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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华为云区块链服务（Blockchain Service）面向企业及开发者，提供高性能、高可用、
高安全区块链技术平台服务，帮助客户在华为云上快速、低成本的创建、部署和管理
区块链应用及商业智能合约服务。

在使用区块链服务时用户需要开发自己的链代码（即智能合约）和应用，如下图中的
①和②。

在做开发之前，您可以通过最佳实践体验我们提供的Demo应用，帮助您快速上手，请
参见银行II类账户跨行开户Demo、弹珠资产转移Marbles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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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l 如果您对业务链代码和客户端APP的设计和开发有需求，可以联系华为云区块链合作伙伴提
供进一步服务，我们会结合您的业务以及华为云的优势和特点为您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联
系邮箱如下：

邮箱1：wanglei189@huawei.com
邮箱2：liuzaiyao@huawei.com

l 了解更多信息，可扫描如下二维码关注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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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链代码开发

链代码也称智能合约，是控制区块链网络中相关方相互交互的业务逻辑。链代码将业
务网络交易封装在代码中，最终在一个 Docker 容器内运行。目前华为云区块链服务暂
时支持Golang语言编写代码。

链代码即一个Go文件，创建好文件后进行函数开发等操作。链代码开发的更多信息，
您可参阅hyperledger-fabric的链代码教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将shim包导入您的链代码中。

说明

shim包提供了一些 API，以便您的链代码与底层区块链网络交互来访问状态变量、交易上下文、
调用方证书和属性，并调用其他链代码和执行其他操作。

示例如下图：

步骤2 编写main函数。

说明

任何 Go 程序的起点都是 main 函数，因此该函数被用于引导/启动链代码。当对等节点部署其链
代码实例时，就会执行 main 函数。

示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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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实现Init方法。

说明

Init方法在链代码首次部署到区块链网络时调用，将由部署自己的链代码实例的每个对等节点执
行。此方法可用于任何与初始化、引导或设置相关的任务。

示例如下图：

步骤4 实现Invoke方法。

说明

只要修改区块链的状态，就会调用 Invoke 方法。简言之，所有创建、更新和删除操作都应封装
在 Invoke 方法内。因为此方法将修改区块链的状态，所以区块链 Fabric 代码会自动创建一个交
易上下文，以便此方法在其中执行。对此方法的所有调用都会在区块链上记录为交易，这些交易
最终被写入区块中。

示例如下图：

----结束

示例链代码

如下为“基于区块链身份共享的银行II类账户跨行开户”示例链代码。

fabbankid.go

l 场景描述

用户申请A银行的一类账户，此时用户需要提交身份信息四要素（姓名、身份证
号、银行账户、手机号）给A银行，A银行将信息导入系统放入区块链中。用户再
去申请B银行的二类账户，由于B银行与A银行同处区块链网络，B银行只需要查询
身份链即可给用户完成二类账户的开户，无需用户再提供身份信息。流程图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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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与链代码的详细调用过程如下：

银行选择银行登录模式成功登录系统，通过前台界面导入A银行客户数据（即I类
账户身份信息4要素：姓名、身份证号、银行账号和手机号），调用后台接口
FeedAccountInfo，参数校验成功之后，通过Fabric SDK调用链代码接口invoke并传
入函数名creditAccountInfo及客户参数，执行链代码函数creditAccountInfo，哈希加
密非共享信息，然后放入区块中。

用户选择客户登录模式成功登录系统，通过前台界面输入参数值，申请B银行开立
II类账户，调用后台接口CreateType2Account，参数校验成功之后，通过Fabric
SDK调用链代码接口invoke并传入函数名authAccount及账户参数，执行链代码函
数authAccount，根据4要素产生哈希值，查询身份链，发送短信确认码（示例中该
步省略），完成开户。

l 场景分析

分析以上场景，我们可以拆分归纳出如下几个任务。

① 验证用户信息，作为银行的初步验证，在链下完成，由银行APP处理。

② 创建I类账户，将用户信息存入在区块链中。

③ 查询是否有I类账户，根据用户信息在区块链中查询是否在其他银行已经有I类
账户。

④ 创建II类账户，根据验证结果创建II类账户。

可见银行A、B功能相同，但是部署在不同的组织中。II类账号是否存储在链代码
中，主要看是否会作为多方要达成共识的数据。在本示例中，II类账户只存在本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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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内部，因此没有将其存入区块链中。所以上述中②、③可以转变成ChainCode，
其他的由APP应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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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配置及开发

开发应用之前您需要进行证书下载及SDK配置文件下载，随后您可以使用Go开发您的
应用程序，并使用 Hyperledger Fabric SDK Go 中的可用API来调用链代码，以在区块
链网络中完成事务处理。

下载证书

目前支持两种证书：管理员证书和用户证书。创建通道、加入通道、更新通道、安装
链代码、实例化链代码、升级链代码和删除链代码需要使用管理员证书，交易和查询
推荐使用用户证书。

注意

共识组织和节点的管理证书是不同的，用户在通道内的管理操作，需要使用节点管理
证书，而不是共识组织管理证书。

步骤1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需要到区块链服务管理界面下载对应服务的证书，如下为示意图：

步骤2 将下载的证书文件压缩包解压并放置在某应用目录中，使应用程序可访问。

针对示例应用，我们下载到了api-server/src/api-server/conf/crypto目录下，供您参考。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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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SDK 配置

步骤1 在服务管理界面，单击“更多 > 下载SDK配置”，如下为示意图：

步骤2 配置SDK文件参数，如下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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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参数表

参数名称 说明

链代码名称 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填写

链代码版本 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填写

证书存放根路
径

编译应用时证书存放的根路径。

针对示例应用，编译时我们默认将证书拷贝在/opt/gopath/src/
github.com/hyperledger/api-server/conf/crypto路径下，供您参考。

通道名称 选择一个通道

选择组织 选择一个组织

选择节点 使用关联出来的默认配置

 

步骤3 单击下载，下载后的文件可命名为test-sdk-config.zip。

步骤4 下载后解压出test-sdk-config.yaml文件，重命名为“对应组织名.yaml”，例如
xxx1.yaml。

步骤5 （可选）若您的服务中包含多个组织，则需要用同样的方法，配置及下载其他组织的
SDK配置文件。下载后解压并重命名为“对应组织名.yaml”。

----结束

开发应用

您需要自行开发自己的业务逻辑。开发过程中可通过Fabric的API来调用链代码执行事
务处理。

应用开发过程中可使用国密加密SDK和同态加密库，相关资料及资源请参见国密加
密、同态加密。

配置应用

app.conf文件中链代码的chaincode_id及通道的channel_id值，需与安装链代码时保持一
致。

示例应用

如下为“基于区块链身份共享的银行II类账户跨行开户”示例应用，供您下载参考。

服务端：api-server.rar，前端镜像：portal.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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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DK/库的使用

4.1 国密加密

4.2 同态加密

4.3 Java SDK Demo

4.4 Fabric-sdk-go常用接口

4.5 Fabric-sdk-java常用接口

4.1 国密加密

4.1.1 概述

国密加密可提高加密强度和加解密性能，很多行业加密准入门槛都要求支持国密算法
等。华为云区块链服务提供国密加密算法SDK及加密工具供您使用，供用户开发客户
端程序时与Fabric环境交互并方便用户对其私钥文件进行加密保护。

资源下载

表 4-1 SDK 列表

配套社区Hyperledger
Fabric版本

SDK版本 下载链接

Fabric 1.0 1.8.5 SDK包下载

1.9.2 SDK包下载

Fabric 1.1 1.8.5 SDK包下载

1.9.2 SDK包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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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社区Hyperledger
Fabric版本

SDK版本 下载链接

注意

l 配套Fabric 1.0与1.1，国密SDK的使用稍有差别，我们在内容上会做特别说明，若无特别说明
则为通用内容。

l 请选择与本地编译环境相一致版本的包。例如本地使用的go编译器为1.8.5，则下载1.8.5版本
的SDK包。

l 国密SDK涵盖了普通SDK的所有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国密算法的支持。

 

将下载的压缩包解压后，得到3个目录，分别为bin、src和pkg，目录的功能如下表：

目录 说明

bin 存放私钥加密工具encrypt_tool，具体用法请参考4.1.3 私钥加密
工具。

src 存放空的源码文件，用于用户使用静态库。

pkg 存放静态库代码。

 

4.1.2 SDK 的使用

安装依赖库文件

国密SDK具有依赖库，依赖的库文件位于SDK库的src目录中，具体路径为（配套
Fabric1.0和1.1有区别，请您关注）：

l 配套Fabric1.0：src/github.com/hyperledger/fabric-sdk-go/sm/lib/

l 配套Fabric1.1：src/github.com/hyperledger/fabric-sdk-go/deps/lib/

将里面的两个动态库文件拷贝至/usr/local/include/openssl/目录下（如果没有该目录，请
自行创建该目录），然后设置如下环境变量：

export LD_LIBRARY_PATH=/usr/local/include/openssl:$LD_LIBRARY_PATH

注意

如果用户环境中缺少ltdl库，则需要安装libtool工具，具体安装方法可以参考linux操作
系统包管理工具（比如：ubuntu系统可以使用apt-get install libtool来安装，centos系统可
以使用yum install libtool-ltdl-devel来安装，或者下载源码进行编译安装：https://
www.gnu.org/software/libtool/）。

安装 SDK

将下载的压缩包解压到用户的$GOPATH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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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 Client 程序

国密SDK与FabricSDK的使用方式一致，如果用户使用我们提供的私钥加密工具进行了
私钥加密，则开发人员需要按照如下方式调用SDK，来设置解密私钥用的用户口令
（与用户使用私钥加密工具时使用的口令要一致）：

1. 按如下方式导入API包：
import "github.com/hyperledger/fabric-sdk-go/api/apiuserpass"

2. 按如下方式调用函数：
err := apiuserpass.SetUserPassword("123456789")
if err != nil {
fmt.Println("fail to set user password")
}

说明

如上代码中的加密口令仅为示例，您需要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设置自己的加密口令。

修改配置文件

用户在运行客户端程序前，需要设置配置文件和证书文件。配置文件中需要关注的地
方有两个：一是设置正确的签名算法，另一个是设置正确的证书文件路径。

l 如果要使用ECDSA签名算法，配置文件中需要设置为下图：

l 如果使用国密签名算法，配置文件中需要设置为下图：

l 另外，需要关注下配置文件中证书文件的路径，包括MSP路径和tlsca证书路径，
如下图所示（配套Fabric1.0和1.1有区别，请您关注）。

配套Fabri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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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Fabri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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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Client 程序

Client程序运行时一般要设定其使用的配置文件路径、通道名称、链代码名称、组织ID
等。

l 配置文件路径即用户下载配置文件的存放路径。

l 通道名称即BCS服务中的通道名称。

l 链代码名称即BCS服务中安装链代码时设定的名称。

l 组织ID，以如下示例配置文件内容为例，组织ID为
02f23ab00f6e1ffcde8a27bfd3ac2290edc18127
client:
organization: 02f23ab00f6e1ffcde8a27bfd3ac2290edc18127

4.1.3 私钥加密工具

从华为云BCS服务下载下来的明文密钥文件，客户可根据自己的安全性要求，将密钥
文件通过口令加密后再保存在本地使用。为此，我们提供了私钥加密工具：
encrypt_tool。帮助用户将明文密钥转换成口令保护的密钥。在SDK中使用口令保护的
密钥时，需要调用SDK的API将口令传入SDK才可正确使用。

私钥加密工具，即bin/encrypt_tool，该工具为命令行工具，接收5个参数，分别是：明
文的msp私钥文件路径，明文的tls私钥文件路径，msp私钥文件密文路径，tls私钥文件
密文路径，私钥类型。接收的口令为8~32个英文字符。如下：

flag 含义

-pmsp 明文msp私钥文件的路径

-ptls 明文tls私钥文件的路径

-cmsp 加密后msp私钥文件的路径

-ctls 加密后tls私钥文件的路径

- keytype 私钥文件的类型（国密还是ECDSA）：

sm：表示国密

sw：表示ECDSA
租户根据是否使用国密服务来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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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编译出的私钥加密工具为encrypt_tool，当前要加密的msp私钥文件是
plainMSPKey，要加密的tls私钥文件是plainTLSKey，输出的加密后的msp私钥文件是
cipherMSPKey，输出的加密后的tls私钥文件是cipherTLSKey：

l 加密国密私钥的用法如下：

./encrypt_tool –pmsp ./plainMSPKey –ptls ./plainTLSKey –cmsp ./cipherMSPKey –ctls ./
cipherTLSKey –keytype sm

l 加密ECDSA私钥的用法如下：

./encrypt_tool –pmsp ./plainMSPKey –ptls ./plainTLSKey –cmsp ./cipherMSPKey –ctls ./
cipherTLSKey –keytype sw

运行后会提示用户输入口令，用户输入自己设定的口令（8~32个英文字符）即可。

4.1.4 附录

fabric-sdk-client/go依赖的第三方包目录：

序号 包名

1 vendor/github.com/Knetic/govaluate

2 vendor/github.com/cloudflare/cfssl

3 vendor/github.com/fsnotify/fsnotify

4 vendor/github.com/golang/groupcache

5 vendor/github.com/golang/mock

6 vendor/github.com/golang/protobuf

7 vendor/github.com/hashicorp/hcl

8 vendor/github.com/magiconair/properties

9 vendor/github.com/miekg/pkcs11

10 vendor/github.com/mitchellh/mapstructure

11 vendor/github.com/pelletier/go-toml

12 vendor/github.com/pkg/errors

13 vendor/github.com/spf13/afero

14 vendor/github.com/spf13/cast

15 vendor/github.com/spf13/jwalterweatherman

16 vendor/github.com/spf13/pflag

17 vendor/github.com/spf13/viper

18 vendor/golang.org/x/crypto

19 vendor/golang.org/x/net

20 vendor/golang.org/x/sync

21 vendor/golang.org/x/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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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包名

22 vendor/golang.org/x/text

23 vendor/google.golang.org/genproto/googleapis

24 vendor/google.golang.org/grpc

25 vendor/gopkg.in/yaml.v2

 

4.2 同态加密

华为云区块链服务提供同态加密库供您使用，方便您进行开发。

4.2.1 概述

同态加密是一类具有特殊自然属性的加密方法，与一般加密算法相比，同态加密除了
基本加密外，还能实现密文间的多种计算功能，对于保护信息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同态加密技术可以实现无密钥方对密文的计算，密文计算无须经过密钥方，既可
以减少通信代价，又可以转移计算任务，可平衡各方的计算代价。利用同态加密技术
可以实现让解密方只能获知最后的结果，而无法获得每一个密文的消息，可以提高信
息的安全性。

我们提供客户端库和Chaincode库，该库主要用于交易类的密文运算服务，达到用户交
易的隐私保护。

l 库：用于在client端提供加法同态功能和生成交易金额的证明信息。

l 同态加密链代码IDChaincode.go：在同态加密的场景下，用户在部署应用前需要下
载安装并且实例化此链代码至区块链服务。

l Chaincode库：提供零知识证明功能，用于在密文条件下，校验用户交易的证明，
并生成交易后的数据，使背书者无需解密用户交易的数据，达到余额范围的判
断。

资源下载

表 4-2 库列表

配套社区Hyperledger
Fabric版本

库版本 下载链接

Fabric 1.0 1.8.5 同态加密库

1.9.2 同态加密库

Fabric 1.1 1.8.5 同态加密库

1.9.2 同态加密库

l 同态加密链代码下载 IDChaincode.go
l Chaincode库接口文件下载 api_ahe_cc.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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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社区Hyperledger
Fabric版本

库版本 下载链接

注意

l 配套Fabric 1.0与1.1，同态加密库的使用稍有差别，我们在内容上会做特别说明，若无特别说
明则为通用内容。

l 需要选择与本地编译环境相一致版本的包。例如本地使用的go编译器为1.8.5，则下载1.8.5版
本的库。

l 使用同态加密库需要提前安装好国密SDK。

l api_ahe_cc.tar.gz包仅用于本地编译。

 

4.2.2 同态加密库的使用

服务订购及文件下载

订购BCS服务时，安全机制选择使用“ECDSA”同态加密。完成订购后，下载同态加
密库ahex.x.x.tar.gz，客户端开发套件国密SDK包sdkx.x.x.tar.gz，peer与orderer用户证
书，配置文件等。

安装客户端 SDK 库

将下载的国密SDK包sdkx.x.x.tar.gz解压到用户的$GOPATH目录下。

安装同态加密库

将下载的ahex.x.x.tar.gz解压到用户的$GOPATH目录下。

安装依赖库（仅针对 Fabric1.1）
依赖的库文件位于同态加密库目录下，当同态加密库被解压到用户的$GOPATH目录
后，该文件位于$GOPATH/src/ahe/PSW/deps/lib，请将该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拷贝至本地
的/usr/local/include/openssl/目录下（如果没有该目录，请自行创建该目录），然后设置
环境变量：

export LD_LIBRARY_PATH=/usr/local/include/openssl:$LD_LIBRARY_PATH    

注意

若提示缺少libgmp，则需要用户安装gmp库。安装方法可以参考linux操作系统包管理工
具（例如ubuntu系统可以使用apt-get install libgmp10命令来安装，也可在https://
gmplib.org/下载源码进行编译安装）。

开发 Client 程序与链代码

请参考下面章节的接口说明进行具体的应用和链代码（智能合约）的开发。

App客户端的典型逻辑过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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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册用户

2. 初始化余额

3. 发起交易

说明

l 其中，注册用户时可以调用密钥生成函数为用户生成公私钥。

l 初始化余额时可以调用初始余额准备函数生成具有隐私保护的初始余额信息。

l 交易时可以调用交易准备函数生成具有隐私保护的交易数据。

链码端对应的逻辑过程是：

1. 保存用户公钥与地址的映射关系

2. 验证初始余额的有效性并生成初始交易

3. 验证交易数据的有效性并生成交易结果

说明

l 链码端可以通过调用初始余额校验函数来验证初始余额的有效性。

l 调用交易校验函数来验证交易数据的有效性。

l 具体的开发过程可以参考下述接口说明。

安装链代码

通过管理界面，将开发的链代码安装到用户订购的BCS服务中并实例化。可参考链代
码管理。

部署应用

用户根据业务需求开发app应用，app应用可以调用同态加密库来对交易信息进行隐私
保护。开发完成后，将app部署在购买的服务器上。app部署完成后，确保环境中具有
配置文件、证书文件（peer和orderer的用户证书）、openssl库。

4.2.3 AHE Lib 库接口

提供给用户静态库文件，用于用户开发客户端应用时集成使用同态加密功能。

库的引用路径为：import "ahe/PSW/api/ahelib"

GenerateKey
l 接口原型

func GenerateKey(pwd string) (privKeyStr string, pubKeyStr string, err error)

l 功能描述

生成同态加密的密钥对。

l 输入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须

pwd string 用于加密保护生成的同态私钥串，

采用AES-128加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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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输出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privKeyStr string 同态加密私钥，已用pwd加密，如果pwd为空字
符串，则返回为私钥的明文串。

pubKeyStr string 同态加密公钥串

err error 错误

 

l 注意事项

保护密钥的复杂度取决于用户实际的应用场景，作为底层库的调用，不去严格限制。

Encypt
l 接口原型

func Encypt (secretNumStr string, pubKeyStr string) (ciphertext string, err error)

l 功能描述

同态加密。

l 输入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须

secretNumStr string 需要加密的数值，只支持大于
等于0的正整数，如果数字有小
数，需要扩大倍数传入。

是

pubKeyStr String 同态加密的公钥 是

 

l 输出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ciphertext string 加密后的数据

err error 返回错误

 

l 注意事项

Secret Number 不能小于0。

Decrypt
l 接口原型

func Decrypt(ciphertext string, privKeyStr string, pwd string) (plainText *big.Int, er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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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功能描述

同态解密。

l 输入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须

ciphertext string 需要解密的密文 是

privKeyStr string 同态加密的私钥串（被pwd加密保
护

是

pwd string 用于保护私钥的字符串 否

 

l 输出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plainText *big.int 解密后的数据

err error 返回错误

 

l 注意事项

无。

Add
l 接口原型

func Add(cipher1, cipher2 string) (cipher string, err error)
l 功能描述

同态解密。

l 输入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须

cipher1 string 被加密的密文1 是

cipher2 string 被加密的密文2 是

 

l 输出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cipher string 相加后的数据

err error 返回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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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注意事项

无。

InitBalance
l 接口原型

func InitBalance(balanceStr string, pubKey string) (string, error)
l 功能描述

初始化余额。

l 输入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须

pubKey string 公钥串 是

balanceStr string 初始余额，只支持大于等于0的正整
数，如果数字有小数，需要扩大倍
数传入

是

 

l 输出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balanceInfo string 交易金额信息

err error 返回错误

 

l 注意事项

无。

PrepareTxInfo
l 接口原型

func PrepareTxInfo(cipherBalanceA string, transNumStr string, pubKeyA, pubKeyB
string, privKeyA string,pwd string) (string, error)

l 功能描述

交易准备。

l 输入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须

cipherBalanceA string A的当前余额（密文），取链
上当前A的余额

是

transNumStr string 转账金额（明文） 是

pubKeyA string A的公钥串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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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须

pubKeyB string B的公钥串 是

PrivKeyA string A的私钥串 是

pwd string 保护的字符串 否

 

l 输出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Txinfo string 交易准备数据

err error 返回错误

 

l 注意事项

无。

4.2.4 Chaincode 库接口

该静态库集成在BCS服务中。用户在开发链代码时，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API接口文件
对开发中的链码进行本地编译。

先将API接口文件下载（下载链接参见资源下载）并解压到本地的GOPATH目录中，按
照后续的链码示例代码来引用同态库。当链码开发完成后，将链码安装到BCS中时，
链码会自动链接到BCS中的库代码，实现对链码端同态加密库的调用。

链码中调用同态加密库的引用路径为：import "ahe/PSW/api/ChainCode"

注意

请确保使用该引用路径，否则链码端调用同态加密库会失败。

ValidateInitBalance
l 接口原型

func ValidateInitBalance(BalanceInfo, PubKey string) (InitBalance string, err error)

l 功能描述

校验sdk.InitBalance生成的balanceinfo中余额证明的有效性。

l 输入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须

BalanceInfo string 初始余额数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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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须

Pubkey string 余额加密的公钥信息 是

 

l 输出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须

InitBalance string 初始余额密文 是

err error 错误信息 是

 

l 处理说明

验证余额有效后，返回余额的密文。

l 注意事项

这里用户余额真实性由用户的app逻辑保证，Chaincode端无法验证该用户的真实金额，
只能验证该金额是大于0的范围。

ValidateTxInfo
l 接口原型

ValidateTxInfo(txInfo, cipherBalanceA, cipherBalanceB string)
(newCipherBalanceA,newCipherBalanceB,newCipherTxA,newCipherTxB string,err error)

l 功能描述

校验PrepareTxInfo生成的Txinfo中交易证明的有效性。

l 输入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须

txinfo string 交易证明数据

说明
交易信息数据包含有交易密文数据和交易证明数据，
该信息来源于sdk.PrepareTxInfo返回的txinfo信息。

是

cipherBalanceA string A当前的交易余额（密文） 是

cipherBalanceB string B当前的交易余额（密文） 是

 

l 输出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newCipherBalanceA string 交易后待更新的A的余额

newCipherBalanceB string 交易后待更新的B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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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描述

newCipherTxA string 交易金额（A的同态加密公钥
加密）

newCipherTxB string 交易金额（B的同态加密公钥
加密）

err error 错误

 

l 注意事项

这里A是转账方，B是收款方。

4.2.5 IDChaincode
用于保存用户的公钥和账户，新生成用户的同态密钥对时，需要将公钥注册到
IDchaincode上，便于后续根据账户能查询到收款方的同态公钥。链代码IDChaincode.go
的下载请参见资源下载。

注意

IDChaincode.go由华为云BCS服务提供，不建议用户修改，若进行修改将与下文中使用
的示例逻辑不一致。

注册 Register
账户地址是通过公钥hash计算转16进制字符串得到。

查询 Query
使用账户地址查询公钥。

4.2.6 示例 Transaction Chaincode
交易链码是用户实现其业务逻辑的链码，这里给出的示例代码完成用户间的转账操
作。在转账数据的验证过程中使用同态加密库对密文交易数据进行合法性校验，确保
没有非法操作。示例中实现了余额初始化，余额查询，转账交易三个功能函数，具体
功能实现参考如下。

Init 初始化余额

当用户注册成功后，需要初始化该用户的余额，默认为0。

l 输入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须

PubKey string 公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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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须

Balance string 初始金额 是

 
l 处理

调用ValidateInitBalance，校验balance范围有效性，完成余额背书。

PubKey := string(args[0])
BalanceInfo := string(args[1]) 
//PubKey := string(args[2])

hashPubkey, err := t.calcAddr(PubKey)
logger.Debug("encrypt initial balance")
//validate balance
cipherBalance,err := pswapi_cc.ValidateInitBalance(BalanceInfo,PubKey)
 if err != nil {
    logger.Error("fail to Validate InitBalance ")
    return shim.Error("fail toValidate InitBalance")
 }

l 输出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newCipherBalance string 余额密文

 

QueryBalance 查询余额

查询余额功能比较简单，根据key来查询value，即根据账户地址来查询当前余额，具体
可见transaction_demo的queryBalance接口。

queryBalance接口参数如下：

-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输入 addr string 账户地址

输出 cipherbalance string 账户余额密文

输出 err error 错误信息

 

Transfer 转账

l 输入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是否必须

AddrA string A-转账者地址 是

AddrB string B-收账者地址 是

txinfo String 交易信息PrepareTxInfo 是

 
l 处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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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账户地址获取账本中A,B的当前余额cipherBalanceAKeyABlock,
cipherBalanceBKeyBBlock。

b. 校验证明有效性。
newCipherBalanceA,newCipherBalanceB,newCipherTxA,newCipherTxB, err := 
pswapi_cc.ValidateTxInfo(txInfo, cipherBalanceAKeyABlock, cipherBalanceBKeyBBlock)
 if err != nil {
    logger.Error("fail to validate trans information")
    return shim.Error("fail to validate trans information")
 }

c. 输出更新后的余额（密文）

业务的账本内容需要用户定制，将上面加密的金额合入到用户的账本中保
存，demo中定义了一个存储结构，保存完后通过json序列化为一个交易记录
对象进行保存。

type TransRecord struct {
    FromAddr string
    ToAddr   string
    TXType   string
    Balance  string
    TX       string
    remark   string
 }

4.2.7 示例 Appdemo
为了说明同态加密库的具体使用方法，提供一个应用示例代码和对应的链码示例代
码。该应用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用户间相互转账，同时使用同态加密库保护用户的转账
交易信息。

该应用的使用包括三个步骤：注册用户（同时会初始化用户余额），用户间转账，查
询用户余额。

应用使用命令行的方式进行业务操作，具体过程如下。

注册
Usage:
  appdemo register [flags]
Flags:
  -C, --channel string       channel id (default "mychannel")
  -c, --config string        configuration file path (default "./config_test.yaml")
  -I, --idcc string          idendity chaincode name (default "IDChaincode")
  -i, --initbalance string   init initbalance
  -o, --orgid string         organization id (default "org1")
  -p, --protectpwd string    protect pwd
  -T, --txcc string          transaction chaincode name (default "TxChaincode")
  -u, --userid string        user id 
./appdemo register -u A -p test -i 100 

注意

部分参数不配置时使用的为默认值，见Flags中的描述。如果用户配置的与默认值不
同，需要在参数中显示指定。

l 为用户生成一对同态公私钥

这里假设有个用户表示userid，用于区分用户，新用户注册的时候为这个用户生成一对
公私钥，这里demo为每个用户将密钥对写到了本地的${userid}.data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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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KeyStr, pubKeyStr, err := pswapi_sdk.GenerateKey(propwd)
check(err)
fmt.Println("key is nil")
userdata.PubKey = pubKeyStr
userdata.PriKey = privKeyStr

l 注册公钥

使用fabric SDK的接口向IDChaincode 注册，参数为生成的公钥。

说明

注册公钥是为了使大家的同态公钥共享，这里利用了区块链本身链码特性完成该功能。主要作用
是在转账的时候，使用转账者的公钥加密交易金额，保护交易隐私，只有私钥持有者才可以解密
交易内容。

res, err := sdk_client.Invoke(setup, "Register", [][]byte{[]byte(userdata.PubKey), 
[]byte(senderAddr)})  
if err != nil {
     fmt.Println("Fail to register user pk ", err.Error())  
} else {
     addrByte := res[0].ProposalResponse.GetResponse().Payload
     fmt.Println("Register addr: ", string(addrByte))
  }

l 注册初始余额

a. 使用sdk.InitBalance来初始余额，进行加密生成初始化balanceinfo
b. 发送balanceinfo到交易Chaincode

balanceInfo, err := pswapi_sdk.InitBalance(initbalance, userdata.PubKey) check(err)
setup.ChainCodeID = txchaincode
_, err = sdk_client.Invoke(setup, "init", [][]byte{[]byte(userdata.PubKey), []byte(balanceInfo)})
 if err != nil {
    fmt.Println("Initbalance error for user: ", senderAddr, err.Error())
 } else {
    fmt.Println("init balance successfully: ", senderAddr)
 }
 check(err)

交易
Usage:
  appdemo transaction [flags]
Flags:
  -b, --AddrB string        B' addr
  -t, --Tx string           Transaction Num
  -C, --channel string      channel id (default "mychannel")
  -c, --config string       configuration file path (default "./config_test.yaml")
  -I, --idcc string         idendity chaincode name (default "IDChaincode")
  -o, --orgid string        organization id (default "org1")
  -p, --protectpwd string   protect pwd
  -T, --txcc string         transaction chaincode name (default "TxChaincode")
  -u, --userid string       user id 
./appdemo transaction -u A -p test -b 
a0760184f7ed24e0d86f5b2df40a973a9e1b5da9a1ae886532ac9cd634b59d59 -t 10
说明：其中-b后的字符串为B的账户地址（B注册成功时回显的地址）。

查询
Usage:
  appdemo querybalance [flags]
Flags:
  -C, --channel string      channel id (default "mychannel")
  -c, --config string       configuration file path (default "./config_test.yaml")
  -I, --idcc string         idendity chaincode name (default "IDChaincode")
  -o, --orgid string        organization id (default "org1")
  -p, --protectpwd string   protect p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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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txcc string         transaction chaincode name (default "TxChaincode")
  -u, --userid string       user id
./appdemo querybalance -p test -u A

查询代码：

1. 调用sdk提供的InitBalance接口初始化余额

2. 调用fabirc sdk发送交易
get balance
 setup.ChainCodeID = txchaincode
 transRec := sdk_client.TransRecord{}

 fmt.Println("query balance")

 resps, err := sdk_client.Query(setup, "QueryBalance", [][]byte{[]byte(addrA)})
 if err != nil {
  fmt.Println("Fail to query balance :", err.Error())
  return err
 }

 err = json.Unmarshal(resps[0].ProposalResponse.GetResponse().Payload, &transRec)
 if err != nil {
  fmt.Println("unmarshal query result error: ", err.Error())
  return err
 }

decrypt balance

 curbalance, err := pswapi_sdk.Decrypt(transRec.Balance, userdata.PriKey, propwd)
 if err != nil {
  fmt.Println("sdk Decrypt error: ", err.Error())
  return err
 }

 fmt.Println("current balance:" + curbalance.String())

4.3 Java SDK Demo
本节以一个基于java SDK的Demo为例讲解如何配置java应用，使之对接区块链服务，
并成功运行。

Demo 下载

表 4-3 资源列表

资源项 下载链接

链代码文件 chaincode_example02.zip

java SDK demo包（Maven工程） sdktest.rar

 

使用步骤

步骤1 订购区块链服务。订购服务的详细步骤可参考部署服务。服务参数见下表：

区块链服务
开发指南 4 SDK/库的使用

文档版本 01 (2018-04-19)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8

https://bcs.obs.myhwclouds.com/chaincode_example02.zip
https://bcs.obs.myhwclouds.com/sdktest.rar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bcs/bcs_usermanual_0001.html


表 4-4 参数表

参数名 参数值

区块链服务名称 demo

区块链类型 私有链或联盟链均可。

容器集群 选择创建好的容器集群。

网络存储 选择创建好的文件存储。

节点组织 创建1个节点组织，名称为xxxx，数量为1。

共识策略 测试策略(SOLO)

安全机制 ECDSA

版本信息 下拉选择最新版本

链代码管理初始密码 请自行设置。

确认密码 请自行设置。

共识节点数量 1

通道配置 创建名为demochannel的通道，并将xxxx节点组织添加进
此通道。

 

服务订购成功，如下图所示：

步骤2 进入链代码管理界面进行链代码安装及实例化。链代码安装及实例化的详细步骤可参
考链代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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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服务管理界面，下载demo-orderer组织的管理员证书、xxxx组织的管理员证书与用户
证书，下载SDK配置，并解压。

下载证书及下载SDK配置的详细操作步骤可参考服务管理。

步骤4 将sdktest导入eclipse中（sdktest为Maven工程）。

区块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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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eclipse中，单击“Window > Preferences > Maven > User Setting”，选择setting配置文
件的存放路径。

setting文件为Maven的配置文件，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如下为示例图：

步骤6 修改/sdktest/src/main/java/handler/HandlerHelper.java的chain_code_name、
chain_code_version、channel_name、orgName的值与实际保持一致。如下为示例图：

区块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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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修改 /sdktest/src/main/resources/fixture/config/javaSDKVerify-sdk-config.yaml文件。

说明

以下修改中涉及多处orderer、peer节点的Hash值修改，您可以通过全部替换的方式进行统一修
改，可提高效率。

l 修改12行的organization的值与前面下载的sdk文件中的值保持一致。如下为示例
图：

l 修改channels的属性值与您实际服务中的值一致，如下为示例图：

下图中1为通道名称、2为orderer节点的值（需与下载的SDK文件中的值保持一
致）、3为peer节点的值（需与下载的SDK文件中的值保持一致）、4为链代码名
称、5为链代码版本。

l 修改organizations的相关配置（本地路径指的是xxxx-admin的存放路径）与实际值
一致，如下为示例图：

区块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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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修改adminPrivateKey和signedCert的属性值与实际值一致。如下为示例图：

l 修改orderers的属性值与实际值一致。如下为示例图：

l 修改peers的属性值与实际值一致。如下为示例图：

步骤8 运行main函数，如下为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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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出来的金额符合实际，则表示成功。

----结束

4.4 Fabric-sdk-go 常用接口

Fabric-sdk-go的主要入口是FabricSDK类，这个类有几个方法分别可以生成
FabricClient，ChannelClient，ChannelMgmtClient，ResourceMgmtClient。Fabric-sdk-go
的常用操作基本都可以用这几个client实现。

1. FabricSDK
FabricSDK在def/fabapi/fabapi.go中，通过NewSDK()方法生成object。NewSDK()方
法有一个Options参数，以下是生成Options参数的例子:
deffab.Options{ConfigFile: configFile, LoggerFactory: 
logging.LoggerProvider(), UserName: sysadmin} 
ConfigFile是SDK配置文件的路径。LoggerFactory是可选的，不提供的话default会
log到console。

注意

UserName是新增的一个变量，用于双向tls查找对应的tls证书，如果SDK与peer通
信是tls通信的话，这个变量必须提供。

2. FabricClient主要有以下常用的接口。

表 4-5 接口表

接口名称 描述 参数值 返回值

CreateChann
el

创建Channel的
接口，用于创建
channel。

request
CreateChannelRequ
est

txn.TransactionID, error

QueryChann
elInfo

查询Channel的
接口，用于查询
Channel的信
息。

name string, peers
[]Peer

Channel,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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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名称 描述 参数值 返回值

InstallChainc
ode

安装链码的接
口，安装链码到
区块链中。

request
InstallChaincodeRe
quest

[]*txn.TransactionProposa
lResponse, string, error

InstallChainc
ode

安装链码的接
口，安装链码到
区块链中。

request
InstallChaincodeRe
quest

[]*txn.TransactionProposa
lResponse, string, error

QueryChann
els

查询channel的接
口，查询区块链
中已创建的通
道。

peer Peer *pb.ChannelQueryRespon
se, error

QueryInstall
edChaincode
s

查询已安装链码
的接口，查询区
块链中已安装的
链码。

peer Peer *pb.ChaincodeQueryResp
onse, error

 
3. ChannelClient主要包括链码查询和链码调用两类接口。

表 4-6 接口表

接口名称 描述 参数值 返回值

Query 链码查询接口，
调用链码进行查
询。

request
QueryRequest

[]byte, error

QueryWithOpts 带options的链码
查询接口，与
Query类似，但是
可以通过
QueryOpts指定
notifier, peers,和
timeout。

request
QueryRequest, opt
QueryOpts

[]byte, error

ExecuteTx 链码调用接口，
用于链码的调
用。

request
ExecuteTxRequest

TransactionID,
error

ExecuteTxWithOpt
s

带options的链码
调用接口，与
ExecuteTx类似，
但是可以通过
ExecuteTxOpts指
定notifier, peers,和
timeout。

request
ExecuteTxRequest,
opt ExecuteTxOpts

TransactionID,
error

 
4. ChannelMgmtClient

ChannelMgmtClient 只有两个接口SaveChannel(req SaveChannelRequest) error 和
SaveChannelWithOpts(req SaveChannelRequest, opts SaveChannelOpts) error 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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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是用于创建channel用的，这两个接口里面具体实现会调用到FabricClient里
createChannel()接口。

5. ResourceMgmtClient
ResourceMgmtClient主要就是些与链码生命周期相关的接口和一个peer加入通道的
接口。

说明

链码的删除接口为我们增加的接口，目前只实现了删除链码安装包的功能。

表 4-7 接口表

接口名称 描述 参数值 返回值

InstallCC 安装链码，用于
安装链码。

req
InstallCCRequest

[]InstallCCRespons
e, error

InstallCCWithOpts 带options的链码
安装，与InstallCC
类似，但是可以
通过InstallCCOpts
指定peers。

req
InstallCCRequest,
opts InstallCCOpts

[]InstallCCRespons
e, error

InstantiateCC 实例化链码接
口，用于实例化
链码。

channelID string,
req
InstantiateCCRequ
est

error

InstantiateCCWith
Opts

带options的链码
实例化，与
InstantiateCC类
似，但是可以通
过
InstantiateCCOpts
指定peers和
timeout。

channelID string,
req
InstantiateCCRequ
est, opts
InstantiateCCOpts

error

UpgradeCC 升级链码，用于
链码的升级。

channelID string,
req
UpgradeCCReques
t

error

UpgradeCCWithO
pts

带options的链码
升级，与
UpgradeCC类似，
但是可以通过
UpgradeCCOpts指
定peers和
timeout。

channelID string,
req
UpgradeCCReques
t, opts
UpgradeCCOpts

error

DeleteCC 删除链码，用于
链码的删除，目
前只有删除安装
包的功能。

channelID string,
req
DeleteCCRequest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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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名称 描述 参数值 返回值

DeleteCCWithOpts 带options的链码
删除，与
DeleteCC类似，
但是可以通过
DeleteCCWithOpts
指定peers和
timeout。

channelID string,
req
DeleteCCRequest,
opts DeleteCCOpts

error

JoinChannel Peers加入Channel
的接口，用于
peers加入
Channel。

channelID string error

JoinChannelWithO
pts

带options的Peers
加入Channel的接
口，与
JoinChannel类
似，但是可以通
过JoinChannelOpts
指定peers。

channelID string,
opts
JoinChannelOpts

error

 

说明

带options的接口都可以指定peers，peers可通过def/fabapi/pkgfactory.go 里的NewPeer(userName
string, orgName string, url string, certificate string, serverHostOverride string, config config.Config)
(fab.Peer, error) 生成。这个method比原生的NewPeer多两个参数userName, orgName, 这两个参数
用于peer双向tls找到对应的tls证书。

4.5 Fabric-sdk-java 常用接口
Fabric-sdk-java的使用主要分为：加密套件配置，通道操作，链码操作。

l 加密套件配置部分，根据配置文件内容，设置SDK里面的加密套件服务提供者、
加密类型、安全级别等。

l 通道操作包括：通道查询、通道创建、通道加入、通道删除等。

l 链码操作包括：链码安装、链码实例化、链码查询、链码调用等。

使用Fabric-sdk-java主要会使用HFClient和Channel两个类，其导入路径分别为：
org.hyperledger.fabric.sdk.HFClient和org.hyperledger.fabric.sdk.Channel，如下为两个类的
主要方法介绍。

HFClient
HFClient通过createNewInstance()创建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常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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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HFClient 常用接口

接口名称 描述 参数值 返回值

setCrypto
Suite

设置加密套件的接口，用于设置客
户端使用的加密套件，接收的参数
可以通过
CryptoSuite.Factory.getCryptoSuite()
方法来创建。

CryptoSuite cryptoSuite 无

setUserCo
ntext

设置用户上下文环境的接口，设置
用户的上下文环境，包括用户名
称、组织标识等。

User userContext User

newChan
nel

创建通道的接口，创建一个已经配
置好的通道对象，输入参数为通道
名称。

String name Channel

newPeer 创建peer的接口，创建一个peer对
象，输入参数包括：peer名称，连
接地址，TLS通信的配置参数。

String name, String
grpcURL, Properties
properties

Peer

newOrder
er

创建orderer的接口，创建一个
orderer对象，输入参数为：orderer
名称，连接地址，TLS通信的配置
参数。

String name, String
grpcURL, Properties
properties

Orderer

queryCha
nnels

查询通道的接口，查询指定peer所
在的通道。

Peer peer Set<Strin
g>

newEvent
Hub

创建EventHub的接口，创建事件监
听对象，用于接收orderer端返回的
消息，输入参数为：orderer名称，
orderer连接地址，TLS通信的配置
参数。

String name, String
grpcURL, Properties
properties

EventHu
b

newTrans
actionPro
posalRequ
est

创建交易提议请求的接口，创建用
于发起交易的提议请求。

无 Transacti
onPropos
alReques
t

newQuery
ProposalR
equest

创建查询提议请求的接口，创建用
于查询的提议请求。

无 QueryBy
Chaincod
eRequest

queryInsta
lledChain
codes

查询指定peer节点已安装的链码。 Peer peer List<Cha
incodeInf
o>

sendInstal
lProposal

用于向peer发送安装链码的请求。 InstallProposalRequest
installProposalRequest,
Collection<Peer> peers

Collectio
n<Propos
alRespon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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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
Channel用于对通道进行操作，主要包括以下接口：

表 4-9 Channel 常用接口

接口名称 描述 参数值 返回值

addOrderer 向通道中添加orderer
对象。

Orderer orderer Channel

addPeer 向通道中添加peer对
象。

Peer peer Channel

addEventHub 向通道中添加
EventHub对象。

EventHub eventHub Channel

initialize 初始化通道 无 Channel

sendTransactionPr
oposal

向指定peer节点发送
交易提议请求数据。

TransactionProposal
Request
transactionProposal
Request,
Collection<Peer>
peers

Collection<Proposal
Response>

sendTransaction 将交易信息发送给客
户端配置的orderer节
点。对链码进行
invoke操作需要先向
链码所在的peer节点
发送交易提议，然后
再将交易信息发送到
排序节点。

Collection<Proposal
Response>
proposalResponses

CompletableFuture<
TransactionEvent>

queryByChaincod
e

向指定的peer节点发
送链码查询请求。

QueryByChaincode
Request
queryByChaincodeR
equest,
Collection<Peer>
peers

Collection<Proposal
Response>

sendInstantiationP
roposal

向通道发送链码实例
化请求。

InstantiateProposalR
equest
instantiateProposalR
equest

Collection<Proposal
Response>

joinPeer 将指定的peer加入到
通道中。

Peer peer Channel

区块链服务
开发指南 4 SDK/库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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