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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coin’s data structure



何謂區塊鏈(Blockchain)？
•簡單形象化地可理解為很多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區塊（Block）以「鏈」（Chain）的形式

串連在一起，就猶如一串鐵鏈一樣



區塊(Block)
•右圖為簡化的區塊鏈圖，其中包含了3個區塊(Block1、Block2、Block3)

•每個區塊包含了兩個部分：區塊頭(Block header)與區塊體(Block body)



區塊頭(Block header)
•每個區塊頭包含：
✓版本號

✓前一個區塊頭的所計算出來的Hash值

✓當前區塊體中的所計算出來的Merkle Tree Root之Hash值

✓ Timestamp(時間戳)

✓ Difficulty Target(該區塊工作量證明之困難值)

✓ Nonce隨機數(表工作量證明之演算法進行的次數)

• 大小固定為80 Bytes



區塊體(Block Body)
• 包含了產生該區塊的所有數據，這裡數據即交易記錄（Transactions），並以 Merkle Tree 形式表示

• 在比特幣區塊中，比特幣支出和接收交易是一起記錄的，整個收支記錄包括很多筆記錄，而每一筆記錄都有自

己的索引編號，方便查詢

• 而每一筆收支交易記錄都有一個 Merkle 節點 Hash值，這也是 Merkle Tree的一部份，決定了每一個地址都不能

夠重複交易或被偽造



Merkle Tree
• 用來表示 Hash 值的數據結構

• 基本結構就是 Binary Tree（二元樹）

• 每一個非葉子節點（Node），都被標示一個 Hash 值

• 每一筆交易的TxID透過SHA256做加密
➢ Hash1 = SHA256 (SHA256 (交易1))

➢ Hash12=SHA256 (SHA256 (Hash1+Hash2))

➢ 直至出現 Merkle Tree Root為止



創世區塊 、區塊 、Merkle Tree的關係
• 創世區塊 Genesis Block，實際上就是區塊鏈的第一個區塊，結構上與鏈中其他區塊都沒差別

• 創建區塊鏈時，首先要建立創世區塊 Genesis Block

• Genesis Block 就會有屬於它的Hash值，然後使用演算法運算，得出第一個區塊 Block #1，以此類推

https://www.samsonhoi.com/274/blockchain_genesis_block_merkle_tree

https://www.samsonhoi.com/274/blockchain_genesis_block_merkle_tree


工作量證明(Proof of Work,POW)
•工作量證明就是用來證明你做了一定量的工作，可用工作成果來證明完成相應的工作量

•例子：假設有一字符串為「Samson’s blog-：」+ nonce(隨機數)，
然後難度值設為以「000開頭的」，則必須透過更改nonce的數值來達成經過Hash出
來的數值為000開頭的字串

https://www.samsonhoi.com/360/blockchain_proof_of_work

https://www.samsonhoi.com/360/blockchain_proof_of_work


Ethereum’s data structure



以太坊
⚫以太坊是一個開源的有智能合約功能的公共區塊鏈平台。

⚫通過其專用加密貨幣以太幣提供去中心化的虛擬機來處理點對點合約。

⚫以太坊亦被稱為「第二代的區塊鏈平台」，僅次於比特幣



以太坊可以用來幹什麼？
⚫以太坊讓開發人員能夠構建和部署去中心化的應用程式(軟體平台)

⚫智慧契約的實施可以保證雙方安全快速的交易，而無需任何中間方的介入

⚫智能合約的執行在EVM中(Ethereum Virtual Machine)

⚫該系統需要支付以太幣為運行App或程式提供所需的算力資源(燃料)。

⚫以太坊中用Merkle Patricia Tree(MPT)來管理賬戶資料、生成交易集合雜湊。



Merkle Patricia Tree
⚫MPT結合了（1）字首樹（2）Merkle Tree的特點與優勢
⚫儲存任意長度的key-value鍵值對資料

⚫提供了一種快速計算所維護資料集雜湊標識的機制

⚫提供了快速狀態回滾的機制



⚫MPT樹中，樹節點可以分為以下四類：
⚫空節點

⚫分支節點 (擁有超過1個子節點以上的非葉子節點)

⚫葉子節點

⚫擴充套件節點(value連結到其他節點)

⚫key/value是地址和與地址相關聯的帳戶之間狀
態的映射

⚫當沒有與該節點Key有相同字首的路徑把剩餘的
Key儲存欄位中，當成Shortcut。

⚫特殊的十六進制前綴key編碼，因為字母表是16
進制的，所以每個節點最多有16個孩子。

Merkle Patricia Tree



Merkle Patricia Tree
1. 將要查詢Key的Raw編碼轉換成Hex編碼

(搜尋路徑)

2. 從根節點開始搜尋與搜尋路徑內容一致

的路徑

1. 擴充套件節點儲存的內容如是雜湊

索引，則利用雜湊索引從資料庫中

載入該節點

2. 擴充套件節點儲存的內容如是另外

一個節點的引用，對其子節點遞迴

地呼叫查詢函式



區塊的組成

區塊頭（Block Header）

叔塊（Uncle）

交易列表（tx_List）



區塊頭結構

每個Block包含3個MPT



區塊鏈結構

⚫ 存儲樹的根節點哈希（智能合約數據）

都是指向狀態樹

⚫ 帳戶餘額存儲在狀態樹中，隨著轉帳而

改變，同時和帳戶相關連



區塊鏈結構
⚫ 區塊中僅僅儲存了最新的狀態

樹組成的根雜湊值

⚫ 釋出新的區塊鏈時，節點新對

應的賬戶樹中的內容，生成狀

態樹的根雜湊值。

⚫ 隨後用本地生成的狀態樹雜湊

值和新狀態樹的Root欄位比較

參考資料:https://www.itread01.com/content/1548534602.html



帳戶/餘額模式的好處
• 簡單化

◦ -以太坊使用的模型，可以幫助開發者來進行複雜的智能合約，特別是需要狀態信息或者包含多
方的。

• 效率
◦ -除了簡單化，帳戶/餘額模型更加有效，因為每個轉帳都只需要來驗證發出金額的帳戶是否有足
夠的餘額來支付轉帳。



執行環境



權益證明(Proof of Stake,POS)

40 30 20 10

40% 30% 20% 10%被選中機率:

利息（獎勵） = 幣齡 *年利率 / 365
幣齡 = 幣的數量 * 持有時間（天）

存在智能合約中



權益證明(Proof of Stake,POS)

⚫ 「權益」越大的人（節點）越大機會負責產生新區塊以取代挖礦

⚫ 相較於 PoW，並不需要算力挖礦，節省能源成本

⚫ 降低 51%攻擊的可能性，攻擊者需持有超過51%的數量，是相當困難的

⚫ 缺點是會造成屯幣的狀況，降低貨幣的流通量以及富者越富。

⚫ 狀態樹中會記錄帳戶的餘額



Compared with 
Bitcoin and Ethereum



兩者的主要差別 比特幣的區塊 乙太坊的區塊

•區塊頭部分：
➢比特幣包含了1個樹(Merkle Tree)

➢乙太坊包含了4個樹

(State tree、Storage tree、Transaction tree、Reciepts tree)

•區塊體部分：
➢比特幣中包含了交易序列(本區塊中包含交易的列表)

➢乙太坊中包含了叔區塊頭、交易序列

•比特幣：POW(工作量證明) vs 乙太坊：POS(權益證明)

➢ POW缺點：很耗電，較有機會產生51%攻擊

➢ POS優點：能降低51%攻擊，且較省能源



106061110 邱培誠



Merkle tree

• leaf是數據塊

• node是hash值

• 可以下載tree的一個分
支，並獨立認證這條
分支的正確性



Merkle tree



Merkle tree
• 資料較驗的效率比

chain快上許多



Merkle tree
如何比較兩棵tree?

Step1. 首先比較v0是否相同,如果不
同，檢查其孩子node1和node2.

Step2. v1 相同，v2不同。檢查
node2的孩子node5 node6;

Step3. v5不同，v6相同，檢查比較
node5的孩子node 11 和node 12

Step4. v11不同，v12相同。node 11

為leaf，查詢其值。



Libra coin (HOTSTUFF)

• Validators: maintain the 
database

• 即使其中有一些validators
是惡意的，這個協議也必
須不被影響

• validators驗證過後的結果
其他用戶也可以去查詢認
證

1. 節點輪流當領導驗證節點（Leader），客戶端的交易數據給領導節點。
2. 領導節點將交易數據交給其他驗證節點。
3. 領導節點和驗證節點同時驗證此交易，並各自形成包含驗證數據的新帳本數據。
4. 驗證者在新帳本數據投票，產生共識協議，包含「交易 Ti 」以及新的帳本「 i 版本」。
5. 客戶端可向驗證節點查詢數據，包括整個帳本。



Libra coin
• Ledger History :相較於比特

幣，其驗證效率較高，若有需
要是可以修剪的

• Ledger State : the state of all 
accounts at version i (key-
value pairs)

• Events: the lists of events 
emitted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i . We denote 
an event j as 
( j,(A,P,C))belongs to Ei

A: access path 
P:data payload
C: counter value 



Conclusion
Libra’s data structure

Bitcoin’s data structure

Ethereum’s data structure



電影心得
陳彥文：

聖人大盜中主角們嚮往著藉由區塊鏈技術，重建去中心化世界的新金融模式，來擺脫財團綁架的金融新世界，但過程中也遭遇許多阻

礙。電影中也介紹了區塊鏈的應用層面，以及如何讓這個金融體系透明化，藉由有張力的劇情，讓我們對於區塊鏈的技術更有興趣。

何家緯：

在聖人大盜這部片中，我認為其主要是透過劇情的轉變，來讓讀者從中對區塊鏈產生興趣，在影片中，一直強調著區塊鏈有著去中心

化的特色，我想這應該是要告訴那些完全對區塊鏈不瞭解的人，這是其中最主要的重點，也是我認為區塊鏈中很吸引人的地方。而關

於電影情節的方面，我認為是還不錯的，透過描寫上流階層的骯髒行為來強調如果有了區塊鏈的話，可能就會降低此種剝削現象的產

生。

邱培誠：

這部電影不僅是讓大眾對於區塊鍊有更好的理解，也宣傳了區塊鍊可能帶來生活上的改變，我覺得很有意義，雖然劇情中政府官員利

用區塊鍊當作廣告收集了大量資金準備做二次貸款，但是這也證明區塊鍊是很有可能成真的未來，才會引來這麼大的商機。蠻喜歡這

部電影的鋪陳，雖然它廣告打得不多但是卻是一部好電影，可以推動區塊鍊經濟在世上的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