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总体概述 

 

现在流行的的区块链技术三大分支为：公有链、联盟链和私有链。 

 

私有链技术为数据链内部全部是由其创建者自己写入，生成效率高。但由于其创

建者独自拥有写入数据的全部权限，导致事实上存在从区块链的起始位置或从其

中间某一部分开始，将后面的数据全部篡改而依旧保持“成链”，故相对而言可

信度不高，没有权威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否将私有链称为区块链，还是有

一定争议的，其本质还是依靠运行机构本身的权威性以及信誉度。 

 

公有链技术为链的写入权限面向各个节点公开（无论是 POW 还是 POS，本质上权

限是下放到各节点的，而不是由某个个人或组织来负责写入），其数据由整个系

统内超过 50%的算力（或权限）来决定。相对来说，执行效率最低，且存在暴力

破坏的可能（即占据优势的算力或权限，恶意修改整个链来篡改数据，导致无辜

者受损）。在节点数达到一定规模后，相对于私有链和联盟链，公有链数据的可

信度相对最高，但运行效率最低。 

 

同时，公链的致命缺陷在于一旦节点数量过少，比如创建初期或者因为某些原因

出现分叉（如之前的比特币和比特现金等）或者衰退，就很容易被恶意算力（或

权限）劫持，从而失去公信力。  

 

联盟链效率和可信度位于这三种技术的中间位置，联盟链为数个节点组成联盟，

一方面可以近似看作是节点个数受到限制的公有链。另一方面和私有链一样具有

排外性，即未经许可（或符合要求）者不能加入，也就是说有一定的“中心化”

特质。联盟链目前多用于企业应用，其相对共有链来说，大多不涉及数字货币，

故而比较受到政府监管层面的欢迎。 

 

联盟与公有链一样，具有统一的加密方式（比如比特币就是主要使用 SHA2-256），

这导致了很多对自己数据有严格安全要求的企业不愿加入此类项目。 

 

归纳来说，目前区块链的三个架构方法，都无法调和可信度、安全性和运行效率

的之间的矛盾。即随着节点数量的增加，可信度增加，但效率降低；反之，随着

节点数量的减少，效率增加，但可信度降低。没有例外。而除了私有链之外，保

持数据的私密安全性对于公有链和联盟链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链天地 区块链系统设计了一种完全去中心化的新区块链架构，可以无限容纳

节点，增加数据链可信度，同时不会降低系统运行效率。更进一步的来说，相对

于公有链可能被恶意劫持的风险，本系统避免了通过算力或权限进行暴力篡改的

可能，从而保证所有参与方自身数据的安全。同时允许参与节点使用任何其自己

定义的加密系统，完全杜绝企业的后顾之忧。 

 

我们称这种新型的区块链结构，为网状链，其与现有的三种区块链架构的优劣对

比如下表： 

 



 

 私有链 联盟链 公有链 网状链 

执行效率 高 中 低 高 

数据可信度 低 中 高 高 

节点可扩容性 无 中 高 高 

依赖 ICO 电子货币 不依赖 不依赖 依赖 不依赖 

需要许可与否 需要 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防 50%算力（权限）暴力篡改 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 

扩展灵活度 高 中 中 高 

响应时间 快 中 慢 快 

吞吐量 大 中 小 大 

网络拥堵 小 中 大 小 

耗能 低 中 高 低 

技术应用难度 低 中 高 低 

去中心化 无 无 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 

加密方式 可自选 不可选 不可选 可自选 

 

 

 

 

更具体的技术细节，请参考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申请号 201911165559.9） 

 

 

 

 

 

 

 

 

 

 

 

 

 

 

 

 

 

 

 

 

 

 

 



第二章 基本架构 

 

链天地 区块链系统的基本架构分三层，分别是计算服务器，应用主机，以及

客户端。 

 

任何希望加入本系统的组织或个人，均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上述三者中

的一项或全部。如下图所示： 

 

 
 

 

区块结构：下面是一个典型例子。 

 

事件描述 ID=235 的用户在 2020-08-03 22:52:27 提交 哈希值 2892c4eb9564900039c5197c264d61b30dc344a0502877f3fbe2a40812e44c38605860137e59bc9055d871424d5e12928e657165b9623649fbca89df32eb53a

事件哈希 1ab80556f9bbe3bbeb826fb572b52b8292507b353acb61c4e21c3c7ed93d1ecd72aff4b54be8b0f1093c2d6b126b035723c6c94ac4d06c13b



操作链值 861d4878e041b7e0c82d4c8a03377985e67d7fa8b8e312256a754cff9973fdf83065a6522a361238c7f6fb2139c35ee53bf03f3fe855ffb774498122bb5ca

上一权重 deedfacef54cb1dfd57cc857a080f9067b0e1ba84ae7b6b4f6908bc8e5f27c852020080346702c2bcb556f74a8761bbf34ce30568a2f0218ef4d1902a85e7e4d

权重哈希 deedface2ed5fc00fb1ae714d5bd73bee525c161e8d4cb3e58a91d1f588d97c320200803d99694a58a1c9c999b4bbc70c01704b7df737db0bf0f26cadca88

计算结果 SHA3-256=a59964dbaa0ecf77a95badd1058c822a82631e4f02034aacf750fe0517a2fbbd1fd3c6c8c0fb22a2ebda1fc6d144ed0c9fc83e05807af64fcc26d279856a0d27.20200804164144.206262766341

SHA256=cf2ab0c4580bec9a7f7162f52a44bebaaa192c40d6b33b860e54272094958fe212fde0b92c46058b09d0440f398665a587e01779b278ad5d939c59

节点来源 652fc49ed7997329858889c5ff2b7353ddc5363975932a7dcfb6b380a22300361555b558c74dd2d4eff140d8908f1a272d9dce9f2b59bd5e6a9e4751608917ce D

最终链值 0a804d02d2bf580c16de757a07fd68fa6de80d700c13edcea337ebcad1fe0d80fdf454d6d0dbf977c335e515ac9cc11057de091281b136b9158fa9d188b05aba

 

本系统采用了“两条直线相交于一点”的方法来证明某个源文件的存在。以目前

全球的计算能力，很难找到在 sha256 计算下结果完全一致的两个不同源文件，

也近乎不可能找到在 sha3-256 计算下结果完全一致的两个不同源文件。所以我

们采用 sha256 及 sha3-256 两种算法得到同一结果即两种算法的“交叉点”来证

明源文件的唯一性以及证明此哈希并非平台凭空捏造，而是确有“源文件”的。

故此，与比特币等需要传递所有源数据才能进行计算的区块链系统不同，链天地

平台各个节点间传递的都是部分区块，但那些部分，都是可以独立证明整体的。 

 

事件描述：包括了一个待存档事件的具体内容。包括用户，时间，事件内容（比

如某一文件）本身的哈希值以及相关的费用。 

 

事件哈希：是针对上面那段事件描述所取得哈希。 

 

操作链值：是该事件发生的应用主机上，各个事件哈希前后相连成链后的值。 

 

上一权重：是该操作链值被提交到计算服务器后，经过计算服务器的统一打包（每

60秒将不同所有提交打一次包 package）后，待计算权重时其前一个包（package）

被计算出来的权重值。 

 

权重哈希：对应于本次提交的 package 所计算出的权重值，链天地系统的均必须

以 DEEDFACE 开头才能被识别。 

 

计算结果：里面涵盖了提交结果的客户端的公钥（地址）以及该客户端的时间章

以及计算结果。 

 

节点来源：应用主机在取回计算完的权重后，再次成最终链时所获取的相连其他



应用主机的最新公示码（即对方最新的最终链值） 

 

最终链值：根据节点所获得的公示码，以及从计算服务器取回的权重哈希，以及

前一个最终链值计算出来的新值。 

 

 

一． 计算服务器： 

 

本系统本质上采用 POW 模式。计算服务器为与之相连的应用主机提供计算委托平

台，同时将这些任务散发给各个客户端，校验客户端计算结果并负责按照公布的

费率向最先提交结果的客户端发放计算收入。目前示范的计算服务器使用

SHA2-256 以及 SHA3-256 进行加密计算，统一要求计算结果要求以 DEEDFACE 为

起始。 

 

应用主机向计算服务器提交任务时会被扣除一定费用。客户端在成功计算出哈希

值后，提交给计算服务器的同时获得相应报酬。该费用由计算服务器决定并公示，

应用主机与客户端用户自由决定是否参与。 

 

在本系统中，我司负责运行并维护起始计算服务器的域名是 block.LTD。我司只

负责运营维护，不干预（事实上由于计算力受限，也无法干预篡改）最终的计算

数据链。 

 

二． 应用主机： 

 

一般是各相关行业的垂直应用。各应用主机之间，有规范了 API 接口的相连选择，

由各自运营商自行决定是否相连，与谁相连。相连的应用主机之间也会不断交换

本身公示码（即各自最终链的最新值），并按照规则将获取到的公示码融入自身

数据，以达到相互链接成网的效果。典型的应用主机包含两个部分（也可以合二

为一），即业务服务器模组和节点服务器模组，流程如下图 

 

 

 

上图中的加权计算，即为提交到计算服务器并取回以 DEEDFACE 为起始的哈希结



果的过程。在获得了加权哈希结果后，将根据链天地系统得统一计算公示，获得

对应得网站信用分，向外界公示其公信力。另一方面，所有应用主机在向计算服

务器提交任务的同时，也会自计算服务器取回一份回执，其内容是计算服务器本

身事件链的最新值，这个也将是计算结果中的不可获取的一部分。故而也形成了

所有相连应用主机共同监视计算服务器的效果。 

 

DEEDFACE 信用分的计算方式如下： 

 

所有计算后的加权哈希结果，在起始位置的 DEEDFACE 之后，有多少个“0”开头，

则权重 W等于多少。每个网站的信用值计算公示如下： 

当天信用值（用 d表示）：以 UTF+8 标准时计算，假设每 24小时内生成的加权

记录个数为 a，当天最小加权权重为 W，则当天信用值 d = (e-1)w  x  ln(a+2)，

其中 e为自然常数，所得值四舍五入取整。 

举例说明，某网站自加入本系统起，一共有三天生成了加权记录，其中第一天

d1生成记录 20条，均以 DEEDFACE 开头但未进一步计算出来后位的零，则表示

当天没有使用加权算法（如果连 DEEDFACE 都没有计算出来的，则不予加入本信

用系统）；第二天 d2生成记录 3条，当天最小加权 w为 7（也就是 DEADFACE 后

面跟了 7个 0）；中间两天没有生成数据；第五天 d5生成 1000 条记录，当天最

小加权 w为 3（也就是 DEADFACE 后面跟了 3 个 0）. 

则该网站五天的信用值(均为向下取整)分别为 

d1 = (e-1)0 x ln (20+2) = 3 

d2 = (e-1)7 x ln (3+2) = 71 

d3 = (e-1)0 x ln (0+2) = 0 

d4 = (e-1)0 x ln (0+2) = 0 

d5 = (e-1)
3 
x ln (1000+2) = 35 

故截至至第五日，该网站加权信用值为 109 

 

一个网站的综合信用值由以下几点决定：产生记录的天数，越久越好；每天产生

的记录量，越多越好；产生记录时候使用的加权值，越高越好，加入本系统时间，

越早越好。 

 

DEEDFACE 信用分的累计需要消耗大量的计算，而一旦该应用主机篡改本机数

据，则该信用分将完全清零且不可恢复，故而也使得运营者在篡改前有所顾虑，

这也是 POW 的另一种应用。同时，也由于 DEEDFACE 的计算结果是自成链的，所

以计算服务器本身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计算力来从头篡改所有数据。 

 

 



三． 客户端： 

 

客户端（目前是 windows 版本下的）提供了两大功能。 

 

其一，连接到选定的计算服务器上获取计算任务，并取得相应报酬。 

 

其二，在计算之前，客户端会要求客户选定一个本机文件作为私钥的生成基础。

其后根据该私钥生成后的公钥将被嵌入在计算结果中被等待的应用主机使用并

作为将来获取酬劳的“凭证”公开（不是文件本身，而是生成的公钥公开，可以

类比为比特币中的“地址”）。故此，此结果也可以作为客户端用户留存文件证

明的一个途径。 

 

其三，每个客户端在计算前都将本机的时间章加入计算参数。故而在其结果中都

包含着时间证明。即使有部分客户端恶意将错误的时间引入计算也无济于事，链

天地系统默认以超过 51%的客户端的时间章作为评判标准。 

 

 

四． 锚点服务器： 

 

锚点服务器是我们整个系统里面的重要辅助和补充。众所周知，公有链最大的问

题就是在其初始阶段的脆弱性。由于节点数不够（在我们系统中就是参与的客户

端和应用主机比较少），很容易受到恶意攻击（超 51%算力）致使整个系统数据

被篡改。 

 

针对于此，我们采用了线下结合线上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 

 

所谓锚点服务器，就是可以在线下大规模记录数据并分发到广大人群手中的一个

平台。链天地系统内部采用独有的加密分发模式，不断的将某些计算数据交付线

下的广大人群手中（具体请看后面的实例）。对于恶意的客户端以及应用主机来

说，无从知晓整个最终链中哪些数据已经被线下分发。故而一旦恶意的发起数据

篡改，即使算力超过 51%，也会被线下早已存在的证据击败，浪费算力的同时也

将被公示列入黑名单，必要时还会被法律诉讼。大大增加了恶意攻击的风险成本。 

 

 

 

 

 

 

 

 

 

 

 

 



第三章 突出特点 

 

 

在介绍我们的系统之前，先来看看区块链行业里面常见的问题。 

 

1. 现有的区块链系统的协议不分层，所有节点都使用同一协议。优

势，简介明了。缺点，不开放，互通性差。链天地 使用三级

协议分层，不仅本系统内自由互联，也为跨链连接提供了简单的

解决方案。 

2. 公信力与执行效率间的矛盾。链天地 的三级分层设计，将应

用主机独立出来，在相对比较“低频”的计算服务器无法提供及

时响应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按照现有数据“衍生”出额外的区块

数据，不会影响应用层面的效率。而其“衍生”的额外数据也自

身成链的同时，采用了我们的“自循环”结构，会被同样处在“应

用层”的“高频”主机读取并记录，故而同样无法篡改，具有公

信力。 

3. 目前公有链的网络数据拥堵是个大问题。因为所有节点都在传输

完整区块。链天地 的三级分层设计使得不同层级的节点传递

的区块的比例不同，大部分情况下仅需传递结果哈希值既可。 

 

链天地 区块链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的架构。主要特点如下： 

 

1. 自由选择节点类型（完整的应用主机模式、API 接口模式或者电脑客户端） 

2. 自由选择本节点的加密类型（仅限计算服务器或应用主机节点用户，电脑端

客户只能跟随对应的计算服务器） 

3. 自由选择想要链接的节点（系统有推荐，但也可以自主选择目标）。 

4. 分层链接，区块不需要在所有节点间完整传播，减少网络拥堵。 

 

 

我们以实例来举例说明。 

 

计算服务器：block.LTD 

 

应用主机一：i.block.LTD，以 API 接口为其他网站提供存证服务。 

 

应用主机二：demo.block.LTD，以在线文本提交的方式提供存证服务。 

 

应用主机三：锚点服务器 reg.LTD，以防伪码的方式进行“抛锚”。 

 

Book.LTD 是一个文学作品版权网站，作为一个应用主机加入本系统。该站对于

自身数据安全要求高，故而不与其他任何应用主机相连，仅仅通过 i.block.LTD

的 API 向 block.LTD 这个计算服务器提交计算委托并取回计算结果。此时，

book.LTD 本身类似于一个私有链，拥有 100%的速度和数据安全。 

 



Book.LTD 通过 i.block.LTD 的 API 与 block.LTD 交换信息，本质上等于为

book.LTD 建立了一道物理的防火墙确保安全的同时，将其需要交换的数据带到

了我们的链天地系统中。 

 

i.block.LTD 与 demo.block.LTD 作为独立运行的两台应用主机，在向各自的用

户提供服务器的同时，也互相链接读取对方的公示码来加入自身数据。此层面的

链接网是脱离了 block.LTD 这个计算服务器而独立存在的。 

 

 

 

 

 

 

第四章 关键技术 

 

 

详见专利申请文件。 

 

 

第五章 产品规格 

 

 

本系统使用 joomla 开源平台二次开发而成。业务主机的系统在我们的官网

block.LTD 上下载。用户只需修改对应的数据库配置既可直接启用。 

 

实际案例 

 

目前已在运行中的示范网站，包括 block.LTD; i.block.LTD 与 demo.block.LTD

和 reg.LTD。示范网站中的服务器角色分为三种：应用主机、计算服务器及锚点

服务器。应用主机为有正常业务的区块链站点，在系统中负责接受用户的实际数

据，并向计算服务器提交数据及取回结果、与其它应用主机建立连接关系；计算

服务器的功能是对提交上来的数据打包，然后分配给客户端。在校验客户端所提

交的计算结果后进行计算生成权重链；锚点服务器的功能是将计算服务器生成的

权重链数据进行线下应用，以达到为计算服务器作铁证的目的。上述 4个网站角

色依次为计算服务器、应用主机、应用主机、锚点服务器。下面以上述四个网站

为例来具体说明流程。技术说明中可能涉及其它站点。 

 

应用主机与计算服务器之间的关系。应用主机是实际的业务服务器，应用主机可

以将本机操作链数据提交至计算服务器。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1、在计算服务器注册帐户。 

在任意页面点击登录注册区块的“注册帐号”。 



 

 
填写好必要的信息后，提交信息，系统会出现注册成功失败的错误提示。若注册

成功直接在登录注册区块登录即可。 

2、计算服务器进行的操作 

在主菜单“用户帐户”-“设置任务提交令牌”菜单链接中进入链接提交令牌 

 



 
令牌即密码，设置完成后方可提交计算任务。 

 

在“用户帐户”-“添加应用主机到白名单”菜单链接中进入添加应用主机到白

名单。 

 

域名对应的站点提交任务时，IP必须在白名单内。如某站点域名为 test.cn，IP

地址为 1.1.1.1，则 test.cn 提交数据时必须从 1.1.1.1 主机提交数据，否则系

统会拒绝。提交任务是收费的。设置好白名单后需要去充值。 

 
点击“用户帐户”-“充值（目前免费）”菜单链接即进入模拟充值页面。 



 

此页面会有充值/消费记录，注意，此页面为模拟页面，用户可以随意为自己帐

户充值。实际运行时可是会更换为银行卡等真正充值功能的页面。目前每提交一

条数据需要消耗一点，请充值保证余额充足。 

 

3、应用主机进行的操作 

下一步开始讲解应用主机站点上的操作。 

 

在 demo.block.ltd 上登录注册与 block.ltd 相同。不再赘述。登录进入帐户后，

若为管理员帐户，可以进行与计算服务器或其它应用主机相关操作。点击“计算

任务”-“设置计算服务器”链接。 



 
当前示例中仅 block.ltd 一个计算服务器，不需要用户填写服务器地址，但需要

输入正确用户 ID及令牌（即密码），点击添加，即可查看操作成功失败提示。 

若操作成功，进入“计算任务”-“提交任务” 

 

 

系统会列出可以提交的任务，提交信息即可。 

 
提交完任务后，在“计算任务”-“获取结果”菜单中进入获取结果页面 



 

点击“开始获取”即可查看获取结果。 
在测试网站 demo.block.ltd 及 i.block.ltd（i.block.ltd 还有更多功能后面介

绍）输入文本内容系统会自动提交至计算服务器 block.ltd。测试方法如下。 

进入主菜单“内容生成”，在编辑框中输入内容即可产生测试事件。 

 

输入文本点击“添加”按钮，产生提示后点击确定。 

 

系统会显示刚刚操作产生的事件的某些信息 

 

自动提交同样在取回结果页面取回结果。 

在 i.block.ltd 网站还可以查看我的输入记录。 

进入主菜单“我的输入页面”即可查看自己的输入事件相关信息 



 

产生的格式如下： 

 

下面再介绍 i.block.ltd 相比 demo.block.ltd 更丰富的功能。i.block.ltd 是

一个为其它开发者提供 API 接口的站点。其在收到它站提交过来的哈希值、字符

串或二进制数据时会在本站操作链产生条目，该条目链哈希值会自动提交到

block.LTD 以供计算。功能使用方法如下。 

进行技术对接前（由于去接后需要支付给本站一些费用）先进行充值操作。 

 
进入主菜单“充值”页面，输入对应金额即可完成模拟充值。 

充值完成后，再创建应用，对接时使用的认证凭据必须是自己所创建的应用。进

入主菜单“应用管理”。 

 

点击“创建新应用”即可创建一个应用。 



 

点击后系统创建一个应用并且为其分配默认值。用户为安全考虑应该起码及时修

改私钥，私钥及应用标识（即应用 ID、也称 AppID）是一个键值对儿，对接时若

需要安全验证则开发者需要需要将这两个参数传递过来方便本站认证。“删除”

及“保存”两个按钮分别可以删除应用及保存设置。 

完成应用的相关设置后可以进行技术对接（测试时接受了一些 book.ltd 站点数

据，仅为测试使用）。 

技术对接有两个接口，分别是存档数据（数据可以为本站规定格式的哈希值、UTF8

编码字符串或文件）和获取存档信息。接口均为 Web API 接口，无 SDK 开发包。

开发者只需要按要求对接两个接口即可。 

SaveHash 接 口 用 来 存 档 数 据 ， API 地 址 为

https://i.block.ltd/customize/pages/SaveHash.php，传递参数使用 POST 方

式，必须提供 appid、privatekey、type 及 data 共 4 个 POST 参数，分别对应应

用标识、应用私钥、数据类型及数据值。数据类型必须是 hash、string、bin

中的一个，分别对应哈希值、字符串(不可大于 5k)、二进制数据（即文件内容，

不可大于 5M）。data 参数说明数据内容，当 type 为哈希值或字符串时为哈希值

或字符串原文，当 type 为 bin 时 data 为 base64 编码的二进制内容。响应信息

为 JSON 格式的文档，对象类型，成员为 error 和 message，当操作成功时 error

为整数 0，message 仅为无意义的字符串类型”Ok”，当出现错误时，error 为

整数类型的非 0数字类型错误码，message 为错误原因描述。示例代码（PHP7.0

以上版本有效）如下： 

/** 

 * 发送 post 请求 

 * @param string $url 网址 

 * @param array $post_data post 键值对 

 * @return string 

 */ 

function send_post($url, $post_data,$auto_build_query=true) 

{ 

    if($auto_build_query) 

        $postdata = http_build_query($post_data); 

    $options = [ 

        'http' => 

        [ 



            'method' => 'POST', 

            'header' => 

'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content' => $postdata, 

            'timeout' => 10 //超时时间，单位秒 

        ] 

    ]; 

    $context = stream_context_create($options); 

    $result = file_get_contents($url, false, $context); 

    return $result; 

} 

 

 

$postdata=[ 

 'appid'=>'9ebec0a4-d585-11ea-979e-5254000e3269', 

 'privatekey'=>'55e6975e192de2de16453e9d332db78e426e0802873ecbb004

744c8491fb96f8', 

 'type'=>'hash', 

 'data'=>’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0123456

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

cdef’ 

]; 

$t=send_post('https://i.block.ltd/customize/pages/SaveHash.php',$post

data); 

 

if($t===false) 

 throw new Exception('访问 url 失败', 1); 

 

$t=json_decode($t,true); 

if(!$t) 

 throw new Exception('json 解码失败', 1); 

if($t['error']) 

 throw new Exception('操作失败，服务器报告'.$t['message'], 1); 

返回结果如{"error":0,"message":"Ok"}表示成功，如{"error":1,"message":"

系统繁忙"}表示出错，error 的值即为错误代码（错误代码 0表示操作成功），

message 成员为出错原因描述。 

上述示例代码以 PHP 语言为例，其它语言自行转换即可。 

 

GetTask.php 接口，查询计算结果。技术对接给我们的数据我们直接原样发送到

计算服务器 BLOCK.LTD 上。若要查询计算结果使用此接口，地址为

https://i.block.ltd/customize/pages/GetTask.php，使用 GET 方式，需要提

供 appid 及 privatekey 两个参数指定应用 ID 及私钥，直接通过 URL 访问示例：

https://i.block.ltd/customize/pages/GetTask.php?appid=9ebec0a4-d585-1

1ea-979e-5254000e3269&privatekey=55e6975e192de2de16453e9d332db78e426e



0802873ecbb004744c8491fb96f8 

 

返回的数据结果为JSON格式数据，对象类型，两个成员分别为error及 message，

成功时 error 为整数类型的 0，message 为数组类型，数组每个成员都是一个对

象，分别有 5 个属性，Hash、QueryKey、Title、ChainHash 和 CalcResult。分

别代表提交到哈希值（或字符串、二进制数据产生的哈希值）、查询码、类型（哈

希值、字符串、文件中的一个）、操作链哈希及计算结果，QueryKey 及 CalcResult

可能为空，前者为空表示还系统还未获取查询码，后者为空表示计算服务器还未

计算完毕或本站还未取回结果。示例返回结果如下： 

{"error":"0","message":[{"CalcResult":null,"Hash":"2892c4eb9564900039

c5197c264d61b30dc344a0502877f3fbe2a40812e44c38605860137e59bc9055d8714

24d5e12928e657165b9623649fbca89df32eb53aa","ChainHash":"861d4878e041b

7e0c82d4c8a03377985e67d7fa8b8e312256a754cff9973fdf83065a6522a361238c7

f6fb2139c35ee53bf03f3fe855ffb774498122bb5caff6","QueryKey":"","Title"

:"\u54c8\u5e0c\u503c","WeightedHash":null},{"CalcResult":null,"Hash":

"9a8ac74a5256b2607fddab6e10d91c4e1c147f99c9bdd5ee2f193fe1a0fb7acf4e6a

5e161c1dd40773ea0d76d8fba7c79ac1abc5f7190274e03ff05b35efae11","ChainH

ash":"08ea0e208717bcf43b92fcad3d402f54a357ce60d70f5524d11bce479bad2c5

1713de09781b467d787ab8e6a46d79de8541d4c74ddce68b7bdda27afd184e51d","Q

ueryKey":"","Title":"\u54c8\u5e0c\u503c","WeightedHash":null},{"CalcR

esult":null,"Hash":"54a433c9d8f047eb55943b70f65c9455cd7595cf48a58b3c3

129ed30b621e7c70ba77c69bf2ece2d5846a61f2762d71cedb410519081630670348e

3c41172db6","ChainHash":"b798a74d6b3797651c1517fdceb10a2cf73cc7e2ba0c

ab3db0fe27be20bdcabf0a9eb051fd6f5155372724a06c5143fbb3c9cd9568aac1db2

8b47c43ac79c0e4","QueryKey":"","Title":"\u54c8\u5e0c\u503c","Weighted

Hash":"deedfacee4f81711a65be935bd615090cf921f9ea2844f16ae94be676d35a5

de2020080373d8ff31d1103d11568e48ba05d3ff34673976a9935147927a086cda"}]

} 

4、锚点服务器 reg.ltd 的介绍 

Reg.ltd 是锚点服务器。Reg.ltd 主要以防伪码相关操作为主体功能的网站。其

会不断获取 block.LTD 上的最新加权链值，并以之为基础生成唯一对应的防伪

码，通过实体产品分发到线下并被大众保存（本例中 reg.LTD 的产品数以十万记，

远远大于大部分的公众链的节点数）。以此达到的不可修改性可以为计算服务器

的数据做证明。Reg.ltd 先获取 block.ltd 的最终链值。（仅允许管理员进行相

关操作）操作流程介绍请看下文。 

点击主菜单“我的帐户”链接提示微信扫码登录。 

 



 
管理员微信扫码登录后，在“我的帐户”页面“生成防伪码”菜单中可以进入获

取计算服务器最终链值及生成防伪码操作。 

 



 
点击“开始获取”按钮，系统会从上一次成功获取的最后一个条目（权重链 ID
总是增加的，如上次获取到权重链 ID 为 10 处，则此次从 ID 为 11 的条目开始获

取）之后再获取。防伪码数据本身也是一个成链的数据结构。获取的条目按顺序

排列后每个权重链条目链哈希连接防伪码链上一条目（第一个条目的上一防伪码

链哈希记为长度为零的空字符串）链哈希再取哈希生成本条目防伪码链哈希。即

防伪码链是自身成链的。新生成的防伪码链条目总是未分配的。若有用户申请防

伪码时，则将未分配的防伪码条目进行分配，防伪码链条目链哈希即为防伪码内

容。当未分配的防伪码不足以分配（如未分配防伪码仅 10000 个，但是某用户申

请 20000 个防伪码）时，系统会生成随机值当作计算服务器权重链链哈希按上述

规则新生成防伪码，补齐缺口后再分配。防伪码通过主菜单“商家中心”的“查

看防伪码”链接即可转到。 

 
点击“查看防伪码”。 



 
页面会显示防伪码，实际应用时这些二维码会被打印出来贴在产品或其包装上，

这些二维码包含防伪码链中的链哈希值，而防伪码链哈希（部分或全部）数据是

来源于计算服务器 block.ltd 的，为计算服务器的数据真实性作证。此页面中同样

提供 ZIP 包下载（里面是对应项目所有二维码 png 图片）及 TXT 格式的数据下载

（每一行是一个二维码源数据）。 

 



项目的防伪码被销售或购买者（或其它普通用户）扫码后均可在相应页面显示防

伪码内容（即防伪码码链中的链哈希）。 

 
防伪码被销售（公限授权授权销售模式）及购买时会加入到 reg.ltd 本站的操作

链。 

 
reg.ltd 网站操作链成链且公开（其也会提交到计算服务器，同 demo.block.ltd 一

样，但是在本系统中主要使用它的锚点服务器功能）。除了锚点服务器外，计算

服务器通过相连的客户端来计算加权值并成链，其所需的计算力在一定程度上也

大大增加了伪造篡改数据的难度，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修改。 



 
5、技术原理 

本系统采用的哈希算法均为sha3-256算法在前sha256算法在后的自定义算

法。后文未说明哈希具体算法均为此算法。对数据取哈希，哈希值对应的 16

进制小写 UTF8 编码字符串即为哈希值。后文未说明的哈希值均为此类型的

哈希值。 

用户的操作，系统会生成描述文本，事件描述文本取哈希值称为事件哈希。

站点操作链主要就是将事件哈希制作成数据链。具体方式为，第一个操作链

哈希值是将第 1个事件哈希连接上一个空字符串后，将新字符串取哈希值，

产生的操作链哈希值称为第 1个条目的操作链哈希值。后面的每个事件哈希

值都是 事件哈希连接上一个条目操作链再取哈希。即每个事件在操作链中

的操作链哈希值均为事件哈希连接上一个条目操作链哈希，然后对新字符串

取哈希值。第 1个条目的上一个条目操作链哈希值按空字符串处理。应用主

机将链哈希按顺序（并且全部提交，但是必须保证按顺序，如有 1、2、3、4、

5 共 5 个条目只提交两条如先提交第 3 条再提交第 5 条允许，先提交 5 再提

交 3非法）提交到设置好的计算服务器。计算服务器收到后，开始将其追加

到“提交任务队列”（与后面的“计算任务队列”含义不同）。计算服务器

每分钟扫描一次“提交任务队列”有无待处理任务，若存在则将这些任务打

包成一个“计算任务”添加到“计算任务队列”，打包方式为取出当前最新

操作链链哈希值当作验证文本，将“提交任务”（即本站规定的哈希格式）

当作字符串与验证文本字符串连接成一个新字符串取哈希值记为“查询哈

希”，“查询哈希”连接上文本“ FROM HOST ”及提交的作品主机名组合

成一行文本，如“*** FROM HOST demo.block.ltd”，每个提交任务占一行，

每行之间用“\r\n”连接，最后一行补上验证文本+“ IS LOCAL ADDITIONAL 

TEXT”组合成一个字符串，打成一个包，一个包使用的验证码都是一个，将

这个字符串取哈希值记为“计算任务”添加到“计算任务队列”。每个“计

算任务”条目就是一个计算服务器站点权重链条目。权重链生成过程为：依

次将 计算任务、“，”、上一权重链哈希连接成一个新字符串，记为源文

本。源文本形成后，开始计算合适的某个值记为哈希 3值，使源文本连接上

哈希 3值，再取 sha3-256 值使其前缀为 16进制小写前缀为 deedface。再计

算某个值记为哈希 2值，使源文本连接上哈希 2值组成新字符串，对新字符

串取 sha256 值前缀为开始计算的时间 YYYYMMDD 格式。有 deedface 及

YYYYMMDD 前缀的两个哈希值 deedface 前缀的在前，YYYYMMDD 时间格式的哈

希值在后组成新哈希值，记为权重链哈希值。计算完成后，应用主机取回其

操作链哈希对应的权重链哈希。取回后，将 权重链哈希、上一最终链哈希

值、节点值依次使用英文符号点分隔连接成一个新字符串取哈希值，新哈希

值即为最终链哈希值。节点值是英文符号|分隔的连接服务器信息项，每项

信息是 最近最终链哈希连接英文冒号再连接主机名。 

 

应用主机之间相连。应用主机之间可以建立连接关系(以 demo.block.ltd 及

i.block.ltd 截图为例)。每个应用主机都维护一张当前与自己相连服务器的列

表，此列表为单向。即可能出现主机 A的列表中有主机 B，但是主机 B列表中无

主机 A。先描述站点中操作步骤，后面描述技术原理。连接其它主机可以进入菜

单“应用外链服务器”-“连接其它应用主机” 



 

 
直接填写主机名连接即可。 

从“应用外链服务器”-“同一计算服务器下应用主机”菜单下也可选择计算服

务器提供的其它主机。 

 
点击主机名主动填充连接服务器 

 

点击连接即可查看连接结果。若添加成功，则页面更新。 

 

连接分为两种，向上连接和向下连接。若主机 A主动连接主机 B，则在 A主机中，

主机 B的连接类型为向上连接。在主机 B列表中，A的连接类型为向下。目前系

统要求向上最多连接 3台向下最多连接 5台。本机生成的节点值时会包含加入主

机的最新权利链哈希值。应用主机每 1 分钟更新一次相连主机最新最终链哈希

值。管理员可以将连接主机踢除。进入菜单“应用外链服务器”-“踢除相连应

用主机” 



 

 
即可踢除想需要不再连接的主机。 

客户端的使用。本系统用到的客户端有多个，先介绍应用主机提供的客户端。进

入“客户端下载”页面。 

 
页面提供 windows 版客户端下载和 PHP 版数据转化工具，用户在装有 PHP 环境

的主机中，下载好 PHP 代码并保存，运行 PHP 代码后系统会生成对应的验证文

件，然后打开 windows 版客户端 



 

选择相应的文件即可查看验证结果。再介绍计算服务器客户端。进入“软件下载”

菜单，分别可以下载计算客户端、单机验证软件、文件特征码工具。 

 
计算客户端的使用方式如下。 

 



第一次打开客户端后，必须先选择公钥源文件。源文件会按系统前面提到的哈希

算法生成私钥，私钥再取哈希值生成公钥。公钥会被提交，公钥类似一把锁，私

钥是这把锁的钥匙。用户需要妥善保管。选择源文件后点击“保存并重启”，系

统自动保存相关信息，并在客户端所在目录下生成“链天地私钥文件 (勿
删)20200715_143238.txt”类似或称的私钥文件，此文件第一行即为私钥，用户

提现收益时需要使用。客户端重启后，用户需要配置其它信息，服务器即为要为

哪个服务器做计算，填写服务器主机名即可，线程数是指开启几个线程进行计算。

一般设置为计算机 CPU 核心数。起始线程一般为 0 即可。若多个主机或同一主

机多个实例使用同一公钥，请保证线程 ID 不要重复。如 2 台主机使用同 1 公钥。

主机 1 开 4 线程，起始线程为 0，则线程分别为 0、1、2、3，则此时主机 2 起始

线程起始应从 4 开始。完成后保存配置系统自动开始运算，一般不需要人为干预。

当客户端计算出很多值后。可进入计算服务器“领取哈希计算收益”领取收益到

支付宝。 

 
用户填写好自己的公钥、私钥，以及要提现到的支付宝帐号及对应的姓名等信息，

符合条件即可提现。单机验证软件与应用主机使用方式相同，不再赘述。文件特

征码工具作用是获取文件的哈希值。 

 
当用户想证明自己对某文件有版权，但是此文件又不能泄露。即可使用此工具获



取此文件哈希值，将哈希值提交到计算服务器来领取计算报酬。而去中心化的客

户端在提交的同时就是在为对应的加权计算值的存在作证，介于所有计算结果均

成链，故而当客户端达到一定数量后（类似于其他公有链的节点数达到一定数量

后），就会不断的有客户端提交结果来获取报酬，动态的持续为加权链作证。 
 
 
 
 
 
 
 
 
 
 
 
 
 
 
 
 
 
 
 
 
 
 
 
 
 
 
 
 
 
 
 
 
 
 
 
 
 
 
 
 



 
第六章 总结 

 
 
链天地系统，通过将传统的区块链系统划划分为三个层面来提高了链入的灵活

性，由于不需要在不同节点间传递完整的区块故而也降低了网络的拥堵。同时，

将传统的线性相链改成了各自独立的网状相链，使得相互监督作证成为了可能。

而在节点数量较少的初期，采用了线下锚点的方式来保证数据的不可篡改特性。 
 
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去中心化计算，去中心化的监督，加上中心化运维的一

个系统。也是类似公有链的一个非货币化的探索。在这个系统中，区块作为了一

个商品形成了供求，而非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