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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对区块链账本的区块数
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本加工解析方法利用区块链
系统中具有多个分布式运算节点的特性，
由服务
节点对查询节点提出的查询需求进行特征项分
析从而获得查询需求的至少一个特征项；
服务节
点对至少一个特征项进行分派至分布式系统中
的多个节点进行区块回溯，
并获取与查询需求的
特征项相匹配的特征值的相关区块账本内的记
录；
进一步的 ，
将获取的账本内的记录进行分布
式缓存后，
生成多个键值对；
最后通过集合多个
键值对，
生成关系型数据库后，
输出最后结果到
请求节点。本发明能够提高转化为关系型数据的
效率，
并在最后可以高效地进行输出及呈现到数
据请求方，
从而更直观地呈现账本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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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对区块链账本的区块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加工解析方法包
括：
服务节点接收来自请求节点的查询请求；
所述服务节点分析所述查询请求中包含的特征项作为目标特征项；
所述服务节点向负责目标特征项的至少一个特征统计组织的第一节点发送目标特征
值或者目标特征值范围；
所述第一节点将回溯任务分派到所述特征统计组织下的至少一个特征统计节点；
所述
特征统计节点进行链上回溯，
提取所述目标特征项的所有账本记录，
并对提取的记录进行
缓存；
所述第一节点对所述目标特征项的账本记录按照目标特征值或目标特征值范围进行
统计，
并将统计数据提交到所述服务节点；
所述服务节点整合统计数据形成统计报告，
并将报告返回到所述请求节点；
其中，
区块链内包含多个特征统计组织；
每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包含多个所述特征统
计节点；
一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负责一个目标特征项的统计事务，
并由一个指定的属于该
特征统计组织的成员服务提供者向每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内的所述特征统计节点颁发数
字证书；
持有数字证书的所述特征统计节点允许对该特征统计组织内其他所述特征统计节
点的缓存空间进行访问并进行写入操作。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对区块链账本的区块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
述区块链具有外部应用程序接口，
应用程序通过所述外部应用程序接口与所述请求节点进
行通讯；
客户通过所述应用程序提出查询请求以及接收统计数据。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对区块链账本的区块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
述区块链内具有第一通道；
所述第一通道用于所述请求节点与所述服务节点的合法性通
讯；
所述服务节点在接收到所述请求节点的查询请求后，
向区块链申请验证所述请求节点
的合法性；
当所述请求节点的合法性被验证通过后，
向所述服务节点提交查询请求。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对区块链账本的区块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
述区块链内具有第二通道；
所述服务节点以及多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在所述第二通道内进
行合法性通讯；
所述服务节点在所述第二通道内向至少一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发送目标特
征项以及目标特征值/特征值范围；
所述服务节点在所述第二通道内，
接收至少一个所述特
征统计组织返回的统计数据结果。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对区块链账本的区块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
述区块链中记录一份特征项模板；
所述特征项模板用于描述区块链账本所表达的多个特征
维度；
所述特征项模板保存于区块链的区块内，
并允许区块链的所有节点访问；
所述特征项
模板由多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进行维护，
并只允许指定的所述特征统计节点进行修改。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对区块链账本的区块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
所述特征统
述特征统计节点在回溯区块的过程中，
提取所有包括目标特征项的账本记录；
计节点在提取一条账本记录后，
将账本记录进行缓存。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对区块链账本的区块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特征统计节点将账本记录进行缓存时，
缓存方式包括本地缓存，
以及进行所述特征统计
组织内的各所述特征统计节点上的分布式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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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对区块链账本的区块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
述账本记录在被缓存时，
采用非关系型数据的键值对<Key‑Value>型式进行缓存；
其中键
Value则为目标特征值。
Key为所述目标特征项，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一种对区块链账本的区块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
多
个所述特征统计节点在缓存中定位所述目标特征项，
并根据所述目标特征值或目标特征值
围，
提取符合条件的键值对<Key‑Value>，
并向所述第一节点提交所有符合条件的键值对<
Key‑Value>。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一种对区块链账本的区块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节点将符合条件的所有所述键值对<Key‑Value>进行关系型数据结构的转换；
转
换后的关系型数据结果提交到所述服务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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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区块链账本的区块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区块链数据处理领域。
具体而言，
涉及一种对区块链账本的区块数据
的加工解析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兴起，
人们对区块链应用也逐渐增加。简单地说，
区块链的本质
是一个分布式账本，
同时包括了区块和链。区块是一种被包含在公开账簿里聚合了交易信
息的容器数据结构，
可被形容为记账的页面，
用来记录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交易情况；
链则可
以理解为把记账的多个页面粘在一起的工具。
[0003] 区块链由很多区块按时间顺序串联起来构成的，
在每个区块中存储交易、账号等
相关信息。每个区块就像一本纸账本，
上面记录了很多人每天的流水账。如果我们想查看最
近一年有多少笔大额支出，
那我们需要将最近一年的所有账本搬出，
一本一本从头到尾进
行翻看，
找出相应的记录。也可以说每个区块就像一本纸质书，
如果我们想从一堆纸质书中
按某些关键字进行查找，
除了从头到尾进行翻看之外，
就别无它法了。
区块链上数据都是离
分析，
并将最后的数据
散化的数据，
需要更加有效的数据组织方式以便于做进一步的查询、
直观呈现。
[0004] 查阅相关地已公开技术方案，
公开号为CN110928950 (A)的技术方案提出采用链
实时更新线下账本，
实现对区块链数据的动态获取，
从而可
上记账与线下记账同步的方式，
以尽快对区块链账本进行进一步加工；
公开号US2021157798（A1）的技术方案提出通过区块
链节点获取对智能合约的数据读写请求，
进一步解析用于指示区块链数据集合中目标对象
的存储字段，
并直接读取该存储字段的数字，
从而提高读取效率；
公开号为US2021042272
(A1)的技术方案提出对区块链数据进行分级分类，
从而在一定程度赋予区块链数据的处理
优先等级，
也从侧面描述了一种提高区块链数据处理效率的处理方式。然而当前方案还无
法提供一种较为直观的对区块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以直观地获取区块交易中的统计数
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
提供一种适用于区块链账本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目的在于
能够更直观地呈现账本的统计数据。
[0006]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对区块链账本的区块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所述
加工解析方法包括：
服务节点接收来自请求节点的查询请求；
所述服务节点分析所述查询请求中包含的特征项作为目标特征项；
所述服务节点向负责目标特征项的至少一个特征统计组织的第一节点发送目标
特征值或者目标特征值范围；
所述第一节点将回溯任务分派到所述特征统计组织下的至少一个特征统计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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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特征统计节点进行链上回溯，
提取所述目标特征项的所有账本记录，
并对提取的记录
进行缓存；
所述第一节点对所述目标特征项的记录进行统计，
并将统计数据提交到所述服务
节点；
所述服务节点整合统计数据形成统计报告，
并将报告返回到所述请求节点；
其中，
区块链内包含多个特征统计组织；
每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包含多个所述特
征统计节点；
一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负责一个目标特征项的统计事务，
并由一个指定的属
于该特征统计组织的成员服务提供者向每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内的所述特征统计节点颁
发数字证书；
持有数字证书的所述特征节点允许对该特征统计组织内其他所述特征统计节
点的缓存空间进行访问并进行写入操作；
区块链具有外部应用程序接口，
应用程序通过所述外部应用程序接口与所述请求
节点进行通讯；
客户通过所述应用程序提出查询请求以及接收统计数据；
所述区块链内具有第一通道；
所述第一通道用于所述请求节点与所述服务节点的
合法性通讯；
所述服务节点在接收到所述请求节点的查询请求后，
向区块链申请验证所述
请求节点的合法性；
当所述请求节点的合法性被验证通过后，
向所述服务节点提交查询请
求；
所述区块链内具有第二通道；
所述服务节点以及多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在所述第
二通道内进行合法性通讯；
所述服务节点在所述第二通道内向至少一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
发送目标特征项以及目标特征值/特征值范围；
所述服务节点在所述第二通道内，
接收至少
一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返回的统计数据结果；
所述区块链中记录一份特征项模板；
所述特征项模板用于描述区块链账本所表达
的多个特征维度；
所述特征项模板保存于区块链的区块内，
并允许区块链的所有节点访问；
所述特征项模板由多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进行维护，
并只允许指定的所述特征统计节点进
行修改；
所述特征统计节点在回溯区块的过程中，
提取所有包括目标特征项的账本记录；
所述特征统计节点在提取一条账本记录后，
将账本记录进行缓存；
所述特征统计节点将账本记录进行缓存时，
缓存方式包括本地缓存，
以及进行所
述特征统计组织内的各所述特征统计节点上的分布式缓存；
所述账本记录在被缓存时，
采用非关系型数据的键值对<Key‑Value>型式进行缓
存；
其中键Key为所述目标特征项，
Value为目标特征值。
[0007] 多个所述特征统计节点在缓存中定位所述目标特征项，
并根据所述目标特征值或
目标特征值范围，
提取符合条件的键值对<Key‑Value>，
并向所述第一节点提交所有符合条
件的键值对<Key‑Value>；
所述第一节点将符合条件的所有所述键值对<Key‑Value>进行关系型数据结构的
转换；
转换后的关系型数据结果提交到所述服务节点。
[0008] 本发明所取得的有益效果是：
1 . 本发明的加工解析方法利用区块链上具有多个分布式节点的特性，
对区块链
进行同步的特征项搜索，
实施并发式的回溯，
有效利用了分布工系统的高并发运算能力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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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本发明的加工解析方法在获得目标特征项的目标特征值后，
对特征项与特征
值生成非关系型的数据键值对<Key‑Value>，
提高数据在缓存过程中的高流转性。
[0009] 3 . 本发明的加工解析方法在对区块链数据进行缓存的同时可以同步进行非关系
型数据的筛选与转化，
从而提高转化为关系型数据的效率，
并在最后可以高效地进行输出
及呈现到数据请求方。
[0010] 4 . 本发明的加工解析方法对软、
硬件模块化设计，
方便今后的升级或者更换相关
的软、
硬件环境，
降低了使用的成本。
附图说明
[0011] 从以下结合附图的描述可以进一步理解本发明。
图中的部件不一定按比例绘制，
而是将重点放在示出实施例的原理上。在不同的视图中，
相同的附图标记指定对应的部分。
[0012] 图1为本发明中分布式系统的各节点的组织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所述区块账本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区块链内进行各节点在多通道上的数据交换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第一节点在多个特征统计节点内进行特征值筛选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生成的关系型数据库统计结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为了使得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 ，
以下结合其实施例，
对本
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应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于解释本发明 ，
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
在查阅以下详细描述之后，
本实施例的其它系
旨在所有此类附加的系统、
方法、
特征和优点都包括在
统 .方法和/或特征将变得显而易见。
本说明书内 .包括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并且受所附权利要求书的保护。在以下详细描述描述
了所公开的实施例的另外的特征，
并且这些特征根据以下将详细描述将是显而易见的。
[0014] 本发明实施例的附图中相同或相似的标号对应相同或相似的部件；
在本发明的描
述中，
需要理解的是，
若有术语“上”、
“下”、
“左”、
“右”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
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
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
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
装置或组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 .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
因此附图中描述位置关系的
用语仅用于示例性说明，
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
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的具体含义。
[0015] 实施例一：
一种对区块链账本的区块数据的加工解析方法；
所述加工解析方法包括：
服务节点接收来自请求节点的查询请求；
所述服务节点分析所述查询请求中包含的特征项作为目标特征项；
所述服务节点向负责目标特征项的至少一个特征统计组织的第一节点发送目标
特征值或者目标特征值范围；
所述第一节点将回溯任务分派到所述特征统计组织下的至少一个特征统计节点；
所述特征统计节点进行链上回溯，
提取所述目标特征项的所有账本记录，
并对提取的记录
进行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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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节点对所述目标特征项的记录进行统计，
并将统计数据提交到所述服务
节点；
并将报告返回到所述请求节点；
所述服务节点整合统计数据形成统计报告，
其中，
区块链内包含多个特征统计组织；
每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包含多个所述特
征统计节点；
一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负责一个目标特征项的统计事务，
并由一个指定的属
于该特征统计组织的成员服务提供者向每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内的所述特征统计节点颁
发数字证书；
持有数字证书的所述特征节点允许对该特征统计组织内其他所述特征统计节
点的缓存空间进行访问并进行写入操作；
区块链具有外部应用程序接口，
应用程序通过所述外部应用程序接口与所述请求
节点进行通讯；
客户通过所述应用程序提出查询请求以及接收统计数据；
所述区块链内具有第一通道；
所述第一通道用于所述请求节点与所述服务节点的
合法性通讯；
所述服务节点在接收到所述请求节点的查询请求后，
向区块链申请验证所述
请求节点的合法性；
当所述请求节点的合法性被验证通过后，
向所述服务节点提交查询请
求；
所述区块链内具有第二通道；
所述服务节点以及多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在所述第
二通道内进行合法性通讯；
所述服务节点在所述第二通道内向至少一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
接收至少
发送目标特征项以及目标特征值/特征值范围；
所述服务节点在所述第二通道内，
一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返回的统计数据结果；
所述区块链中记录一份特征项模板；
所述特征项模板用于描述区块链账本所表达
的多个特征维度；
所述特征项模板保存于区块链的区块内，
并允许区块链的所有节点访问；
所述特征项模板由多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进行维护，
并只允许指定的所述特征统计节点进
行修改；
所述特征统计节点在回溯区块的过程中，
提取所有包括目标特征项的账本记录；
所述特征统计节点在提取一条账本记录后，
将账本记录进行缓存；
所述特征统计节点将账本记录进行缓存时，
缓存方式包括本地缓存，
以及进行所
述特征统计组织内的各所述特征统计节点上的分布式缓存；
所述账本记录在被缓存时，
采用非关系型数据的键值对<Key‑Value>型式进行缓
存；
其中键Key为所述目标特征项，
Value为目标特征值。
[0016] 多个所述特征统计节点在缓存中定位所述目标特征项，
并根据所述目标特征值或
目标特征值范围，
提取符合条件的键值对<Key‑Value>，
并向所述第一节点提交所有符合条
件的键值对<Key‑Value>；
所述第一节点将符合条件的所有所述键值对<Key‑Value>进行关系型数据结构的
转换；
转换后的关系型数据结果提交到所述服务节点；
所述第一通道以及第二通道为区块链中相对之间隔离的数据交换通道；
考虑多个
不同部门、
不同组织、
数据隐私的不同访问策略等等的情况下，
区块链内应用多通道实现同
同一区块链中不同的节点分配到不同通道进行数据交换，
以有效区分不同节点之间的数据
信息独立传输；
因此优选地，
将所述请求节点与所述服务节点分配到所述第一通道，
既避免
了所述请求节点在合法性存疑的情况下，
越权对其他所述特征统计节点进行非法通讯，
也
避免了一旦多个所述请求节点同时发起查询请求，
甚至网络多并发攻击时，
使所述分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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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的数据交互产生大面积拥堵甚至瘫痪；
进一步的，
区块链网络是由多个组织来管理的，
每个区块链节点都会有一个身份
信息归属于某个组织，
每个节点通过证书颁发机构（CA）进行身份认证，
并且根据节点应隶
属的区块链组织，
所述证书颁发机构颁发代表该组织成员身份的数字证书来实现对节点的
组织身份的表达。关于节点的身份信息和组织的映射是由成员服务提供者（MSP）来提供的，
它决定了一个节点如何在指定的组织中分配到特定的角色以及得到访问区块链资源的相
关权限。
一个节点只能被一个组织所有，
因此也就只能被关联到一个单独的MSP；
其中CA是证书颁发机构，
是通过密码学技术（非对称加密）生成数字证书确认用户
身份的一种方法，
数字证书就是其中一种非对称加密技术。利用数字证书模式，
节点在记账
时使用节点本身的私钥验签需要发送的数据，
接收方则使用发送方的公钥验证发送的数据
即可；
数字证书的验证模式既可以验证数据的正确性，
又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进一步的，
针对不同的所述特征项，
由区块链中通过共识机制指定特定的组织负
责指定的所述特征项，
令所述服务节点能更高效地分派需要进行区块回溯任务到指定的组
织，
在一方面上提高区块回溯的效率；
另一方面，
不同的组织不会干涉同一个所述特征项的回溯，
避免了重复运算或者
运算拥堵的情形在分布式系统内出现；
进一步的，
所述服务节点与多个所述特征统计组织使用所述第二通道进行数据交
互；
优选地，
若存在大量所述特征统计组织以及大量所述特征统计节点时，
可使用更多的通
道将不同的所述特征统计组织与所述服务节点的通讯通道进行分隔，
提高通道内信息的有
效、
高速传递。
[0017] 实施例二：
本实施例应当理解为至少包含前述任意一个实施例的全部特征，
并在其基础上进
一步改进；
在需要直观、具体地将数据呈现到人们面前时，
更多的要求是需要数据的条理清
晰、逻辑性完整，
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
采用的是二维表格的方式，
每一行即为一个数据元
组；
每一列，
即为本文所述的特征项；
关系型数据库的每一行必须要一个主键对该行（元组）
进行唯一的标识；
由此可见，
关系型数据库的数据结构逻辑严密，
有利于对数据进行后期的
加工和筛选；
因此，
在呈现数据这个目的上，
优选地更应使用关系型数据库存储并基于关系
型数据库对数据进行最终美化后，
再呈现到人们面前；
然而，
根据区块链技术特性，
区块链账本的信息存在于每一个区块上，
并且每一个
区块所存储的账本信息，
仅为该区块在生成阶段的一段时间内，
区块链上所发生的一系列
交易的记录；
因此，
若需要对多个区块上的账本信息进行提取，
必然提取后的多条信息在未
经过加工、
解析之前，
都为零散信息，
这些信息缺乏数据结构关系，
而且数量巨大；
进一步的，
基于分布式系统的特性，
在遍历区块账本的过程中，
可以利用多个所述
特征统计节点进行高并发性的回溯、
提取、
存储；
然而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由于需要在存储
的时候进行数据逻辑关系的建立，
并且建立一系列的完整性约束，
其并发性能低下，
因此会
大幅影响区块链数据的统计效率；
因此，
本实施例为适用区块链账本数据的特性，
采用非关
系型数据结构形式形成非关系型数据库，
将所述特征统计节点提取的初始数据先进行缓
存，
再作下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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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关系型数据数据库指代非关系型的，
分布式的，
且一般不保证遵循ACID原则的
数据存储系统；
非关系型数据库特点是无需经过传统的结构化查询语言（SQL）的解析处理，
其读写性能大幅超出关系型数据库的性能 ；
目前常见的非关系型数据库包括：如HBase、
Hypertable、
MongoDB、
Cassandra等；
其中，
非关系型数据基于键值对<Key‑Value>存储，
其结构不固定，
每一个数据元
组可以有不一样的字段，
每个数据元组可以根据需要增加一些自己的键值对<Key‑Value>，
取消了关系型数据库固定结构，
固定空间的特点；
在读/写非关系型数据时，
不对多表进行
关联查询，
仅需要提据键key取出或写入对应的值value即可完成，
省略了大量运算资源和
时间；
因此，
非关系型数据以及非关系型数据库正好适好作为上述对区块链账本进行遍历
过程中的高速缓存的数据型式和数据结构；
本实施例包括将非关系型数据库转换为关系型数据库的转换步骤，
目的在于实现
在分布式节点缓存中的非关系型数据集合转化为最终的关系型数据库；
目的在于向所述请
求节点提交最后的查询结果时，
能有更清晰的数据展示逻辑；
所述第一节点在向所述服务节点提交筛选后的多个键值对<Key‑Value>的形式，
包括直接向所述服务节点提交完整的键值对数据，
或者，
基于有效利用所述服务节点的缓
存空间的目的，
只提交筛选后的多个键值对<Key‑Value>在非关系型数据库中的存储地址，
自行获取这些筛选后的键值对<Key‑Value>
由所述服务节点通过所述第二通道内的连接，
数据；
进一步的，
所述服务节点将筛选后的多个键值对<Key‑Value>后，
记录为第一数据
集合；
所述服务节点建立一个新的空白的关系型数据库，
并建立所述关系型数据库的多个
连接；
所述服务节点对第一数据集合的多个键值对<Key‑Value>进行逐一的，
或者分批次的
抽取，
并根据关系映射，
通过所述连接，
将所述第一数据集合的数据完成写入到所述关系型
数据库中；
进一步的，
所述服务节点包括对所述关系型数据库进行排序、
图表化、
分段等加工
处理，
以实现最后较为直观的数据统计结果。
[0018] 实施例三：
本实施例应当理解为至少包含前述任意一个实施例的全部特征，
并在其基础上进
一步改进：
由于区块链在以往区块上的账本记录具有不可篡改的特性，
无论在任何时候进行
回溯，
以及由任何节点进行回溯，
其获得的结果都为高度一致而且具有严格的逻辑顺序，
因
此对于由所述特征统计节点获取的特定的所述特征项的账本记录，
可以通过优化的缓存机
制，
使常用的账本记录能保持于分布式缓存中，
提高后期在提取相同的账本记录时，
可以在
高速缓存中提取，
而无需再次回溯区块数据；
在多个所述特征统计节点组成的分布式缓存系统中，
各个所述特征统计节点负责
不同的所述特征项，
并且各个所述特征统计节点用于进行缓存的硬件各有不同；
可选地，
某些所述特征统计节点具有较大的随机存取存储器（RAM）缓存容量，
例如
64GB或者128GB以上，
可以使用RAM作为主要的缓存位置，
以四通道RAM配置的服务器来说，
可以提供100GB/s的RAM读写带宽；
其次，
以双通道RAM配置的服务器来说，
可以提供50GB/s
的读写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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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某些所述特征统计节点以固态存储硬盘（SSD）为主要存储器，
可以提供约
4GB/s以上的读写速度，
而相对地提供了1TB以上的缓存空量；
其次，
某些较为所述特征统计节点只有较为老旧的服务器配置，
例如机械式硬盘，
其缓存速度慢，
而且随机读取性能较差；
因此，
本实施例通过优化分布式的缓存机制，
优化本发明所述加工解析方法，
本实
施例包括以下实施步骤：
S201：
在所述特征统计节点的本地服务器端中，
优先将本地缓存设置为缓存首选
位置；
S202：
由所述特征统计组织的所述第一节点，
统计在分布式缓存中已有的多条被
提取的账本记录在一段时间内，
例如24小时或者48小时内；
或者在某定查询次数内，
例如在
被提取的次数；
过往10000次的查询次数内，
S203：
根据热点次数，
将分布式缓存内的多条账本记录进行分级，
例如，
将前10%被
读取得最多的账本记录设置为第一优先级；
前11%至40%读取次数最多的账本记录，
设置为
第二优先级；
其余账本记录设置为第三优先级；
S204：
将所述第一优先级的账本记录的，
复制到以RAM为缓存硬件的所述特征统计
节点上；
将所述第二优先级的账本记录，
复制到以SSD为缓存硬件的所述特征统计节点；
将
所述第三优先级的账本记录，
则根据当前分布式缓存系统的就近原则，
各自进行默认规刚
的缓存；
通过以上优化方式，
实现对高热度的账本记录优选地放置于高速缓存位置中，
以
提供更高效的读取效率，
从而实现更快的将非关系型数据库向关系型数据库的转化速度；
进一步的，
通过周期性的统计账本记录的热度，
调整账本记录的缓存位置，
直到账
本记录不再进行缓存，
从而优化有限的分布式缓存空间，
降低各个所述特征统计节点的负
载量。
[0019] 在上述实施例中，
对各个实施例的描述都各有侧重，
某个实施例中没有详述或记
载的部分，
可以参见其它实施例的相关描述。
[0020] 虽然上面已经参考各种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
但是应当理解，
在不脱离本发明的
范围的情况下，
可以进行许多改变和修改。也就是说上面讨论的方法，
系统和设备是示例。
各种配置可以适当地省略，
替换或添加各种过程或组件。例如，
在替代配置中，
可以以与所
描述的顺序不同的顺序执行方法，
和/或可以添加，
省略和/或组合各种部件。而且，
关于某
些配置描述的特征可以以各种其他配置组合，
如可以以类似的方式组合配置的不同方面和
元素。此外，
随着技术发展其中的元素可以更新，
即许多元素是示例，
并不限制本公开或权
利要求的范围。
[0021] 在说明书中给出了具体细节以提供对包括实现的示例性配置的透彻理解。
然而，
可以在没有这些具体细节的情况下实践配置例如，
已经示出了众所周知的电路，
过程，
算
法，
结构和技术而没有不必要的细节，
以避免模糊配置。该描述仅提供示例配置，
并且不限
制权利要求的范围，
适用性或配置。相反，
前面对配置的描述将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提供用于
实现所描述的技术的使能描述。在不脱离本公开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
可以对元件的功
能和布置进行各种改变。
[0022] 综上，
其旨在上述详细描述被认为是例示性的而非限制性的，
并且应当理解，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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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施例应理解为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在阅读了本发明
的记载的内容之后，
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
这些等效变化和修饰同样
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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