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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银行系统的中心化数据存储模式高效便捷但不透明，而新兴的去中心化的应用系统公开透明但共
识机制低效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面向银行系统的总分双链的弱中心化可信数据管理方案。该模式的核心思想是应用
区块链技术，打造彼此交叉且相互印证的总分双链的数据存储结构，并利用分户账回溯定位技术，结合大量轻客户
端基于密码学技术的分布式监督，为个体提供交易验证的可能，从而实现数据的中心化可信存储与管理。它将中心
化的数据存储与去中心化的数据验证相结合，从而兼有中心化管理的高效性和分布式机制的透明性，其本质上是一
种民主监督下的中心模式，在满足银行独立完全掌控数据的同时，能够自证清白，并兼顾隐私与监督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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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ed data management schema for semi-centralized digital bank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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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centralized data storage schema of traditional banking system is efficient but non-transparent,
while the emerging decentralized data management system is transparent but inefficient in the consensus mechanism, this
paper suggests a new trusted data management schema with a cross binary-chain for general ledger and subsidiary ledger in a
semi-centralized architecture. The core idea of the new schema is to build a cross-chain for the transaction data with the
blockchain technology, so as to realize centralized trusted storage and management of data by combining “the ledger
backtracking lo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distributed supervis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clients based on cryptography
technology. Combining the centralized data storage mode and decentralized data validation method, it is both efficient and
transparent. Essentially, the Cross Binary-Chain schema is a centralized approach based on distributed democratic supervision.
Achieving the balance between privacy and supervision, it satisfies the need for banks to independently and completely control
over the transactio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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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银行体系一直采用“中心化”管理模式，该模式具
备高效可控和管理便捷等优势，但近年来随着一些内部人作
案和外部攻击事件的披露，中心化模式的弊端日益突显：中
心集中存储所有的账户信息和交易信息，很容易成为黑客攻
击的目标，造成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中心化管理缺乏
透明性和可监督性，储户只能被动的完全信任银行，难以主
动实施监督。银行拥有每一笔交易的记账权，具备伪造客户
信息、窜改交易记录的能力。在特定情况下，存在中心作弊
侵害储户利益的风险。
近年来，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管理模式逐渐
受到关注和热捧。建立在多方共同记账原理下的区块链技术，
具备高安全性、公开透明、数据防窜改可追溯等优势[1~5]。但
该技术目前仍处于初期，存在高耗低效、隐私泄露和责任主
体缺失等问题[6~9]。此外，若采用该模式，银行将丧失系统的
中心地位，政府更难以实施监管，无法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
性和可控性。中国人民银行数字研究所的最新表态就明确指
出“目前不建议基于区块链改造传统支付系统” [10] 。目前，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是区块链在金融应用中的典

型代表，我国央行也正在研究自己的数字货币。但央行主导
的数字货币是以国家信用作为背书，数据管理上仍然采用中
心化模式，无法从本质上体现区块链多方信任的特点，进而
无法充分发挥虚拟货币的业务优势。同时，它对现有银行体
系的运作模式改动较大，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都将十分高昂。
有鉴于此，为了更好的满足银行业需求，提升银行公信
力，本文结合现有银行系统的业务特点和区块链的技术优势，
提出了一种新型的银行数据存储和管理方案，使其在保持集
中高效、低成本运作的同时，兼备透明可监督的特点。
本文后续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节整体性描述该新型数
据管理方案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思想；第三至五节阐述新方案
的具体设计，包括账户管理和交易流程、分户账 Merkle 树及
其回溯定位技术、总分十字双链的数据存储模式；第六节阐
述个体储户如何进行分布式数据验证；最后是全文的总结，
对新方案的优势和扩展应用进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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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块链思想的弱中心化方案

如何在新的技术形势下，打造高效便捷的可信数字银行
是现代银行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技术问题。然而，在现有技
术条件下，“高效便捷”与“可信”往往不可同时兼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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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便捷”意味着需要采用传统中心化的数据管理模式，由银
行集中存储和维护所有的数据信息，而不能像比特币交易一
样，交由去中心化的网络来分布式的验证和存储。
“可信”则
意味着必须从技术和制度上确保银行只能如实记账，而无法
伪造或窜改交易记录，这就要求交易数据须公开透明、多方
可验证，而不能采用黑箱式的封闭管理。
为此，本文设计了一种“写验分离”的“弱中心化”数
据管理方案。该方案一方面保留银行在系统中的核心地位，
它是所有交易的共同中介，也是系统唯一的记账人，集中存
储全部的账务数据，是维持系统高效便捷运作的关键；另一
方面所有储户都是体系的分布式监督人，他们手握基于区块
链技术生成的公开验证数据，通过对个人分户账信息的直接
验证，以及对银行总账数据的间接审计，实现在兼顾隐私条
件下交易数据的透明性和可验证性，有效防止银行利用信息
独占优势作假，使其成为真正可信任的数字银行。它将中心
化的数据管理与分布式的、轻客户端的数据审计相结合，从
而兼有中心化的高效便捷性与去中心化的安全透明性，它在
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监督下的中心化数据管理模式 [11~13]。
显然，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在中心化模式下确保银行“可
信”。进一步，何为可信？本文认为它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真
实可信。a)储户存取真实可信：没有授权，银行动不了储户的
钱，即银行无法私自伪造储户的交易记录或窜改账户余额；
b)转账交易真实可信：每一笔转账交易，转入转出都如实记
录，银行无法记“单边账”(即只记录转出信息，漏记或错记
转入信息)；c)整体账务真实可信：银行历史账户交易真实可
信，即使与储户“串谋”，或者隐匿内部账户，银行也无法窜
改或伪造过往交易记录。
针对以上三层“可信”，本方案从三个方面来共同营造中
心化数据模式下的可信银行。首先，基于无 CA 机构的非对
称加密账户管理机制，确保交易本身的真实性；其次，基于
多级扩展的分户账体系，包括个体分户账树和系统分户账树，
锁定所有个体交易历史，并应用账户回溯定位技术确保账户
被冒用；最后，采用总分十字双链的块链存储模式锁定银行
整体数据，并提供多维度的账务验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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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管理与交易流程

在现有银行体系中，目前普遍采用对称加密技术来保护
账户安全和进行身份识别。这种技术虽然简单易行，但必须
基于对银行的绝对信任。显然这与本文所提的“可信”银行
相矛盾，因为银行可以利用手中的信息优势，任意伪造或窜
改储户的交易记录。
因此，在本文提出的数字银行体系中，新方案采用非对
称加密技术来识别储户身份和保障账户安全，即储户和银行
各自拥有一套独立的公私钥，通过数字签名来进行身份认证、
安全通信，以及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不可抵赖性。例如，储
户通过数字签名来确保交易请求的真实性，银行通过数字签
名来确保系统消息和交易回执的真实性。同时，类似比特币
等虚拟数字货币体系的账户注册模式，新方案中没有所谓中
心化的 CA 机构(即“证书授权中心”)。无论银行还是储户，
所有的密钥对都由他们各自独立生成，并且独立保管私钥。
同时，银行的公钥向所有储户公示，而储户在进行账户注册
时完成其公钥与账号之间的映射绑定。无 CA 机构的非对称
加密账户管理技术是实现可信数字银行的基础。
图 1 展示了一笔转账交易的完整流程。其中，交易请求
Req 中，VA、VB 分别表示转出方(Alice)和转入方(Bob)的账
号，Amount 为转账金额，Time1 为请求时间，Memo 为备注
信息，SgnA 为 Alice 私钥对该请求的签名，以确认请求真实
性；转账回执 Rec 中(实线表示实时且必须)，Time2 为记账时

间，BalanceA 为交易完成后 Alice 的账户余额，Sgnc 为银行
私钥对该交易的签名，以确认交易合法性；转账通知 Msg 中
的参数与 Rec 类似(虚线表示非实时非必要)。

图1

转账交易流程示意图

Fig. 1 The transfer transaction process based on asymmetric encryption

在图 1 中，Alice 基于自身私钥的数字签名确保银行无法
伪造其账户的交易记录，从而实现了第一层“可信”。但由于
Bob 可能永远不上线，或者现实中永远联系不到 Bob(如收款
人死亡或匿名捐款等)，Alice 无法获知资金是否真实转入目
标账户，而“不诚信”的银行却可以利用自身的中心优势，
伪造虚假的 Bob 账户信息来欺骗 Alice。因此，仅仅依靠非
对称加密还无法实现第二层“可信”。

3

分户账 Merkle 树及其回溯定位技术

3.1 分户账树
为保障个人交易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防止银行窜改、
伪造或遗漏交易记录，储户需要独立的数据结构来存储自身
的历史交易信息，即“个体分户账”。个体分户账中记录的内
容是经银行签名确认的交易信息，即图 1 中的 Rec 或 Msg，
下文统称为 TX。
关于个体分户账的存储，传统的表格模式不仅数据存储
量大，而且难以体现交易的完整性。形如递推公式的哈希链，
如 Hn=hash(Hn-1|TXn)，虽然通过哈希头能够锁定所有交易，
但基于此结构的交易查询路径过长，并且在回溯过程中可能
泄露储户隐私(如某个时间段的交易频次等)。因此，本文采用
类 Merkle 树 来 存 储 个 体 分 户 账 ， 即 “ 个 体 分 户 账 树 ”
CLT(customer ledger tree)。
Merkle 树是一种哈希二叉树，它是一种用作快速归纳和
校验大规模数据完整性的数据结构。构造一棵完整的 Merkle
树需要递归的对数据节点进行哈希运算，并将新生成的哈希
节点插入到 Merkle 树中，直到只剩下一个哈希节点，该节点
就是 Merkle 根。它提供了一种快速验证数据存在性的方法。
当 N 个数据元素经过哈希计算并插入 Merkle 树时，任意一
个满节点回溯至多 log2(N)个路径节点就能到达 Merkle 根，
即至多经过 log2(N)次哈希计算就能检查出任意数据元素是
否存在于该 Merkle 树，从而完成其存在性证明。
不同于常规的满二叉树，本方案的个体分户账树 CLT 采
用多级可扩展的、逆向自生长的类 Merkle 树结构。图 2 展示
了一棵 3 级-8 节点结构的 CLT 示例。如图所示，CLT 整体上
是一颗不完全二叉树，但每一级都可单独视为一棵满二叉树。
其中，#0 叶节点记录储户账号与其公钥之间的映射关系；黄
色节点(无子节点，#1-#18)为交易叶节点，记录具体交易的散
列值；棕色节点(#A 和#B)为准根节点，它们曾经是 CLT 的
根节点，但随着自身交易量的增长，它们又陆续转变为上级
二叉树的中间节点。根据自身的存储能力和查询需求，储户
可以存储完整的 CLT，也可以仅存储上层新近部分的 CLT。
这样的设计既能通过树根 root 锁住个体储户的所有历史交易，
又能对新近交易的日常查询提供快速的回溯验证，同时满足
不同储户对交易扩展的需求，并在回溯验证过程中最大限度
的保护储户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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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可扩展、逆向自生长的个体分户账树 CLT

Fig. 2 A CLT example with 3-layers and 8-nodes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设计了如图 3 所示的“系统分
户账树”SLT(system ledger tree)：所有个体分户账树的根节点
有机的聚合在一起(如按开户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构造一
颗全体账户的 Merkle 树，每一个叶节点对应一个账户 CLT
的根节点，其根节点 SLT_ROOT 锁定全体储户的所有历史交易。
3.2 账户回溯定位技术
基于上述 CLT&SLT 设计，银行定期将 SLT_ROOT 对外
公布(如每日更新)，每位储户都能够通过这两颗 Merkle 树来
对自身交易的真实完整性进行验证。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
作为数据中心的银行仍然存在记单边账的可能。即使图 1 中
Alice 要求协查相关转账交易在 Bob_CLT 中的记录，银行也
可以提供虚假的 SLT 叶节点，用内部账户来冒充 Bob 的账
户。因为 Alice 并不知道哪一个叶节点对应 Bob_CLT 的真实
根节点。
如果每位储户的 CLT 根节点在 SLT 中的叶节点位置固
定且公开，那么 Alice 就可以对 Bob 账户进行定点回溯验证，
从而消除银行用虚假叶节点冒充的可能。因此，如何在验证
过程中推导叶节点的位置，是协查验证的关键。很幸运，
Merkle 树的回溯验证给本文提供了这种可能。
因为 Merkle 树的回溯路径具有唯一性，即每一个叶节点
通过哈希迭代回溯到根节点的路径是唯一的，不同的叶节点
对应着不同的回溯路径。因此，给定某个叶节点的回溯路径，
就能计算出该叶节点在 Merkle 树中的位序号(“位序号”指的
是叶节点在所 属 Merkle 树中的位置顺序，即第几个叶节点。例如，在
包含 2n 个叶节点的满二叉树中，叶节点的位序号依次为 i=0,1,2,…,2n1。)；反之，给出某个叶节点的位序号，也能计算出该叶节点

的回溯路径。本文把这种基于 Merkle 树回溯路径的唯一性来

图3
Fig. 3

定位叶节点位置的方法称为“回溯定位技术”。
这里所谓“回溯路径”指的是叶节点通过多轮哈希迭代
回溯到 Merkle 树根节点的过程中，各哈希因子相互间的排列
顺序，而与具体的散列值无关。具体地，叶节点的位序号与
其回溯路径的关系为：将叶节点位序号转换为二进制，然后
从右往左逆序排位，从第一个哈希因子(叶节点自身)开始，新
的哈希因子逢 0 置后，逢 1 置前，通过多轮哈希迭代，最终
回溯到 Merkle 树的根节点。这样得到的哈希因子序列就是该
叶节点的回溯路径。
例如，图 3 所示的 SLT 是一棵包含 16 个叶节点的满二
叉树，叶节点回溯到 SLT_ROOT 需要 4 次(log216)哈希迭代。
其中，ri 既是位序号为 i(i=0..15)的账户 CLT 的根节点 rooti，
同时也是 SLT 的第 i 个叶节点。令 xj(j=1..4)为 ri 回溯过程中
的 4 个路径节点，虽然 xj 的数值千变万化，但对同一个位序
号 i 而言，每个 xj 的位置是固定的，即 ri 的哈希序列是不变
的。以 r5 为例，5=(0101)2, 它对应的哈希序列为(x3x1r5x2x4)，
即由叶节点 r5 回溯至根 ROOT 的哈希迭代顺序为
ROOT=hash(hash(x3|hash(hash(x1|r5)| x2))|x4)
类似的，11=(1011)2, r11 对应的哈希序列为(x4x2x1r11x3)。
由此，本文在开户时为新账户分配固定不变的 SLT 叶节
点位置，并参照公民身份证中个人地址码、生日等基本信息
的编码模式，将该位序号直接编码写入储户的账号中。这样
在转账时，Alice 知道 Bob 的账号，也就知道 Bob 的 CLT 根
节点在 SLT 中的位置，因此能够对双方 CLT 中的相关交易
数据进行验证(需要银行提供回溯路径中的若干 xj)，通过自
查与协查，确保转账交易被真实执行，从而实现第二层“可
信”。

基于分户账树的账户回溯定位示意图

Program of account backtracking location based on CLT & 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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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种定位技术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SLT 的生长
并不影响原有账户叶节点 ri 相对于先前 xj 的顺序。即随着时
间增长，银行规模扩大，更多的账户被创建，SLT 向右扩展，
但并不影响扩展前的哈希序列，新路径仅将新的哈希因子放
置于当前哈希序列的右边即可。同样以 r5 和 r11 为例，当图 3
中 SLT 的叶节点数由 16 扩展为 32 时，5=(00101)2, r5 对应的
新哈希序列为(x3x1r5x2x4x5)；11=(01011)2, r11 对应的新哈希序
列为(x4x2x1r11x3x5)。

4

总分十字双链

账户回溯定位技术保证了银行的转账交易真实可信，实
现了第二层“可信”。但仅有可信的分户账体系，只能保证每
一位个体储户的交易真实性，仍然无法保证银行整体账务信
息的真实性，银行还可以通过隐藏的内部账户来窜改或伪造
虚假的交易记录。因此，还需要引入总账体系与分户账体系
交叉印证，并结合区块链技术来彻底锁死历史数据，从而实
现第三层“可信”。
如图 4 所示，将交易时间周期性划分，单位时间片内的
每一个账户视为一个节点 Vi，交易网内的每一个箭头都对应
一笔转账交易，箭头始端为转出方，末端为转入方。横向实
线代表不同节点间的资金流向，纵向虚线代表同一个节点内
的余额流向。如此，全部历史交易构成了一张纵横交织的交
易网，横向对应总账体系，纵向对应分户账体系，二者分别
从不同维度锁定历史——前者从整体维度锁定银行每一期的
所有交易，后者从个体维度锁定每一位储户的全部交易历史
——并通过具体交易信息相互印证。[14]

图5
Fig. 5

图4
Fig. 4

纵横交织的交易网

A crossover network of transaction

具体而言，为了与银行现行“日记账”体系对应，本文
按天划定交易周期，将每天的账务信息(总账和分户账)用块
链结构存储，所有区块利用哈希函数前后迭代，构成交易链，
锁定全部历史交易。形式上虽然只有一条物理交易链，但实
际存在总账链和分户账链两条逻辑链，二者相互交织，彼此
验证，为银行的第三“可信”提供可靠保障。因此，本文把
这条交易链称为“总分十字双链”CBC(cross binary-chain)。
通过对 CBC 的“块头链”(由 CBC 所有区块的区块头构成的
数据链)的分布式存储和验证，所有储户实现了对中心银行的
监督，进而对交易数据的真实性达成共识。
图 5 展示了 CBC 交易链的详细结构图，其中上半部分
为数据链的整体结构，下半部分为每个区块对应的核心存储
结构——当期的总账树和分户账树。

总分双链的详细结构图

The structure diagram of cross binary-chain

a)CBC 由若干区块按时序前后衔接构成，每个区块包括
区块头和区块体两部分。区块体储存当期的交易明细，区块
头存储该区块的摘要信息，如时间戳、总账树和分户账树的
Merkle 根、父区块头的散列值等，以及两个锁定银行整体数
值特性的模余——当期总发生额模 M1 的余数和账户总余额
模 M2 的余数(M1、M2 是两个公开整数，M1 大于单笔交易最大限额但
远小于每日交易总额，M2 大于单账户余额但远小于银行账户总余额。)。
b)总账树 GLT(general ledger tree)是一颗扩展的默克尔树，
每个叶节点对应当期的一笔交易 TX，存储的信息包括该交
易的散列值 Hash(TX)和发生额 Amount。[15, 16]除了像传统默
克尔树对散列值层层迭代外，每个节点的 SumA 字段等于其
最相近的两个子节点的发生额之和模 M1。这样，其根节点的

ROOT 字段锁定了当期的所有交易，同时 SumA*字段等于当
期的总发生额模 M1。
c)分户账树是基于前文系统分户账树 SLT 的扩展，每个
叶节点对应一位个体储户的分户账信息，包括 CLT 的根节点
和账户余额 Balance。与 GLT 类似，每个节点的 SumB 字段
等于其最相近的两个子节点的余额之和模 M2。这样，其根节
点的 ROOT 字段锁定了当期末所有储户的个体分户账，同时
SumB*字段等于当期的总余额模 M2。这样的设计既保留了可
验证的数值特征，又有效的保护了银行的商业隐私。

5

分布式验证
在数据的存储设计上，银行作为系统的中心，存储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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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括所有的交易流水、分户账信息和完整的 CBC 交易
链数据等。由于存储空间和计算能力的限制，以及对隐私安
全的考虑，个体仅存储 CBC 的“块头链”和自身(部分的)CLT。
基于上述交易链设计和数据存储机制，每一位储户都可
以在日常的交易查询中，对自身交易记录和账户信息进行主
动审计，而不再只是被动的信任银行。具体而言，个体对交
易真实性的主动审计包括三方面的验证，不仅查验自身的交
易数据，还要协助查验交易对手的相关数据，以及验证整体
的数值特征。
a)自身真实性验证：自身 CLT 的根值是否与最新区块中
SLT_ROOT 锁定的该账户叶节点的 r 值相等;待查验交易是否
同时包含于自身 CLT 和对应区块的 GLT 之中。[15]
b)对手真实性验证：交易对手 CLT 的根值是否与账户回
溯定位计算出的 SLT 叶节点 r 值相等;待查验交易是否同样
包含于对手的 CLT 之中。
c)整体真实性验证：回溯过程中，GLT_SumA*是否等于
对应区块头的总发生额的模余；SLT_SumB*是否等于总余额
的模余[16]。
需要说明的是，储户在进行交易查询前，需要先与银行
进行数据同步，包括更新 CBC 的块头链和自身 CLT，并对更
新数据的延续性进行验证，即新数据必须能够以先前存储的
旧数据为基础，通过合理的迭代推导出来。此外，交易查询
中，银行不仅需要提供账户余额、交易明细等常规的基本账
务信息，还需要提供相关交易及分户账对应的 Merkle 回溯路
径作为辅助验证信息，
以证明这些数据包含于对应的 Merkle 树。
从上述查验过程不难看出，本方案是一种分布式的、轻
客户端的高效数据验证体系，大量分散的个体储户在对自身
进行直接查验的同时，通过总分十字双链对数据存在性、完
整性和数值关系的交叉验证，间接实现了对银行整体交易信息
和账务数据的审计，从而大大降低了银行窜改数据、伪造交易、
记单边账和隐匿交易记录的可能，大大提升了银行的公信力。
由此可见，相对于基于区块链技术引入全新的数字货币，
本方案对银行体系的改造规模和成本都要小得多。更重要的是，
对储户而言，所有验证操作都在客户后端自动“隐蔽”完成，前
端的日常操作与当前并无二样，不会给储户造成新的负担。

6

结束语

本文结合现有银行系统的中心化数据存储模式与基于区
块链思想的分户账数据验证机制，实现了一种面向数字银行
的弱中心化可信数据管理方案的创新：应用区块链技术，打
造彼此交叉且相互印证的总分双链的数据存储结构，在分户
账回溯定位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大量轻客户端基于密码学技
术的分布式监督，有效防范中心利用信息独占优势作假，从
而实现数据的中心化可信存储与管理。它在数据管理模式上
为银行系统提供了一种区别于区块链全分布式管理和传统集
中式管理之外的第三条路径——“弱中心化”模式，一方面
保证数据公开透明，具有区块链的不可窜改性和可追溯性特
征，为个体储户提供了交易验证的可能，也为银行提供了自
证清白的手段；另一方面数据集中存储，系统保持高效便捷
的同时，满足了银行自己掌控数据，保护银行及储户账务隐
私的需求。
在实践中，本文基于本文的思想申请了两份技术专利：
“数字银行的总分双链的弱中心化可信数据管理系统及方法”
(专利号：201811306195.7)；
“基于 Merkle 树回溯定位技术的
转账系统、查验方法及交易方法”(专利号：201910133066.0)。
并且，在 2019 年第十五届“花旗杯”金融创新应用大赛中，
以本方案设计的原型系统“CitiCoin 基于弱中心化的可信银
行系统”获得全国二等奖。原上海证券交易所总工程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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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专家百硕评价该项目：
“为区块链技术如何落地另辟蹊径，
为银行如何在保持数据中心化的前提下，服务数据可信提供
了新的思路。”
最后，本文的弱中心化方案并不局限于在银行系统的应
用，而是一种全新的可信数据验证技术和基于这种验证技术
的数据管理方案，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其上可存储电子凭
证、财务数据、交易信息等众多的数字化信息，例如中央银
行对数字货币的管理，商业银行对数字现金的管理，虚拟货
币交易所对交易记录的管理等，用于打造一款应用广泛的、
可信任的“数据银行”
，成为未来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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