 命令看一下区块链的
状态，加深对挖矿过程的理解。
读者朋友还可以通过下面的网站来执行多个节点挖矿的模拟：https://blockchaindemo.io/。

1.2

工作量证明机制（PoW）

目前很多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如比特币、以太坊都是使用工作量证明机制，所以理解
了工作量证明机制，对理解区块链的很多问题都非常有帮助。

1.2.1

区块链遭遇的问题

在介绍工作量证明机制之前来模拟一个场景，先来找一下区块链存在的问题。
张三、李四、王五 3 个人斗地主，3 个人明确不赌钱，所以 3 个人商量决定计分，谁
输了就请客吃饭，并找来了钱袋子作为记分员，每一局做一个记录，如图 1.4 所示。
很快，张三、李四、王五就发现了问题，钱袋子这个人吃得特别多，无论张三、李四、
王五谁输了，钱袋子都是吃得最多的，他还不用请客，而且钱袋子经常找各种理由暂停服
务，所以张三、李四、王五决定自己记账，具体如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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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袋子记账本

张三、李四、王五分布式记账本

如图 1.5 本所示，3 人都记了账，每一局记一个，这个就有点像区块链的记账过程了，
大家都记账，账本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每一笔交易都记录。但是很快大家又发现了新的问
题，各自的账本对不上，但是大家都说自己的账本是对的，对于大家各自记的账无法达成
共识。
人是有私心的，可能会乱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记录，所以得想一个办法控制这种乱记
的行为。对于网络中的分布式账本区块链来说，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对于各个区块链网
络中各个节点的账本不能达成共识，都说自己的账本是对的。
这个问题最初就是采用工作量证明机制来解决的，下一节我们就来详细介绍工作量证
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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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PoW 模型

本节将介绍工作量证明机制是怎样让大家达成共识的。首先，PoW 认为参与记账
的大部分人是可信的，那么对于不可信的人怎么防范呢？答案是校验和增加账本的篡
改难度。
校验比较简单。假设有一个恶意 A 的节点一直广播 B 向 A 转了一笔钱，那么就要求
A 提供一个证据，就是账户 B 的私钥签名。关于公钥、私钥签名将在第 3 章介绍，这里只
需要知道一个人没有办法花另一个人账户中的钱就可以了。
一个用户不能花其他用户账户里的钱就没有问题了吗？显然不是，我自己的账户我肯
定有私钥，但是我的账户上不一定有钱，比如我账户上没有钱，但是我说我要花 100，私
钥签名肯定也能通过校验，对于这种情况怎么办？
所以还得校验我的账户上有没有钱，怎么校验呢？查账本，但是账本可以伪造，所以
又回到了记录账本的共识问题上了。
这时我们要增加账本篡改难度，那么 PoW 是怎样增加账本篡改难度的呢？
答案是增加区块创建的难度，增加区块的创建难度也就意味着篡改区块的难度增加
了。那么怎样增加区块的创建难度呢？回忆一下 1.1 节中介绍的区块链结构和区块中的数
据，然后看一下下面的公式：
SHA256(index + previousHash + timestamp + data + nonce)

参数是 Block 的元数据，就是计算一个 Hash 值，是不是很简单？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所以需增加点难度，计算出来的这个 Hash 值要满足一定条件。比如，这个 Hash 值的前 4
位必须是 0，到底是几个 0，这个是变化的，通过一个 difficulty 参数进行设置，就是我们
说的难度，difficulty=4 的意思是计算出来的 Hash 值前面至少有 4 个 0。
到这里肯定有读者有疑惑，Hash 值不是固定的吗？怎么能让它前面有多少个 0？这里
就要介绍一下 Nonce 的作用了。对于简化模型来说，Nonce 是获取一个 Hash 值之前碰撞
的次数，就是 Index、PreviousHash、Timestamp 和 Data 这些数据不变，Nonce 从 0 开始递
增计算 Hash 值结果，直到计算出满足指定条件的 Hash 结果。
下面看一下这个过程的伪代码：
function isValidHash(hash, difficulty) {
for (var i = 0, b = hash.length; i < b; i ++) {
if (hash[i] !== '0') {
break;
}
}
return i >= difficulty;
}
let nonce = 0;
let hash;
let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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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difficulty=4;
while(!isValidHash(hash,difficulty)) {
nonce = nonce + 1;
input = index + previousHash + timestamp + data + nonce;
hash = SHA256(input)
}

注意：上面代码中的 difficult 是系统动态给出的，是根据统计前面的一些区块的打包速
度计算出来的。另外，工作量证明机制不仅仅是为了竞争记账，也是为了安全。
以上代码所述的过程就是工作量证明机制（PoW）。读者可能存在一些疑惑，下面再
补充一些细节上的知识点，希望能够帮助读者解惑。
比特币每一笔交易都会通过广播的方式，把交易内容发送到所有的节点，我们知道计
算 Hash 值的时候是包含 Data 数据的，总不能一笔交易就是一个 Block，所以比特币还有
一些其他的规定。例如，每一个区块至少包含 500 笔交易，每笔交易至少以 250 字节，每
一个区块的大小上限是 2MB 等。
所以挖矿的过程就是启动挖矿软件，成为一个节点，能够接收到系统中交易的广播消
息，为了得到记账权，当收到 500 笔交易的时候就开始执行上面工作量证明过程的计算。
当计算出满足条件的 Hash 值时就广播告诉其他节点，如果是第一个完成的就会获得记账
权，也会获得奖励。
当然，其他节点也会做一下验证，因为 Block 中有 Nonce 值，所以只需要做一次 Hash
计算就可以了，这让验证变得非常容易。
本节将工作量证明机制相关的问题都讲解清楚了。还有一个问题待解决，为什么工作
量证明机制能够防止账本被篡改呢？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节详细介绍。

1.2.3

PoW 为什么能防止篡改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工作量证明机制的共识，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解决，那就是记录必
须能够防止篡改。前面章节实现的区块链技术真的能防止篡改吗？
虽然不能 100%的保证账本不被篡改，但是可以让篡改成本增加，使被篡改的可能性
降低到 0。下面我们来整理这个过程：把收到的交易记录打包成为一个一个的区块，每一
个区块都包含一个 Hash 值，这个 Hash 值是通过区块的元数据和交易记录数据计算出来的。
每一个区块都包含了前一个区块的 Hash 值，这样保证形成了链式的结构。如果要修改一
个区块的内容就要重新计算后面所有区块的 Hash 值。
如图 1.6 所示，每一个区块的 Hash 计算都会应用到前一个区块的 Hash 值，通过简
单的等价转换很容易就看出，当我们修改了一个区块的数据之后，它后面所有的区块的
Hash 值都通不过校验，这就意味着，从修改区块开始，后面所有区块的 Hash 值都必须
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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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区块链区块 Hash 计算

图 1.6 描述的只是一个区块链 Hash 计算的简化版本，没有加入工作量证明机制，假
如工作量证明机制之后 Hash 计算的难度增加，那么区块被篡改的难度会更大。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账本用来记账，假设有一些恶意的账本，这些账本的链的长度
是不一致的，那么我们以哪一个账本（区块链）的记录为准呢？答案是总难度值最高的链，
而不是最长的链。最长的链，不一定是难度最高的，这就意味着伪造成本很低，账本很容
易被篡改。
修改一个区块的交易数据部分，就要修改区块的 Hash 值，不然就通不过验证，修改
了区块的 Hash 值，那么后一个区块的 Hash 值也必须要修改，因为后一个区块 Hash 值的
计算因素包含了前一个区块的 Hash 值。以此类推，后面的每一个 Hash 值都得重新计算。
当然也可以修改后一个 Data 部分来碰撞出一个 Hash 值，这个 Hash 值恰好就是后一个区
块当前的 Hash 值，不过这个难度更高。
如果没有工作量证明机制，那么 Hash 值的计算过程就会非常简单，这会存在什么问
题呢？
对于这个问题，举一个比较相近的例子，一次考试，如果试题非常难，大家可能 2 小
时都做不完，如果试题简单，一般同学可能要 1 小时，学霸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做完了。
对于区块链来说，这意味着伪造账本的成本变得非常低。我们知道比特币一个区块至
少要有 500 笔交易，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不管计算能力有多强，都得停在最新的区块上
等待，如果 Hash 计算过程非常简单，那么在生成新的区块的这个等待区间，计算能力强
的节点就能够伪造所有前面区块的数据。因为计算能力强，很容易获得新区块的记账权，
所以计算能力强的节点很容易就把自己的账本（区块链）伪造成为系统中的有效链。
加入工作量证明机制就是让计算 Hash 值变得困难，导致的结果就是，修改记录时，
每当计算一个区块的 Hash 值时，链式已经加了一个区块，这就保证了想要篡改账本的节
点永远不可能成为总难度最高的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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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 difficulty 是动态变化的，所以不能 100%的保证重新
计算一个区块的 Hash 值的时间肯定大于生成一个新的区块的时间。另外，一个节点计算
一个 Hash 值的时间可能大于生成一个新的区块的时间，如果是多个节点呢？当一个节点
或者多个节点组成的计算能力超过了参与新区块 Hash 计算的计算能力时，那么就可能存
在着修改账本的可能。这就是著名的 51%攻击。
举个形象的例子，A 在 B 前面一千米，两人同时向前直线跑，B 的速度比 A 快，不
管 B 的速度比 A 快多少，哪怕每小时只比 A 多跑一纳米，那么 B 始终是有机会追上 A 的。

注意：前面我们提到的账本就是指区块链记录，计算能力就是算力。
对于前面的多个节点区块 Hash 计算的操作，可以从下面的网站来实际模拟一下，更
加形象地感受计算和篡改区块链的难度，https://anders.com/blockchain/distributed.html。
如图 1.7 所示，每个标注框代表一个节点，节点上有一个区块链，链式是很多区块，
填写了 Data 数据之后，就可以开始执行 mine 挖矿操作了。

图 1.7

1.3

区块 Hash 计算模拟

权益证明机制（PoS）

本节我们来介绍权益证明机制。虽然比特币、以太坊都是使用工作量证明机制，但还
是需要了解一些权益证明机制的知识，因为很快将有更多的区块链技术应用会使用权益证
明机制，例如以太坊就计划在 Serenity 版本中使用权益证明机制。
为什么要使用权益证明机制替换工作量证明机制呢？前面我们也看到了工作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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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需要做很多运算，而这种运算只是为了保证区块链的安全，所以也可以寻找其他机制
来保证区块链的安全，从而减少这种计算带来的能源浪费。

1.3.1

什么是 PoS

权益证明机制（Proof of Stake，PoS）也称股权证明机制，PoS 通过评估账户持有代
币的数量和时长来决定账户获得记账权的几率。
采用 PoS 的数字资产，系统会根据币龄分配相应的权益，币龄是持币数量和时间的乘
积。例如，一个账户持有 10 个币，总共持有了 1 天，那么，此时的币龄就为 10。

1.3.2

PoS 的优势与劣势

通过前文的介绍我们知道，工作量证明机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为了保证区块链不被
修改必须做很多计算，这些计算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特别是当有更多的算力加入，让系
统的难度增加，也就意味着消耗更多的电力，这就相当于以能源换安全；二是工作量证明
机制存在 51%攻击的可能。
权益证明机制就不会造成过多的电力浪费，因为权益证明机制的记账权不是通过计算
指定难度的 Hash 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币龄来决定的。
仔细想一想，权益证明机制的本质还是让持有比特币多的账号拥有更大概率的记账权
利，难道不怕拥有比特币多的人篡改账本？这个需要从动机理解，篡改账本是为了自己获
益，但是篡改账本会使币的价值变低，甚至变得一文不值，受到损害最多的是持币最多的
人。所以，如果按照正常思维，持币最多的人是不会有篡改账本的动机的。
权益证明机制就有点像银行的方式了，银行钱最多，自行记账，但是银行不会乱记录，
否则就没有人来银行存钱了。

1.4

委托权益证明（DPoS）

委托权益证明（Delegated Proof-of-Stake，DPoS）是对权益证明机制的改进，委托权
益证明先通过投票选出要选取多少个候选人，再投票选出 N 个候选人，然后在创建下一个
区块的时候就从 N 个候选人中随机选出一个作为区块的创建者。
与 PoS 相比，DPoS 能够让持有代币少的账户通过选举代理人的方式保证自己的权益。
PoS 根据账户余额或者币龄所占的比例来计算记账权看上去很公平，但是存在一个问题，
账户余额越多说明有更大概率获取记账权，有更多的收益，会进一步扩大获取记账权的概
率。所以很容易造成初始化分布问题（Initial Distribution Problem），也称冷启动问题。就
是早期获得代币的账户很可能不会使用这些代币，代币的流通性显然成为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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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oS 使用选举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点像 PoW 中的矿池，单个节点算力不行，
基本没有办法获取收益，如果加入矿池就可以和其他节点竞争了，虽然收益可能少了一些，
但是总比不能获取任何收益要好。

1.5

权威证明（PoA）

权威证明（Proof-of-authority）和工作量证明机制这种需要网络中每一个节点都验证
的方式不同，它是通过选定一些验证者，所有的数据只需要通过验证者验证就认为是合法
的。而其他的节点只需要对验证者进行监督，保证验证者可信任就可以了。
PoA 似乎已经不像是去中心化应用的协议了，保证安全已经变成了对验证者的信任，
或者对多数验证者的信任。
PoA 网络就是使用 PoA 机制，PoA 网络是以太坊的一个分叉，所以以太坊上可以实
现的功能在 PoA 上都可以实现。

1.6

区块链的应用

区块链有很多应用场景，例如比特币的账本就使用了区块链技术，也正是因为比特币
的暴涨带火了区块链技术，让区块链技术迅速发展，使更多的区块链应用落地。
有很多区块链的应用也的确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例如跨境转账。跨境转
账因为涉及不同的国家、政策、汇率、手续费较高等因素，应用区块链技术能有效地解决
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慈善捐款，由于某些原因，很多人对于捐款抱有迟疑态度，怀有善意
的人很多，但是实现善意的途径却有些不可信，应用区块链技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且
在这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1.7

本 章 小 结

本章介绍了一些区块链的基本知识，下面我们总结回顾一下本章的重要知识，顺便对
这些知识做一个梳理，这将有助于后面章节的学习，如图 1.8 所示。
本章需要思考几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区块链的结构是怎样的？每一个 Block 至少有哪
些信息？Block 与 Block 之间如何连接形成链？PoW 和 PoS 为什么有效？
工作量证明机制（PoW）作为区块链最早的共识机制，本质上利用的是指定条件 Hash
值难于计算（构造碰撞困难）但是易于验证的特点，读者可回忆一下本章介绍的特定条件
的 Hash 值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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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区块链知识回顾

如果读者对于前面的内容感觉还有一些疑惑也没有关系，在第 4 章介绍以太坊的时候，
还会根据以太坊区块链的一些具体实现来介绍区块链的内容，会让读者对区块链有进一步
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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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只是多种去中心化应用使用的技术中的一种，但却是使用最广泛的技术之
一。区块链本质上是一种分布式数据存储结构技术，是为了解决数据分布存储的共识问题。
本章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去中心化应用（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DApp），及其他
一些概念和技术。
本章主要涉及的知识点有：
 什么是 DApp；
 去中心化和中心化应用的区别；
 P2P 网络；
 DApp 与中心化应用数据交互；
 常见的 DApp。

2.1

DApp 简介

本节主要介绍什么是 DApp、DApp 的优点和缺点及 DApp 网络组建，了解这些内容
将有助于加深对后面所学内容的理解。

2.1.1

什么是 DApp

先来给 DApp 做一个定义：DApp 是开放源代码能够运行在分布式网络上，通过网络
中不同对等节点相互通信进行去中心化操作的应用。
首先，DApp 开放源代码，这样才能获得人的信任。例如比特币，尽管很多人没有读
过比特币的源码，但是仍然不影响这些人相信并且持有比特币，就是因为比特币是开源的，
如果有问题肯定会被发现。
去中心化应用肯定是分布式的应用，因为没有中心节点，所以必须能够在节点之间进
行通信。每一个去中心化应用都有自己的通信协议，使用相同协议的节点共同组成了一个
去中心化应用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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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网络中的节点都是对等节点（peer），没有能完全控制整个网络的节点。
2.1.2

DApp 网络组建过程

我们知道网络中的通信有不同的层级，每一层都有自己的协议，例如运输层有 TCP、
UDP 协议，网络层有 IP 协议，应用层有 HTTP 和 HTTPS 协议等。
我们常说的万维网（WWW）就是指通过 HTTP 协议连接的网络。HTTP 协议应用是
一个典型的中心化应用，必须要有服务提供者，服务提供者就是一个中心节点，所有其他
的用户通过服务提供者交互。例如，在一个二手交易平台上，买家和卖家都是通过访问二
手交易平台获取信息，而不是卖家和买家直接通信。
DApp 不是中心化的应用，仅仅使用 HTTP 协议显然是不够的。还是以二手交易中的
买家和卖家为例，在 DApp 中一个卖家如何找到一个买家呢？使用 HTTP 的 Web 应用，
买家和卖家都可以通过域名服务找到中心节点的二手交易平台，但是去中心化应用如何解
决发现其他的节点呢？
显然 DApp 需要实现一个新的协议来发现运行 DApp 客户端的节点，确切地说是使用
相同协议或者兼容协议的 DApp 节点。
这里我们先不讨论具体的通信协议实现过程，假设我们已经有了相互发现节点的协议
了，那么 DApp 组网的过程就清晰了。
首先开发 DApp，开发 DApp 源码，运行 DApp 成为一个 DApp 的节点，DApp 通过通
信协议发现其他节点，这些节点共同组成一个 DApp 网络，例如比特币主网、比特币测试
网络、以太坊主网和以太坊测试网等。

2.1.3

DApp 的优点

我们知道 DApp 肯定是分布式的应用，所以不存在单点故障，一个节点或者几个节点
坏了完全不影响 DApp 的正常运行。
因为数据是分布式的，所以数据很难完全删除，数据不会像中心化应用那样因为中心
节点故障，或者其他原因而造成数据丢失。因为 DApp 的节点是分布在网络中的，所以也
不会像中心化应用那样因为各种问题而停止服务。
DApp 也比中心化应用更值得信任，因为 DApp 使用共识算法保证数据不可篡改，而
中心化服务的数据不可篡改依赖于对中心节点的信任，也就是对服务提供者的信任，例如
使用网银转账，是建立在对银行信任的基础之上。

2.1.4

DApp 存在的问题

从辩证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有好的一面，肯定就会有不好的一面，DApp 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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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完美的一面。我们知道 DApp 节点分布在网络中，因此 DApp 的数据不会被轻易修
改，辩证地看，也就让 DApp 升级困难。
DApp 保证了用户的匿名性，那么通常带来的问题就是用户身份的验证困难，同样，
因为 DApp 的安全性高，就存在 DApp 系统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 DApp 的去中心化，所
以 DApp 不能依赖以中心化的服务，那么生态的建立是非常缓慢的。

2.2

中心化与去中心化

前一节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些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不同应用，本节我们分类来介绍中心
化应用和去中心化应用的区别，通过这些区别来了解和中心化应用相比，去中心化应用存
在哪些困难。

2.2.1

身份验证

DApp 优点之一就是保证用户的匿名性，因为各种因素的限制，很多应用必须经过身
份验证才能使用。在中心化的应用中，可以通过要求用户上传指定文件，如运营许可证等
来验证用户的身份和资质。但是对于去中心化的 DApp 来说，身份验证是一个比较有挑战
性的问题，现阶段使用的最广泛的方式就是数字证书。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私钥，谁拥有私钥，谁就是这个账户的拥有者，比特币是这样，以
太坊也是这样。这种方式就不能避免其他人“碰撞”私钥，虽然碰撞到的几率很低，但还
是存在这种可能性。DApp 还没有尝试次数限制或者短信验证的用户验证机制来避免这个
问题。

2.2.2

通信

中心化应用和去中心化应用的通信机制也是有所不同的，主要是应用层的协议，对于
中心化的应用，客户端只需要和中心节点通信，因为数据在中心节点上。但是对于去中心
化的应用来说，不能仅和中心节点通信，因为根本就没有中心节点。
DApp 一般使用的是点对点协议（Peer to Peer，P2P），Peer 是对等节点，强调的是没
有特殊节点，所有的节点都是平等的。这其中会涉及怎样发现其他的节点，就是使用什么
节点发现协议相关，使用什么数据格式与其他节点进行数据交互等，也就是数据通信协议
相关。

2.2.3

数据交互

无论是什么应用，数据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使用应用执行的操作本质上也就是数据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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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问题。
使用银行的应用进行转账操作，其中就涉及很多数据的交互过程，例如检查扣款操作
的发起人是否是扣款账户的拥有者，一般是通过密码和短信验证。向一个账户加款，另一
个账户扣款等，这些操作都是在银行的服务器中进行，我们执行这些操作是信任银行不会
多扣款，也不会少加款。
我们信任银行是因为银行有一定的信用保证。对于 DApp 的数据交互就要复杂一些，
因为我们没有可信任的第三方，所以 DApp 需要使用一些机制来解决信任问题，怎样对数
据达成共识，第 1 章介绍的区块链就是一个解决共识的方案。
所以 DApp 的数据交互不再是直接与中心节点交互，而是通过广播的方式。举个简单
的例子，A 使用中心化的银行应用转账给 B，A 会发一条信息给银行服务器给 B 转账，然
后由银行服务器进行验证；对于去中心化应用以太坊来说，A 给 B 转账，A 会通过广播的
方式给所有的节点发送一条信息说 A 给 B 转账，然后其他所有的节点进行验证。

2.2.4

系统维护

系统维护也是中心化应用和去中心化应用的一个重要区别，相比中心化应用的升级，
去中心化应用的升级要复杂得多。
经历过版本上线的开发人员都知道，新版本上线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对于用户量
大的应用经常会放在凌晨上线，如果出了问题还会回退版本，处理数据。当然管理得比较
好的公司会先升级部分服务器，然后通过不断地放量来检查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脚本
会自动回退，如果没有问题则继续放量，实现一个逐步过渡升级的过程。
DApp 的升级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中心化的应用升级都是自己的服务器，自己控
制，而去中心化应用升级的过程就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了，用户升不升级，什么时候升级
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所以在代码中就会做限制，考虑不同版本的兼容问题，或者要不要
兼容，兼容到哪个版本等问题。
DApp 升级和中心化的 App 客户端升级还有很大不同，中心化 App 用户不升级就不升
级，保留之前的接口就可以了，但是对于 DApp 来说因为数据都一样，每一个客户端都有，
所以不仅仅是保留接口那么简单的问题。

2.3

DApp 网络与通信

前面介绍了一些去中心化应用的网络和通信相关的知识，考虑到网络和通信对于理解
DApp 的重要性及对于多数 DApp 的普适性，因此还需要补充一些知识，作为前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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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 网络与 WWW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P2P 网络和我们经常使用的 WWW，也就是万维网之间的区别。其
中最主要的区别就是 P2P 网络是非中心化的，而 WWW 一般是中心化的。
如图 2.1 所示为 WWW 的连接模式，都是用户通过浏览器访问指定的服务。例如，我
们要在某电商网站“剁一剁”手，首先输入电商网站的网址也就是域名，或者通过搜索引
擎提供的网址链接开始访问电商网站，然后就可以愉快地购物了。

图 2.1

WWW 连接模式

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过程，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步就是，通过域名服务器找到电商网站
服务器的 IP 地址。
如图 2.2 所示为简单的 P2P 网络模型，每一个用户可以看作一个节点，每一个节点都
可以和其他的节点连接。

图 2.2

P2P 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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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WWW 连接同一个中心服务器不同，P2P 中的用户是相互连接的，那么问题来了，
用户怎么知道彼此的 IP 地址呢？我们已经知道了访问网站是浏览器使用域名，然后通过
域名解析服务器来获取网站服务器的 IP 地址，那么 P2P 网络怎么获取对方的 IP 地址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WWW 使用 HTTP 或者 HTTPS 协议来进行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交互，
P2P 网络使用什么协议来进行交互呢？

注意：两个主机必须知道彼此的 IP 地址才能通信，如果对这一点还有疑惑的读者可以
先了解一些网络方面的知识。
显然对于 P2P 网络也需要一个像浏览器这样的软件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
这样的软件组建了一个 P2P 网络），这样的软件一般称为客户端。
本节我们就讲到这里，留下两个问题需要读者思考一下：
 P2P 网络怎么找其他主机的 IP？
 找到 IP 后使用什么数据格式与其他主机交互？

注意：知道 IP 就一定能进行通信吗？不一定，这个问题就不深入展开了，给出几个关
键词供读者自行探索，这些关键词是私有地址、公网 IP、NAT 和 NAT 穿透。

2.3.2

P2P 网络拓扑结构类型

前一节我们留下了两个问题，本节我们来了解一下 P2P 网络拓扑结构，作为解决这两
个问题的前置条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P2P 是什么？P2P 是 Peer-to-Peer 的缩写，而不是 Person-to-Person
的缩写，Person-to-Person 是互联网金融里的概念。Peer 是对等节点的意思，更多的是强调
节点的平等性。现在我们先了解一下 P2P 的网络拓扑结构。
拓扑结构是指分布式系统中各个节点之间物理或逻辑的互联关系，
使用 P2P（Peer-to-Peer）
协议的系统主要采用非集中式的拓扑结构。
如图 2.3 所示为常见的 P2P 网络拓扑结构分类。其中，中心化拓扑的优点是维护简单，
资源发现效率高。由于资源的发现依赖中心化的目录系统，发现算法灵活高效并能够实现
复杂查询。缺点是和传统客户机或服务器结构类似，容易出现单点故障。
全分布式非结构化拓扑的优点是容错性好，支持复杂的查询，节点频繁加入和退出对
系统的影响小；缺点是查询的结果可能不完全，查询速度较慢，可扩展性差。
全分布式结构化拓扑主要是采用分布式散列表（Distributed Hash Table，DHT），它
的优点是能够自适应节点的动态加入和退出，有着良好的可扩展性、鲁棒性、节点 ID 分
配的均匀性和自组织能力；缺点是 DHT 的维护机制较为复杂，尤其是节点频繁加入或退
出造成的网络波动会极大增加 DHT 的维护代价。DHT 仅支持精确关键词匹配查询，不支
持内容语义等复杂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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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 网络拓扑结构分类

半分布式拓扑结构的优点是结合中心化拓扑结构和全分布式非结构化拓扑结构的优
点做了一些平衡，可扩展性、可靠性、可维护性、节点发现效率都不错，同时也意味着这
些优点都不突出。

2.3.3

小结

前面两节介绍了一些与 P2P 网络相关的知识，因为只是简单介绍，知识之间的关联性
不是特别紧密，所以本节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把前面的知识做一个简单的串联，以便
于读者更好地理解 DApp 网络。
从 2.3.1 节的介绍中我们知道了 P2P 网络和常见的 Web 网络不同，不能通过域名来获
取 IP，进而进行连接。从 2.3.2 节介绍的 P2P 网络拓扑结构我们知道，虽然不能通过域名
来获取 IP，但是节点自身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取其他节点的 IP，其中最常用的是 DHT
方式。
下面我们就以以太坊为例来介绍 P2P 网络的连接和通信。首先我们需要启动以太坊客
户端，启动以太坊客户端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尝试连接其他节点，问题是怎样获取到其他
节点的 IP 呢？
以太坊采用的方式是将一些确定节点的 IP 写在源码之中，通过这些 IP 可以连接到对
应的节点，这些节点维护着一张分布式哈希表（DHT），表中存放有其他节点的 IP，通过
这些 IP 可以连接到对应的节点。
哈希表中存放的不是所有节点的 IP，而是通过算法存放了一些最近的节点的 IP，这
样可以减少连接数量和广播数量。当要向其他节点发送消息的时候，只需要对哈希表中的
节点进行广播就可以了，因为每一个节点的哈希表不同，所以最终可以广播到所有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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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保证一个消息发送之后每一个节点都能收到消息，以及怎样防止收到重复的消息
等问题都是 P2P 网络拓扑结构和具体算法解决的。如果想要了解详细的内容，需要研究具
体的算法，例如以太坊使用的 Kadelima。

2.4

DApp 货币与中心化数据交互

因为中心化应用存在单点问题，所以去中心化应用不能依赖中心化应用。因此 DApp
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取中心化应用的数据，这一节我们就来介绍 DApp 的内部货币和如
何获取中心化数据。

2.4.1

DApp 货币

DApp 是没有中心节点的，也就是没有服务提供者，在 DApp 中的节点既是服务的提
供者，也是服务的消费者，但问题是节点的运行需要网络和计算资源，显然不能在享受服
务的时候才提供服务，我们需要稳定的网络节点来提供服务，所以需要一些激励机制。
DApp 内部货币就应运而生了，例如比特币这样的纯数字货币，其实就是打包交易，打包
成功可以用奖励和收取交易费的方式来激励用户提供服务。
以太坊也通过争取打包交易来获取奖励和交易费的方式来激励用户提供服务，其他的
DApp 基本类似，有交易共识，所以这些 DApp 内部货币是有价值的。

2.4.2

中心化应用获取去中心化数据

中心化应用想要获取去中心化应用的数据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数据和协议都是开源
的，所以可以直接从其他的节点下载数据。
像以太坊这样的 DApp，很多客户端直接提供了访问数据的接口，只需要下载以太坊
客户端，同步以太坊的区块链数据，然后通过以太坊客户端提供的接口来访问需要的数据
就可以了。
关于去中心化应用的生态问题，我们的应用基本都会给一个 Web 的应用来访问链上
的数据，其实这就算是典型的中心化的 Web 应用访问去中心化应用的数据。

2.4.3

去中心化应用获取中心化数据

反过来，去中心化应用要获取中心化的数据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了。因为中心化
应用的数据往往是不开放的，例如银行的交易记录不是想要获取就能够获取的。
另外，像以太坊智能合约是不能发起 HTTP 请求的，所以只能通过其他方案来获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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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化的数据。例如 Oraclize，其可以通过智能合约调用发起一个查询，抓取指定数据源的
数据，并且能够提供真实性证明。

2.5

常见的 DApp

前面几节介绍了一些 DApp 的概念，以及和中心化应用的区别，本节我们来介绍一个
常见的 DApp。

2.5.1

比特币

比特币算知名度最高的 DApp，是一个最早的数字货币，也是纯粹的数字货币。比特
币使用的很多技术也基本上成了其他 DApp 的“标配”，例如区块链技术和工作量证明机
制等。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比特币的合法性。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比特
币是合法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比特币被定义为什么类，是一种货币，还是一种商品，亦或
是其他分类。
国内比特币被定义为虚拟商品，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但是比特币交易作为一种互联网
上的商品买卖行为，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的自由。最重要的是金融机构
和支付机构不得以比特币为产品或服务定价。所以比特币是合法的，在国内只是限制了金
融机构和支付机构把比特币作为投资标的，在美国比特币被当作一种大宗商品，在英国和
欧盟比特币被当作一种货币。

2.5.2

以太坊

以太坊也是热门的 DApp，和比特币不同的是，以太坊的目标是做一个 DApp 应用平
台，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货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太坊支持智能合约，这就为以太坊在
很多应用场景的落地提供了夯实的基础，例如在众筹、慈善、中介和公证等很多方面智能
合约都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2.5.3

IPFS 存储系统

IPFS（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存储系统，使用分布式哈希表
（Distributed Hash Table，DHT）和 Merkle 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数
据结构。
IPFS 的节点并不存储全部文件，而是存储节点需要的文件。如果一个文件只被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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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点需要，那么该文件很有可能从网络中消失。
在 IPFS 中存储一个文件时，该文件会被分成很多小于 256KB 的数据块（chunk），
并生成每个数据块的哈希，网络中的节点在一个哈希表中存储它们需要的 IPFS 文件及其
哈希。
IPFS 文件有以下 4 种类型。
 blob：代表一个实际存储在 IPFS 中的文件数据块。
 list：代表完整的文件。
 tree：代表目录。
 commit：代表其他文件版本历史中的快照。
IPFS 中的数据结构和 Git 的数据结构相似，其实就是借鉴了 Git 中的数据结构来实现
版本管理。
用户如果想要从网络中下载文件时，只需要 IPFS 的 list 文件的哈希。如果想下载目录，
则只需要 IPFS 的 tree 文件的哈希。每个文件都由一个哈希进行标识，所以文件名不容易
记住。如果更新文件，就需要与想下载该文件的所有人分享新的哈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IPFS 使用 IPNS 功能，允许用户自行认证的名字或者人性化的名字指向 IPFS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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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太坊的很多知识是从比特币借鉴过来的，例如私钥和公钥的生成都选择的是椭
圆曲线，并且参数都选择的是 spec256k1，数字签名使用的是椭圆曲线数字签名，所以本
章我们介绍一些比特币的相关知识。
本章主要涉及的知识点有：
 比特币加密技术；
 比特币地址计算；
 比特币交易；
 比特币钱包。

3.1

比特币简介

本节将介绍比特币的一些基本概念，理解这些概念有助于理解比特币，以及其他的数
字货币。

3.1.1

比特币公钥与私钥

前面已经介绍了一些比特币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比特币是一种数字货币，底层技术
使用了区块链技术。在使用比特币的过程中最常听到的就是比特币地址和私钥，地址是由
公钥生成的，这部分内容我们后面介绍，这里先来了解一下比特币公钥和私钥。
其实比特币的私钥就是一个使用随机数生成算法生成的满足一定条件的大整数，这和
具体的实现相关，当然也有一些强制的要求，例如小于 N，其中 N 是椭圆曲线参数。
比特币的公钥其实是椭圆曲线上的一个点，是通过私钥计算得到的，就是椭圆曲线的
生成点 G 乘以私钥。生成点是固定的，属于椭圆曲线的参数，比特币选择的是 secp256k1
参数。乘法是椭圆曲线乘法，这些内容将在 3.2 节椭圆曲线算法中详细介绍。
这里需要记住的是，比特币的私钥是一个大整数，公钥是椭圆曲线上的一个点，在后
面的章节中我们还将不断地强调这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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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数字签名

数字签名的主要应用场景是防止数据被篡改，例如经常在下载文件的时候会看到后面
有一个 MD5 哈希值，这个哈希值就可以当作文件的一个签名。下载完文件计算一下文件
的 MD5 值，将其和下载时候提供的 MD5 值进行比较，如果一致，就可以确定文件没有被
修改，如果不一致，则说明文件已经被篡改了。
在比特币中，数字签名不仅仅被用来防止数据被篡改，还被用来证明是账户私钥拥有
者发起的交易。
我们知道，在中心化应用中我们可以通过密码或者短信的方式验证用户，但是在比特
币中不行，不能发送密码，显然也不能发送私钥，私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暴露，怎么
办呢？答案是使用私钥签名，利用私钥和公钥的关系来验证签名，验证签名使用的私钥就
是公钥对应的私钥。如果签名相同，说明是使用的公钥对应的私钥的签名，那么认为是账
户的拥有者发起的交易。

3.2

椭圆曲线算法

比特币作为一个热门的数字货币，经过时间的考验是能够保证账户安全的，而比特币
的安全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加密算法和签名上。本节就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些加密算法和相
关的 Hash 函数。

3.2.1

群

在介绍其他内容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群相关的知识，这里的“群”不是 QQ 群，
但是比 QQ 群要难于理解。加密的要求就像要执行某种运算过程，这个运算过程要正向这
算很容易，但是逆向运算不容易，甚至不能进行逆向运算。对于加、减、乘、除运算的逆
运算都非常容易，不能直接用于加密，所以才有移位、替换之类的算法，这些算法就是自
定义的。
群是一种代数结构，是一个拥有满足封闭性、结合律、单位元、逆元的二元运算的代
数结构，可能会感觉很抽象，我们一一解释一下。首先看二元运算，我们一般看到的加、
减、乘、除都是二元运算，就是对两个元素的操作。接下来看代数结构，那什么是代数结
构呢？
代数结构是指包含了一个及一个以上的运算的非空集合。简化一下（集合和运算），
集合就是一类东西，运算就是像加、减、乘、除这样的计算，当然也可以是自定义的运算。
比如要定义一个#运算 1#1=3 也是可以的，但关键是运用，能用在什么地方，如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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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介绍了群是一种代数结构，可以用符号（G,#）表示，其中 G 代表一个非空集合，
#代表一种运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群的封闭性、结合律、单位元、逆元。
 封闭性：对于集合 G 中的任意 2 个元素 a 和 b，都有 a#b 也属于集合 G。
 结合律：对于集合 G 中的任意 3 个元素 a、b、c，都有(a#b)#c=a#(b#c)。
 单位元：集合 G 中存在元素 z 对于集合 G 中的任意元素 b 都有 z#b=b。
 逆元：
假设集合 G 的单位元为 z，对于集合 G 中的任意元素 a 存在元素 b，使得 a#b=z。
如果代数结构(G,#)满足上面的 4 个条件，那么就可以称(G,#)是一个群。如果对于集
合 G 中的任意元素 a 和 b，满足 a#b=b#a，那么这个群就是一个阿贝尔群。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群满足交换律，就是一个阿贝尔群。
现在我们就可以自己定义一个群了，例如：(Z,+)是一个阿贝尔群。其中 Z 就是整数集
合，+运算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加法运算。
很明显任意两个整数相加都是整数，所以满足封闭性。对于整数加法(a+b)+c=a+(b+c)
显然是满足的，有单位元 0，对于任意的整数+0 都等于整数本身，逆元对于任何一个整数
都有相反数，所以满足逆元。
毫无疑问，加法也满足交换律，所以(Z,+)是一个阿贝尔群。如图 3.1 所示为阿贝尔群
与群的异同，阿贝尔群是群的一个特例，阿贝尔群比群多满足一个交换律，后面我们介绍
的内容其实就是定义在椭圆曲线上的一个阿贝尔群。

图 3.1

群与阿贝尔群

注意：我们只需要知道群是一种代数结构，包含数据集合和定义在集合上的运算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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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圆曲线算法定义

我们已经知道椭圆曲线加密算法是和定义在椭圆曲线上的阿贝尔群相关。应该注意的
是，椭圆曲线不是一个阿贝尔群，但是椭圆曲线加密算法利用了定义在椭圆曲线上的阿贝
尔群，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叫椭圆曲线加密算法的原因。
椭圆曲线加密算法利用的是阿贝尔群(G,#)的定义，为了不和一般意义的+运算混淆，
我们这里定义的运算符是#。对于一个群肯定是有集合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G,#)中的
集合 G 的范围：
G:{(x,y)属于 R，y^2=x^3+ax+b,4a^3+27b^2!=0}U{0}
x,y 是实数，并且是椭圆曲线上的点，其实就是椭圆曲线上的点加上一个单位元 0 点
的集合。单位元就是群定义中单位元的意义。

注意：0 是指单位元。
群的另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运算，我们先来看运算#的定义：对于椭圆曲线上的任意
3 个非 0 点 M，N，P，它们进行#运算的结果为单位元，即下面的表达式都是满足的：
M#N#P=0
N#M#P=0
P#N#M=0
P#M#N=0
……
也就是说，定义中没有指定#运算，也没有限定顺序，所以很容易推出#运算满足交换
律和结合律。单位元已经有了，接下来就是逆元了。
我们来看群(G,#)是如何定义逆元的，对于椭圆曲线上关于 X 轴对称的点互为逆元。
根据之前#运算的定义有：M#N#P=0。假设 P'是点 P 关于 X 轴对称的点，那么 P'就是点
P 的逆元，所以有：P#P'=0，M#N=P'。M#N=P'是我们推导出来的最重要的结论，不要
混淆了。
建议最好不要使用+来代替#，因为使用+符号，因为很容易认为是普通的加法运算，
而使用加法运算才有的性质，如交换律、结合律等，这些都没有定义，也没有推导，所以
这些定律都是不对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下使用+运算来定义下面的问题。
因为 M+N+P=0，P 的逆元是-P，所以 M+N=-P，所以 P+（-P）=0，所以满足逆元。
这就是典型的被习惯性的思维所误导，想想看 P 是椭圆曲线上的点，-P 是什么？P+（-P）
又是什么？
记住，椭圆曲线加密使用的阿贝尔群的逆元是我们定义的，关于 X 对称的点互为逆元。
M#N=P'是我们推导出来的，为的就是利用这种对称的特性，因为我们定义的#运算需要能
转换为代数运算实现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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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下，直线和椭圆曲线的交点个数可能为 0、1、2、3 个，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研究
一下椭圆曲线方程和直线方程解的个数。考虑 3 个交点的情况，根据我们的定义和推导，
3 个点的任意 2 个点相#等于第 3 个点的对称点。再考虑 2 个相同的点相#的情况，就是这
个点的椭圆曲线的切线与椭圆曲线的交点，所以一个点加上它本身就是它与椭圆曲线切线
同椭圆曲线交点的对称点。
这些运算都可以很容易地转换为代数运算，所以实现也就相对容易。

3.2.3

椭圆曲线几何运算

根据前面一节的推论，我们来介绍椭圆曲线上的几何运算。首先来看逆元运算，我们
已经知道了椭圆曲线上关于 X 轴对称的点互为逆元。如图 3.2 所示，椭圆曲线上的点的逆
元运算非常简单，就是椭圆曲线上点关于 X 轴对称的点，椭圆曲线上的点 P 和点 P'互为
逆元。
如图 3.3 所示为椭圆曲线上的加法。椭圆曲线上的加法也很简单，椭圆曲线上的点 M
加椭圆曲线上的点 N 的结果就是过椭圆曲线的点 M 和 N 做直线，这条直线与椭圆曲线交
于第 3 点 P，过 P 点做关于 X 轴垂直的点 P'（即关于 X 轴对称），则 P'点被称为 M+N 的
结果。

图 3.2

椭圆曲线逆元运算

图 3.3

椭圆曲线加法运算

根据推论得到结果：M+N=P'。代数运算的时候可以先计算直线 MN 的斜率，通过直
线与椭圆曲线的交点计算出 P 和 P'。
如图 3.4 所示为过 M 点做椭圆曲线的切线，然后做逆元运算，这个和椭圆曲线的乘法
有些关系。
椭圆曲线的乘法我们还没有定义，椭圆曲线的乘法是用来表示多个点相加的，也可以
表示一个数乘以一个点。例如：
2M = M + M
5M = M + M +M +M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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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椭圆曲线乘法运算

椭圆曲线上的一个点 M 加上自身 M，就是 2M，等于过椭圆曲线上的点 M 做椭圆曲
线的切线，切线与椭圆曲线的另一个交点 P，P'是椭圆曲线上 P 点关于 X 轴对称的点。
那么：
2M = P'
乘法运算应用比较多，以太坊和比特币的公钥就是通过乘法运算获取的。

注意：椭圆曲线的运算都是被限定在有限域之内。
3.2.4

椭圆曲线算法的代码实现

本节我们把几何运算转换为代数运算通过代码来实现，这里给出一个简单的 Java 代
码实现示例，了解一下怎样从几何运算转换为代数运算。
当然，如果对比特币非常感兴趣，可以直接看比特币源码，或者看一下 Bitcoinj，或
者 bitcoinjs-lib 的代码，其中比特币源码使用的是 C++语言，Bitcoinj 使用的是 Java 语言，
bitcoinjs-lib 使用的是 JavaScript 语言。
首先求直线与椭圆曲线的交点，可以通过直线的斜率计算，假设椭圆曲线上有一条直
线 MN，并与椭圆曲线分别相交于 M(XM,YM)、N(XN,YN)、P(XP,YP)三点。可以很容易地
求出直线 MN 的斜率 k：
k = (XN-XM)/(YN-YM)

那么已知点 M、N 可以算 P 点的坐标：
XP=k^2-XM -XN
YP=YN+k(XM -XN)

这个推论过程读者可以自己计算一下，过 M、N、P 三点的直线、过 M 点平行与 X 点
的直线、过 N 点平行于 Y 轴的直线与过 P 点平行于 Y 轴的直线，这四条直线构成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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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直角三角形，可以利用三角形的相似性定律进行计算。对于前面介绍的乘法情况，
也就是切点的情况，斜率 k 为：
k=(3XM^2+a)/2YM
XM 是切点的横坐标，YM 是切点的纵坐标，这是通过椭圆曲线方程计算的。下面我
们先看一下椭圆曲线方程参数的代码：
import java.math.BigInteger;
public enum SecP256 {
//椭圆曲线 secp256 K1 参数
K1(
new BigInteger("0", 16),
// 参数 a
new BigInteger("7", 16),
// 参数 b
new BigInteger("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EFFFFFC2F", 16),
// 参数 p
new BigInteger("79BE667EF9DCBBAC55A06295CE870B07029BFCDB2DCE
28D959F2815B16F81798", 16),
//生成点 G 横坐标
new BigInteger("483ADA7726A3C4655DA4FBFC0E1108A8FD17B448
A68554199C47D08FFB10D4B8", 16)
//生成点 G 纵坐标
);
private BigInteger a, b, p, gx, gy;
SecP256(BigInteger a, BigInteger b, BigInteger p, BigInteger gx,
BigInteger gy) {
this.a = a;
this.b = b;
this.p = p;
this.gx = gx;
this.gy = gy;
}
public BigInteger getA() {
return a;
}
public BigInteger getB() {
return b;
}
public BigInteger getP() {
return p;
}
public BigInteger getGx() {
return gx;
}
public BigInteger getGy() {
return gy;
}
}

椭圆曲线有很多参数，比特币和以太坊选择的都是 Secp256K1。解释一下，上面所述
代码中的 a 和 b 就是椭圆曲线方程中的 a 和 b，Secp256K1 中的 a=0，b=7 时，椭圆曲线方
程变成了下面的样子：
y^2 = x^3 + 7
这里单独介绍一下 P，在椭圆曲线的运算中，计算的并不是完全域下的值，而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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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下的值。简单地说，就是计算最后会执行一次 mod 运算，这个 mod 的值就是 p。在
Secp256K1 参数中 p 的值如下：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EFFFFFC2F

参数中最后一个值就是生成点 G(X,Y)，其中 X 和 Y 如下：
X: 79BE667EF9DCBBAC55A06295CE870B07029BFCDB2DCE28D959F2815B16F81798
Y: 483ADA7726A3C4655DA4FBFC0E1108A8FD17B448A68554199C47D08FFB10D4B8

有了参数，我们还需要一个椭圆曲线方程方程类，代码如下：
package org.ecc.elliptic;
import java.math.BigInteger;
import java.security.SecureRandom;
/**
* 椭圆曲线方程 : y^2 = x^3 + ax + b.
*/
public class EllipticCurve {
public static final SecureRandom om = new SecureRandom();
private BigInteger a, b, p;
/**
* 生成点
*/
private ECPoint generator;
public static final BigInteger COEFA = new BigInteger("4");
public static final BigInteger COEFB = new BigInteger("27");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PRIMESECURITY = 500;
/**
* 椭圆曲线方程 : y^2 = x^3 + ax + b.
*/
public EllipticCurve(BigInteger a, BigInteger b, BigInteger p) {
this.a = a;
this.b = b;
this.p = p;
if (!p.isProbablePrime(PRIMESECURITY)) {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不安全参数");
}
if (isSingular()) {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
}
}
public EllipticCurve(SecP256 secP256){
this.a = secP256.getA();
this.b = secP256.getB();
this.p = secP256.getP();
this.generator = new ECPoint(this,secP256.getGx(),secP256.getGy());
}
public BigInteger getSecretKey(){
return new BigInteger(this.p.bitLength() + 17,om);
}
public ECPoint getPublicKey(){
if(this.generator == null)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请设置生成点");
return this.generator.multiply(getSecret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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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获取公钥
* @param prk
* @return
*/
public ECPoint getPublicKey(BigInteger prk){
if(this.generator == null)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请设置生成点");
return this.generator.multiply(prk);
}
/**
* 4a^3 + 27b^2 != 0
* @return
*/
public boolean isSingular() {
BigInteger aa = a.pow(3);
//a^3
BigInteger bb = b.pow(2);
//b^2
BigInteger result = ((aa.multiply(COEFA)).add(bb.multiply
(COEFB))).mod(p);
if (result.compareTo(BigInteger.ZERO) == 0)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
* 椭圆曲线上的方程满足：
* y^2 = x^3 + ax + b
* @param q
* @return
*/
public boolean onCurve(ECPoint q) {
if (q.isZero())
return true;
BigInteger ySquare = (q.gety()).modPow(new BigInteger("2"), p);
BigInteger xCube = (q.getx()).modPow(new BigInteger("3"), p);
BigInteger x = q.getx();
BigInteger dum = ((xCube.add(a.multiply(x))).add(b)).mod(p);
if (ySquare.compareTo(dum) == 0)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public BigInteger geta() {
return a;
}
public BigInteger getb() {
return b;
}
public BigInteger getp() {
return p;
}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return "y^2 = x^3 + " + a + "x + " + b + " ( mod " + p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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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所述的代码比较简单，本质上就是对椭圆曲线的抽象，封装了椭圆曲线相关的参
数，可以检查参数是否合法。下面我们直接来看对于椭圆曲线上的点的抽象，椭圆曲线算
法，本质上还是椭圆曲线上的点的变换，即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直接给出代码如下：
import java.math.BigInteger;
public class ECPoint {
public final static BigInteger TWO = new BigInteger("2");
public final static BigInteger THREE = new BigInteger("3");
private EllipticCurve mother;
private BigInteger x, y;
private boolean iszero;
private ECPoint[] fastcache = null;
private ECPoint[] cache = null;
/**
* 椭圆曲线乘法转换为加法，缓存乘法运算结果 p,2p,3p…255p
*/
public void fastCache() {
if (fastcache == null) {
fastcache = new ECPoint[256];
fastcache[0] = new ECPoint(mother);
for (int i = 1; i < fastcache.length; i++) {
fastcache[i] = fastcache[i - 1].add(this);
}
}
}
/**
* @param mother 椭圆曲线方程
* @param x
点的 x 坐标
* @param y
点的 y 坐标
**/
public ECPoint(EllipticCurve mother, BigInteger x, BigInteger y) {
this.mother = mother;
this.x = x;
this.y = y;
if (!mother.onCurve(this)) {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
}
iszero = false;
}
public ECPoint(EllipticCurve e) {
x = y = BigInteger.ZERO;
mother = e;
iszero = true;
}
/**
* 椭圆曲线上的点相加
* @param q 要加的点
**/
public ECPoint add(ECPoint q) {
if (!hasCommonMother(q)) {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不是同一个椭圆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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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is.iszero)
return q;
else if (q.isZero())
return this;
BigInteger y1 = y;
BigInteger y2 = q.gety();
BigInteger x1 = x;
BigInteger x2 = q.getx();
//两点的斜率，非 0
BigInteger alpha;
if (x2.compareTo(x1) == 0) {
if (!(y2.compareTo(y1) == 0))
//对称
return new ECPoint(mother);
//对称相加 0 点
else {
//相等
//斜率 alpha = (3x^2+a)/(2y)
alpha = ((x1.modPow(TWO, mother.getp())).multiply(THREE)).
add(mother.geta());
alpha = (alpha.multiply((TWO.multiply(y1)).modInverse
(mother.getp()))).mod(mother.getp());
}
} else {
//非对称，不相等
//斜率 alpha = (x1-x2)/(y1-y2)
alpha = ((y2.subtract(y1)).multiply((x2.subtract(x1)).
modInverse(mother.getp()))).mod(mother.getp());
}
BigInteger x3, y3;
//x3 = alpha^2 - x1 - x2
x3 = (((alpha.modPow(TWO, mother.getp())).subtract(x2)).subtract
(x1)).mod(mother.getp());
//y3 = y1 + alpha * (x3 - x1) 或者 y3 = y2 + alpha * (x3 - x2)
y3 = ((alpha.multiply(x1.subtract(x3))).subtract(y1)).mod
(mother.getp());
return new ECPoint(mother, x3, y3);
}
/**
* 椭圆曲线乘法
* @param coef
* @return
*/
public ECPoint multiply(BigInteger coef) {
ECPoint result = new ECPoint(mother);
byte[] coefb = coef.toByteArray();
if (fastcache != null) {
//类似于 N = 2^0 + 2^1 + 2^2 ....+ 2^n fastcache 中缓存的是次方的结果
for (int i = 0; i < coefb.length; i++) {
result = result.times256().add(fastcache[coefb[i] & 255]);
}
return result;
}
//如果 cache 为空，则先计算 cache 内容
if (cache == null) {
cache = new ECPoint[16];
cache[0] = new ECPoint(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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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t i = 1; i < cache.length; i++) {
cache[i] = cache[i - 1].add(this);
}
}
for (int i = 0; i < coefb.length; i++) {
result = result.times16().add(cache[(coefb[i] >> 4) & 15]).
times16().add(cache[coefb[i] & 15]);
}
return result;
}
/**
* 乘法转换为加法，计算 16 倍乘法运算结果
* @return
*/
private ECPoint times16() {
ECPoint result = this;
for (int i = 0; i < 4; i++) {
result = result.add(result);
}
return result;
}
/**
* 乘法转换加法，计算 256 倍乘法运算结果
* @return
*/
private ECPoint times256() {
ECPoint result = this;
for (int i = 0; i < 8; i++) {
result = result.add(result);
}
return result;
}
public BigInteger getx() {
return x;
}
public BigInteger gety() {
return y;
}
public EllipticCurve getMother() {
return mother;
}
public String toString() {
return "(" + x.toString() + ", " + y.toString() + ")";
}
public boolean hasCommonMother(ECPoint p) {
if (this.mother.equals(p.getMother()))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public boolean isZero() {
return iszero;
}

}

ECPoint 就是对椭圆曲线上的点的抽象，其中最重要的是 add 方法，我们先来回忆一
下椭圆曲线上加法的几何操作。椭圆曲线上的点 A 加上椭圆曲线上的点 B，就是过 AB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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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与椭圆曲线相交于 P，点 P 关于 X 轴对称的点 P'就是 A 加 B 的结果。可以看出基本
是几何变换，add 就是通过代数的方式，计算出 P'的坐标。
有一个小技巧，就是缓存计算结果，因为椭圆曲线的乘法终归还是和一般意义的乘法
不同，它转换为椭圆曲线加法之后还是一个几何操作，所以计算复杂度和一般意义的乘法
也是不同的。
上面的描述可能有点抽象，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例如要计算 7*M，其中*表示
椭圆曲线乘法。首先转换为椭圆曲线加法：
7*M = M + M + M + M + M + M + M
回忆一下椭圆曲线的加法的几何运算，M+M 会得到一个新的点，这个点和点 M 相加
又会得到一个新的点。这就意味着椭圆曲线加法运算使用的代数运算会执行 6 次。当不是
7 而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例如从私钥计算公钥，就是使用
私钥乘以生成点，其中私钥就是一个大整数。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前面介绍了椭圆曲线算法利用的是一个群，并且是一个阿贝尔
群。群是一种代数结构，包含运算和集合，椭圆曲线算法就是其中的运算部分。所以椭圆
曲线加法也拥有阿贝尔群运算的性质，椭圆曲线满足交换律和结合律。所以：
2*M = M + M
4*M = M + M + M + M = 2*M + 2*M
7*M = M + M + M + M + M + M + M = M + 2*M + 4*M
我们需要把 2*M 缓存起来，计算 4*M 只需要 1 次运算，所以我们需要计算的是 M+M，
2M+2M，M+2M，3M+4M 总共 4 次运算就可以了。如果计算 N*M，当 N=7 的时候还不能
体现出缓存的优势，可以尝试计算 N=16，N=32……
FastCache 就是处理上面这个问题的，不过缓存的都是 2 的倍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把 N 写成二进制形式就很容易看出来了，例如：
7 = 111(2) = 2^0 + 2^1 + 2^2 = 1 + 2 + 4

3.2.5

椭圆曲线加密与签名原理

先来看一下椭圆曲线的加密原理，首先有私钥 priKey 和公钥 pubKey，其中：
pubKey = priKey * G

G 是椭圆曲线参数规定的生成点。上面的代码是一个几何运算，G 是椭圆曲线上的一
个点，priKey 是一个大整数，pubKey 是椭圆曲线上的一个点。当要发送消息 M 的时候，
会随机生成一个随机数 r，发送的内容有两个，一个是 r*G，另一个是 M+r*pubKey。
解密的时候，就使用：
M+r*pubKey-priKey*(r*G)

我们知道椭圆曲线的乘法本质就是加法，而加法是满足交换律和结合律的，所以可以
执行下面的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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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pubKey-priKey*G*r
M+r*pubKey-pubKey*r = M

使用私钥能很容易地计算出原始消息 M。接下来学习使用椭圆曲线算法进行签名和签
名验证过程，先来看使用私钥签名的过程。
如图 3.5 所示，在使用椭圆曲线算法进行签名的过程中，首先使用密码学安全的伪随
机数生成器（CSPRNG）生成一个随机数 r，然后通过 r 计算一个中间点 Med(mx,my)，随
后计算要发送消息签名的哈希值 H，最后根据 H 和私钥计算 s 的值。发送的值包括消息
message、中间点 Med(mx,my)和 s。

图 3.5

使用椭圆曲线算法签名

当消息被发送到拥有公钥节点的时候，节点怎样验证签名呢？如图 3.6 所示，在使用
椭圆曲线算法进行签名验证的过程中，首先根据获得的消息 message 计算哈希值 H，再计
算一个中间点 D(dx,dy)，然后将其与接收到的中间点 Med(mx,my)进行对比，如果相同，
就验证通过；否则不通过。

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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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个运算过程的验证是有效的，我们知道 Med(mx,my)=r#G(x,y)，我们只需要证
明 D(dx,dy)也等于 r#G(x,y)就可以了。把 H#G/s+x#publicKey/s 表达式中的 publicKey 使用
privateKey#G 替换，s 使用(H+privateKey*x)/r 替换。替换比较简单，麻烦的是要证明
x#(privateKey#G)/s = (x*privateKey/s)#G，这需要严格的证明。

注意：区分其中的代数运算和几何运算。

3.3

比特币私钥、公钥与地址

前面已经简单地提到一些关于比特币的私钥和公钥的内容，本节我们来更多地了解一
下比特币的私钥、公钥和地址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怎样获取私钥、怎样计算公钥和地址、
私钥和公钥的格式，以及私钥碰撞等。

3.3.1

从私钥到地址

我们介绍了比特币的使用可以通过 CSPRNG 生成，当然也可以自定义，只要范围在
1～n-1 之间就可以，其中 n 是椭圆曲线参数 secp256k1 中的 n 值。有了私钥 privateKey，
计算公钥就非常容易了，使用椭圆曲线乘法：
publicKey(px,py) = privateKey * G(x,y)

其中，*表示椭圆曲线乘法，G 是椭圆曲线参数 secp256k1 中指定的生成点 G。公钥已
经计算出来了，那么怎样计算地址呢？这个过程就稍微复杂一点了，如图 3.7 所示，首先
通过 CSPRNG 生成一个随机数作为私钥，然后通过私钥计算公钥，我们知道公钥是一个
点，不能直接计算 Hash 值，所以需要做一下转换，怎样转换呢？首先拼接上一个 04 前缀，
然后拼接公钥的横坐标，再拼接公钥的纵坐标得到 data。

图 3.7

从私钥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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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data 中间值求 sha256 哈希值，再对结果求 ripemd160 哈希值，拼接上 00 作为前缀
得到 extendR。然后对 extendR 计算两次 sha256 哈希，取前 4 个字节拼接到 extendR 最后
作为校验码得到 data，最后计算 data 的 base58check 值就得到比特币地址了。
流程图看上去不复杂，逻辑也比较清晰，但是要计算这个过程还有许多细节问题，例
如区分数字和字符串。在流程中有很多拼接过程，拼接之后要被当作十六进制数字，而不
是字符串来计算 Hash。

3.3.2

公钥压缩

压缩公钥是为了减少比特币交易的字节数，从而节省那些运行区块链数据库的节点磁
盘空间。公钥是椭圆曲线上的一个点，把点转换为数字使用的方式是加上 04 前缀，拼接
上点的横坐标 X，然后拼接上点的纵坐标 Y，所以公钥转换为数字有 520 位，其中十六进
制前缀 04 占一个字节 8 位，X 坐标 256 位，Y 坐标 256 位。
公钥是怎样压缩的呢？对于比特币来说，椭圆曲线的参数确定了，也就意味着确定了
椭圆曲线，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横坐标 X 计算得到纵坐标的值 Y。我们只需要存储点 X 的值，
当需要纵坐标 Y 的值时做一次计算就可以了。如图 3.8 所示为公钥的格式获取流程图，非
压缩格式加上 04 前缀主要是为了区分公钥有没有被压缩。

图 3.8

公钥格式获取流程

判断纵坐标的奇偶性，是因为椭圆曲线的 Y 值计算有开方运算，所以要区分 Y 的正负
值，如果 Y 是正数，就添加 02 前缀，如果 Y 是负数，则添加 03 前缀。奇偶性判断和正负
判断有什么关联呢？我们知道，椭圆曲线的运算都是被限定在有限域内的，在 p 阶有限域
内，奇偶性和正负性相关。其中 p 是椭圆曲线参数中指定的，比特币使用 secp256k1 的 p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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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E FFFFFC2F

也就是下面表达式的值：
2^256 − 2^32 − 2^9 − 2^8 − 2^7 − 2^6 − 2^4 − 1

注意：p 是一个素数。
3.3.3

私钥格式

私钥有多种格式，最常见的就是十六进制格式，例如：
18E14A7B6A307F426A94F8114701E7C8E774E7F9A47E2C2035DB29A206321725

私钥还有两种格式，一种是 WIF（Wallet import format），另一种是 WIF-compressed。
WIF 格式和 WIF-compressed 格式差不多，我们先来看怎样通过私钥计算 WIF。如图 3.9
所示，与从私钥到地址相比，私钥转换为 WIF 格式就容易多了。

图 3.9

私钥转换为 WIF 格式

首先私钥添加一个十六进制前缀 80，再计算两次 sha256 作为一个中间值 H，然后在
data 的最后拼接上 H 的前 4 个字节作为校验码，得到 data，最后对 data 计算 base58check
就获取到地址的 WIF 格式了。WIF-compressed 格式和 WIF 格式的计算流程基本一致，只
是先为私钥添加 01 后缀再计算。例如要把私钥：
18E14A7B6A307F426A94F8114701E7C8E774E7F9A47E2C2035DB29A206321725

转换为 WIF-compressed 格式，首先添加一个 01 后缀，变为：
18E14A7B6A307F426A94F8114701E7C8E774E7F9A47E2C2035DB29A20632172501

然 后 再 执 行 和 WIF 同 样 的 流 程 ， 获 取 到 的 就 是 WIF-compressed 格 式 。 因 为
WIF-compressed 格式的计算流程基本和 WIF 一样，这里就不给出流程图了。

3.3.4

私钥与安全

比特币的地址是公开的，例如，可以在 https://bitinfocharts.com/top-100-richest-bitcoin·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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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es-1.html 地址中查看到比特币比较多的一些地址。知道了地址，我们可以计算公钥，
就是从公钥到地址的逆向过程。通过私钥是可以计算出公钥的，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生成
随机数来计算公钥进行“碰撞”。
我们不需要从地址逆向计算公钥，而是根据从私钥到地址中介绍的不断生成随机数，
然后计算地址，最后和目标地址对比就可以了。
既然私钥可以“碰撞”，那么比特币还是安全的吗？这要看从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个问
题。先来看一下碰撞到私钥的概率，我们知道私钥 key 的范围是[1,n)，其中 n 是椭圆曲线
参数 secp256k1 指定的值，n 的值为：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EBAAEDCE6AF48A03BBFD25E8CD0364141
11579208923731619542357098500868790785283756427907490438260516314151816
1494337

上面一行是十六进制，下面一行是十进制，对于 10^77 这种级别的计算，读者可以使
用自己觉得最快的机器和最快的语言尝试一下做 100 亿次空循环，看需要多长时间，一般
的机器大概在 10 秒左右，而 100 亿的则是 10^10 秒而已，并且从生成随机数到计算地址
这个过程都不是空循环可以比拟的。
如果读者认为上面的数据还是不够直观，不够有冲击性，那么可以自己动手来“碰撞”
一下私钥尝试一下。在这之前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个地址 P2SH（Pay-to-Script Hash）地址，
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地址。P2SH 地址是在交易中创建的，计算 P2SH 地址和使用公钥计
算地址的流程基本一致，不过使用的不是公钥，而是脚本，并且使用的前缀也不是 0x00，
而是 0x05，所以最后使用 base58check 编码得到的地址的前缀是 3，而不是 1。
通过前面提供的查看比特币最多地址的链接，查看到的地址基本是 1 和 3 开头的。比
特币中会使用很多前缀，如表 3.1 所示为比特币中常使用的前缀。
表 3.1
类

型

比特币相关前缀

版 本 前 缀

base58check前缀

比特币地址

0x00

1

P2SH地址

0x05

3

测试网络比特币地址

0x6F

m或者n

私钥WIF格式

0x80

5或者K或者L

扩展私钥

0x0142

6P

扩展公钥

0x4088B21E

xpub

在表 3.1 中只需注意前两个地址就可以了。可以在前面给的查看比特币最多地址的链
接中抓取比特币最多的地址。我们只保留前缀为 1 的地址，前缀为 3 的地址基本无法“碰
撞”，因为脚本组合方式太多，读者后面学习了 P2SH 就会明白原因。
下面给出一个简单的 JavaScript 版本的“碰撞”测试，使用的是 bitcoinjs-lib 库。我们
先创建一个目录，然后在目录下创建一个 JavaScript 文件，假设名字为 conclusion.js，文件
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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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 bitcoin = require('bitcoinjs-lib')
//找几个比特币较多的地址
constrichAddrs=['16ftSEQ4ctQFDtVZiUBusQUjRrGhM3JYwe','16rCmCmbuWDhPj
WTrpQGaU3EPdZF7MTdUk','183hmJGRuTEi2YDCWy5iozY8rZtFwVgahM']
const N = 1000
// 使用 prototype 方式给 Array 对象添加一个 contains 函数，用于检查是否包含指定元素
Array.prototype.contains = function (obj) {
var index = this.length
while (index--) {
if (this[index] === obj)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function conclusion(){
for(let i=0;i<N;i++){
//使用 bitcoinjs-lib 函数生成公钥和私钥
var keyPair = bitcoin.ECPair.makeRandom()
//通过公钥计算地址
var { address } = bitcoin.payments.p2pkh({ pubkey: keyPair.
publicKey })
//检查地址是否包含在要碰撞的比特币地址中，如果包含则打印出私钥
if(richAddrs.contains(address)){
console.log(address)
console.log(keyPair.privateKey.toString('hex'))
}
}
console.log("conclusion " + N + " times done!")
}
conclusion()

首先导入 bitcoinjs-lib 库，richAddrs 中有 3 个地址，是 3 个比特币比较多的地址，扩
展了一下 Array 对象，添加一个检查数组中是否包含指定对象的方法。conclusion 方法是
碰撞测试，使用 coin.ECPair.makeRandom 生成密钥对，然后通过 bitcoin.payments.p2pkh
方法计算公钥对应的地址，并检查地址是否包含在 richAddrs 中。
要执行上面的代码涉及后面所讲的一些 Node 和 NPM 的知识，读者可以先大概看一
下第 5 章的相关内容。当然也可以先暂时不管，直接在刚刚创建的目录下使用终端执行下
面的命令：
cnpm init --yes
cnpm i bitcoinjs-lib -S
node conclusion.js

注意：虽然相关知识可以先不管，但是还需要安装 Node 和 CNPM 工具，如果只安装了
NPM 工具，可以把 cnpm 命令替换为 npm 命令。
读者可以尝试添加更多的地址，把 N 值变得更大一些进行更多的碰撞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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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比特币交易

交易是非常重要、也比较复杂的一部分，比特币的交易部分和以太坊的交易部分还是
有很大的差别，本节我们主要介绍比特币交易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流程，了解比特
币是如何交易的。

3.4.1

交易简介

比特币是纯粹的数字货币，所以比特币的交易就是转账的过程，每一笔转账是一个交
易，交易的合法性验证是通过检查私钥签名进行的。
比特币会将交易打包成为区块，可以通过比特币浏览器来查看相应的交易、区块
中的交易，以及地址关联的交易等信息。有很多网站可以查看比特币相关的数据，例
如 https://www.blockchain.com/explorer 或者 https://bitinfocharts.com/bitcoin/explorer/都可以
查看。

3.4.2

交易输出

和交易相关的就是交易的输入和输出，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UTXO（unspent
transaction outputs），所有 UTXO 的集合被称为 UTXO 集，每一个交易都会使 UTXO 集
产生变化，这个过程被称为状态转换。
在交易输出中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个是金额，是 UTXO 有多少可以使用的比特币；
另一个是锁定脚本，可以看做一把锁，只有能解开这把锁的人才有资格消费这个 UTXO
中的比特币。如表 3.2 所示为比特币交易输出系列化格式，交易在发送的时候需要进行系
列化，主要作用就是 UTXO 对象转换为字节系列。
表 3.2
长

度

8字节(amount)

3.4.3

比特币交易输出系列化格式
描

述

比特币金额，单位聪（satoshi）

1-9字节变长

锁定脚本的长度

变长字节(Locking script)

锁定脚本内容

交易输入

交易的输入是花费比特币，需要引用需要花费的 UTXO，并且提供解锁脚本，解锁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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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是私钥签名和公钥。UTXO 是和比特币账户相关联的，也是和地址相关联的。要使用
UTXO 中的比特币，就要证明 UTXO 中的比特币是自己的。
那么怎样证明呢？答案是通过私钥证明。公钥大家都知道，私钥只有自己知道，所以
有 UTXO 对应地址的私钥就证明是 UTXO 中的比特币所有者。但是交易发起者不能直接
发送私钥，因为这样私钥就暴露了，所以使用私钥签名代替私钥。只要私钥签名被验证，
也就相当于私钥被验证。如表 3.3 所示为比特币交易输入系列化格式，和交易输出一样，
交易输入也有自己的编码格式。
表 3.3
长

比特币交易输入系列化格式

度

描

述

32字节

交易Hash

4字节

要使用UTXO索引

1-9字节变成字节

解锁脚本长度

变长字节

解锁脚本内容

4字节

序列号，表示锁定时间，0xFFFFFFFF表示禁用

交易输出的内容主要包含 32 个字节的交易 Hash，4 字节的交易要使用的 UTXO 索引，
然后是解锁脚本长度和解锁脚本内容，最后 4 字节是交易锁定时间。

3.4.4

交易费

大多数交易包含交易费，交易费作为矿工打包一笔交易到区块中的一种奖励。成功挖
到某区块的矿工将得到该区内包含的交易费用，这是为了激励读到的人来打包交易以保证
安全，同时通过对每一笔交易收取小额费用来防止对系统的滥用。
交易费是基于交易的规模来计算的，根据比特币网络中的算力确定。不同的矿工（比
特币客户端）可能会依据许多不同的参数对待打包交易进行优先级排序，例如交易费用。
这意味着有更大费用的交易可能被打包进下一个挖出的区块中，反之交易费不足或者没有
交易费的交易可能会被推迟，基于尽力而为的原则在几个区块之后被处理，甚至不被处理。
交易费不是强制的，但是交易费将提高处理优先级。

3.4.5

付款至公钥哈希（P2PKH）

P2PKH（Pay-to-Public-Key-Hash），字面上的意思是“付款至公钥哈希”。比特币网
络中的大多数交易花费都是由 P2PKH 脚本锁定的输出。这些输出都含有一个锁定脚本，
将输入锁定为一个公钥哈希值，可以计算得到比特币地址。由 P2PKH 脚本锁定的输出可
以通过提供一个公钥和由相应私钥创建的数字签名来解锁。
换一个看法，可以把锁定脚本看做比特币地址，而解锁脚本可以看做一个地址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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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椭圆曲线使用私钥签名，可以通过公钥验证，所以锁定脚本和解锁脚本组合到一起
就可以进行验证了。锁定脚本和解锁脚本的示例如下：
OP_DUP OP_HASH160 <Public Key Hash> OP_EQUALVERIFY OP_CHECKSIG
<Signature> Public Key

3.4.6

多重签名与 P2SH

3.4.5 节介绍了 P2PKH，只包含一个公钥和一个私钥签名。多重签名机制主要是为了
防范盗窃、挪用和遗失。多重签名中有两个参数 M 和 N，表示如果多重签名锁定脚本中
包含 N 个公钥，那么解锁脚本中必须要有 N 个私钥签名验证通过才会验证通过（M<=N）。
我们来看一下 M-N 多重签名的锁定脚本与解锁脚本实例：
2 <PuKA> < PuKB> < PuKC> 3 CHECKMULTISIG
<Signature B> <Signature C> 2 <PuKA> <PuKB> <PuKC> 3 CHECKMULTISIG

第一行是多重签名锁定脚本，第一个数字 2 是 M，表示解锁脚本至少需要 2 个签名，
后面是公钥，公钥后面的数字 3 是 N，表示公钥的个数是 3。第二行是多重签名的解锁脚
本，首先是 2 个签名，后面 2 是签名的个数，接着是公钥，数字 3 是公钥个数。
P2SH 和 P2PKH 差不多，不过不是支付到地址，而是支付到脚本哈希。支付到脚本哈
希的比特币没有和私钥绑定怎么使用呢？签名加上锁定脚本就可以了，锁定脚本用来计算
哈希是否匹配，签名用来验证是否包含指定的私钥，这和多重签名的解锁过程是一致的。

3.5

比特币钱包

这一节我们来介绍比特币管理私钥、地址等与钱包相关的内容。我们后面章节将要重
点介绍的以太坊也有钱包的概念，并且很多的内容都是从比特币中借鉴而来的，所以比特
币钱包的基本原理，对于以太坊的钱包也基本适用。

3.5.1

钱包简介

首先了解什么是比特币钱包。关于比特币钱包，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指“钱包应用”，
另一个是指“存放私钥的文件”。我们不用纠结于区分这两个概念，很多时候对于我们来
说只需要知道钱包中有密钥就可以了。
钱包可以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非确定性钱包，就是一对密钥，密钥之间没有关联
性；第二类是确定性钱包，所有的密钥都是由一个密钥生成的，这个密钥被称为钱包的种
子（seed）。
使用确定性钱包只需要记住种子就可以，通过相同的种子会生成相同的密钥。通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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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生成密钥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最常使用的就是树状结构，通过这种方式生成的钱包就是
我们后面章节常用的 HD 钱包（分层确定性钱包）。

3.5.2

生成助记词

使用过数字货币钱包的朋友应该对助记词不陌生，助记词主要是为了避免我们去记忆
复杂的私钥或者密码。只需记住助记词，就可以恢复我们使用相同助记词创建的钱包中的
密钥，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助记词的生成流程。
如图 3.10 所示，首先生成一个 N 位的随机数，计算 N 的 sha256 哈希值 code，然后取
code 的前 M 位拼接到 N 的最后作为校验码，按 11 位进行分段，最后把每一段的值与预
定义的单词字典映射得到助记词。

图 3.10

助记词生成流程图

生成的随机数 N 的位数、校验码位数 M 及最后助记词的个数的关系如表 3.4 所示。
图 3.10 所示的流程是 BIP39 的规范，想要了解助记词字典或者更多的内容，可以访
问 https://github.com/bitcoin/bips/blob/master/bip-0039.mediawiki，助记词字典中定义了 2048
个单词，所以会按 11 位分段，因为 2^11=2048，这样可以保证每一段都会映射到一个单
词上。
表 3.4

助记词关系表

随机数位数N

校验码位数M

总

位

数

助记词个数

128

4

132

12

160

5

16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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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随机数位数N

校验码位数M

192

6

198

18

224

7

231

21

256

8

264

24

3.5.3

总

位

数

助记词个数

从助记词生成种子

3.5.1 节提到了一个概念——种子（seed），后面章节会经常用到种子。本节我们介绍
从助记词生成种子的过程。如图 3.11 所示，首先生成一个随机数，然后根据随机数计算
获得助记词，这是上一节的内容。

图 3.11

从助记词生成种子

有了助记词之后，我们使用密钥生成函数 PBKDF2 来生成种子，PBKDF2 密钥生成函
数主要有两个参数，即 password 和 salt，这里我们使用 mnemonic 助记词作为 password，
salt 使用常量 mnemonic 拼接上 pass，pass 是可选的，如果没有提供就会使用 mnemonic 作
为 salt。
当然，PBKDF2 还有一些其他的配置选项，例如 iterations 表示迭代次数，这里迭代
2048 次，prf 参数表示使用哪个哈希函数，这里使用的是 HMAC-SHA512。

3.5.4

从种子生成 HD 钱包

HD 钱包（Hierarchical Deterministic wallet），就是分层确定性钱包，为什么叫做分层
确定性钱包呢？顾名思义，首先是分层的，然后是确定的，这样看太过于抽象，我们下面
具体介绍一下为什么名字中有分层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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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节我们已经计算得到了种子 seed，那么怎样通过种子获取密钥呢？如图 3.12 所
示，对种子再一次通过 HMAC-SHA512 计算哈希值。高 256 位作为私钥，有私钥很容易
就能计算出公钥了；低 256 位作为链码。

图 3.12

从种子生成私钥

通过种子计算得到的私钥、公钥和链码又被称为主私钥、主公钥和主链码。既然是分
层，肯定就会有下一层，我们可以通过主私钥、主公钥和主链码计算子私钥、子公钥和子
链码，如图 3.13 所示，我们看到主要有 4 个输入参数，分别是私钥、公钥、链码及索引，
第一层的输入就是通过种子计算得到的主私钥、主公钥和主链码。索引是自定义的范围，
在 0～2^31-1 之间，所以每一层最多衍生出 2^31 个密钥。

图 3.13

密钥衍生流程图

获取子密钥的过程也比较简单，就是对上一层的公钥、链码加上一个自定义的索引计
算 HAMC-SHA512 哈希值。高 256 位和私钥计算子私钥，低 256 位作为子链码。其中获
取的子密钥、子公钥和子链码可以作为下一层的输入。
上面的流程存在一个问题，在介绍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扩展密钥相
关的知识。如图 3.14 所示为扩展密钥相关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扩展公钥和扩展私钥
的前缀，扩展私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暴露，但是扩展公钥却有可能会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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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扩展密钥

扩展公钥暴露有什么风险呢？前面我们介绍衍生密钥的时候知道，可以通过公钥和链
码计算子链码，扩展公钥中恰好包含了公钥和链码。因为公钥的公开性，所以这意味着可
以计算全部公钥对应的子链码，如果有一个子私钥被意外暴露，那么所有的子私钥都会被
暴露。
为 了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 产 生 了 一 种 新 的 密 钥 衍 生 方 式 ， 强 化 密 钥 衍 生 （ hardened
derivation），也称为硬化密钥衍生。强化密钥衍生的流程和密钥衍生的流程基本相同，只
不过它不是使用公钥来计算子链码，而是使用私钥来计算子链码，如图 3.15 所示为强化
密钥衍生的流程图，没有使用公钥作为参数计算子链码，取而代之的是使用了私钥作为
HMAC-SHA512 参数来计算子链码。

图 3.15

强化密钥衍生

注意：强化密钥衍生使用的索引取值范围与密钥衍生的索引取值范围不同，强化密钥衍
生的索引取值范围为 2^31～2^32-1。

3.5.5

HD 钱包密钥路径

关于 HD 钱包，最后介绍的内容就是路径，在第 6 章中使用 Ganache 的时候就会看到
HD 钱包密钥路径。路径是以 m 或者 M 为前缀的，m 表示私钥，M 表示公钥，每一层有
正斜杠分隔，层之间是索引数字，例如主密钥生成的第一个密钥是 m/0，主密钥生成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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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钥是 M/0。
另外我们还会经常看到路径中的索引有撇号，例如 m/44'/60'/0'/0，其中撇号表示是通
过强化密钥衍生的索引，实际的索引号要加上 2^31，现在读者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密钥衍生
和强化密钥衍生要区分索引号的范围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密钥衍生的数量巨大带来的导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感兴趣的
读者可以了解一下 BIP43 和 BIP44 相关的内容。

3.6

比特币相关资源

在本章中，我们简单介绍了比特币相关的内容，在最后这一节将简单地介绍一些比特
币相关的资源，想要对比特币有进一步了解的读者可以参考。
 比特币：https://bitcoin.org/en/；
 比特币开发：https://bitcoin.org/zh_CN/development#more；
 比特币 github 仓库：https://github.com/bitcoin/bitcoin。
除了官方实现的比特币客户端之外，还有一些其他语言实现的比特币客户端和库，对
于 C 和 C++不熟悉的读者，也可以参考一些其他语言实现的代码库。
熟悉 Java 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bitcoinj，参考网址如下。
 bitcoinj：https://bitcoinj.github.io/；
 bitcoinj 仓库：https://github.com/bitcoinj/bitcoinj。
熟悉 JavaScript 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bitcoinjs-lib，参考网址如下。
 bitcionjs-lib: https://github.com/bitcoinjs/bitcoinjs-lib。
熟悉 Go 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https://github.com/btcsuite/bt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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