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地方标准
《四川省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规范》

编 制 说 明

编制单位：电子科技大学

时间：2023 年 1月



目 录

一、 工作简况 .............................................................................................- 1 -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6 -

三、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 - 8 -

四、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 - 9 -

五、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 9 -

六、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 - 10 -

七、 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 - 10 -

八、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 10 -

九、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 - 10 -



- 1 -

一、工作简况

1、背景和目的

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特性，在政务、

医疗、出行、教育、金融等多个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区块链

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之一，迎来创新发展新

机遇。区块链首次被纳入国家五年规划当中，成为发展数字经济和

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载体，这标志着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将在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将促进数字技术与

实体经济深入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与此同时，国内国际上区块链领域的

安全标准仍属空白，行业发展呈碎片化，我国尚未有全面、通用的

区块链标准体系，开发者和用户对于区块链的基础认识不一，导致

区块链技术落地应用指导不明确、不具体。为确保区块链技术能够

更加高效安全地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进行服务，亟需对区块链在新区

应用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技术、安全和管理等方面提出明确的标准。

因此，区块链标准化有助于统一对区块链的认识，规范和指导区块

链在各行业的安全应用和发展。

四川省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规范项目主要工作为制定四川省

区块链术语和定义、参考架构等重点标准、区块链数据格式规范、

智能合约实施规范等标准、区块链存证类应用的实施建议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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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这些标准的制定具备充足的可行性。

目前四川省已有多项数据相关标准落地，同时现有的四川省数

据标准体系较为健全，这些相关标准的研究为四川省区块链技术应

用标准规范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和充足的参考材料；电子

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已经参与了多项标准的制定，有充足的标准制定

经验和工具开发经验，能够胜任本项目的标准制定工作，制定合理

的、具有参考价值和指导价值的区块链术语和定义、参考架构等重

点标准、区块链数据格式规范、智能合约实施规范等标准、区块链

存证类应用、业务系统区块链应用标准的实施建议，实现对四川省

区块链系统测试、评估的规范化。完成四川省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

规范制定任务。通过该标准研制，推动区块链技术在四川省内各领

域间的融合应用，为四川省区块链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为后续相关

标准更新提供高质量参考材料。

2、任务来源

根据《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2年度地方标准制

修订项目立项计划（第三批）的通知》（川市监函﹝2022﹞357号），

《四川省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规范》地方标准现于2022年 6月正

式立项，该标准由四川省大数据中心提出并归口。

3、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电子科技大学牵头，由四川省大数据中心、成都市标

准化研究院、四川省卫生信息学会、四川省司法厅、四川省生态环

境厅、四川省医疗保障局、成都市教育局、德阳市大数据局、内江

市大数据中心、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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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北京工业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市智慧蓉城研究院有限

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四川华西集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联通

（四川）产业互联网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通信科研规划设计

有限责任公司、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成都金融梦工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成都交子区块链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迅鳐成都

科技有限公司、国信优易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网道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四川迅鳐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同编制。

4、主要起草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承担工作

1. 夏琦 女 电子科技大学 标准框架制定

2. 祝玲 女 四川省大数据中心 标准框架制定

3. 张军 女 四川省大数据中心 标准框架制定

4. 高建彬 男 电子科技大学 标准框架制定

5. 夏虎 男 电子科技大学 标准总体情况调研

6. 段占祺 男 四川省大数据中心 标准总体情况调研

7. 刘雯 女 四川省大数据中心 标准总体情况调研

8. 乐益矣 女 四川省大数据中心 标准总体情况调研

9. 李蒙科 女 四川省大数据中心 标准总体情况调研

10. 陈睿 男 四川省司法厅 标准总体情况调研

11. 李亚军 男 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标准总体情况调研

12. 罗英 女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

院
标准总体情况调研

13. 王旭赢 男 成都市教育局 标准总体情况调研

14. 刘莎 女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标准起草

15. 赵斌 男 德阳市大数据局 标准起草

16. 高会伟 男 内江市大数据中心 标准起草

17. 王旭赢 男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

院
标准起草

18. 陈庆 女 电子科技大学 标准起草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xlTM-TogKuTw7lpc0FVkDHKCuKyhsssrSAmd&rq=ef&pd=ee&fro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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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戴子玟 女 电子科技大学 标准起草

20. 林晓东 男 四川省卫生信息学会 标准起草

21. 向海平 男 四川省卫生信息学会 标准起草

22. 明子涵 男
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

研究院
标准起草

23. 王娟 女
成都金融梦工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

24. 周靖岚 女
成都交子区块链产业

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

25. 丁云波 男
四川华西集采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

26. 陈伟 男
四川华西集采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

27. 郭凯 男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

28. 封博文 男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

29. 王楠 男
成都市智慧蓉城研究

院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

30. 才虹莉 女
四川通信科研规划设

计有限责任公司
标准起草

31. 王少巍 男
亚信科技（中国）有限

公司
标准起草

32. 李建 男 北京工业大学 标准起草

33. 董雪璠 男 北京工业大学 标准起草

34. 欧阳森山 男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标准起草

35. 张远民 男
联通（四川）产业互联

网公司
标准起草

36. 陈华 男
四川网道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标准起草

37. 王贝 女
迅鳐成都科技有限公

司
标准起草

38. 杨海 男
国信优易数据股份有

限公司
标准起草

39. 黄欣 男
国信优易数据股份有

限公司
标准起草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xlTM-TogKuTw7lpc0FVkDHKCuKyhsssrSAmd&rq=ef&pd=ee&from=ps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xlTM-TogKuTw7lpc0FVkDHKCuKyhsssrSAmd&rq=ef&pd=ee&fro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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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李慧 女
四川省电子信息产业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

41. 肖丽 女 成都中医药大学 标准起草

5、主要工作过程

2021 年 10-12 月，项目组针对四川省区块链应用相关材料进

行调查研究和搜集信息，一是区块链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方向；二

是区块链相关最新科技成果；三是四川省的需求和期望；四是区块

链现有应用及市场反馈的统计资料、技术数据，经过大量的调研、

广泛征求意见，查找文献，成立标准编制课题组，编制工作方案。

2022年 2月，完成申请书的编制，并申报立项。2022年 6月，

《四川省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规范》地方标准正式立项。

2022年 6月-2022年 8月，调研当前四川省内各区块链系统使

用运营、数据存储、日常维护等情况，结合国家及各省区块链系统

的各项规定，根据调研结果研究制定四川省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规

范，并赴相关部门开展现场调研等工作。

2022年 8月-2022年 12月，整理四川省区块链技术应用相关

资料，与相关部门开展技术交流，参考国家标准，按照工作方案，

编写标准初稿和编制说明，每两周进行一次标准研讨会议，初稿向

相关领域专家及省内各市州大数据局征求意见。2023 年 1月，标

准编写组邀请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

专家，组织进行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会，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对标

准初稿进行补充完善，最终形成了《四川省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规

范》（征求意见稿）。

编写小组决定2023 年 1月对外公开征求意见，公开方式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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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大数据中心网站。

2023年 1月-3月，结合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进一步细化、完

善，形成标准终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标准内容的编制坚持以下原则：

1、结合产业实际情况

标准起草组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坚持产学研用相结合，听取各

方意见，充分调研省内区块链行业的实际需求，给出了可供区块链

相关各行业使用的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规范。

2、操作性

本标准以可操作性作为考虑的基本出发点，主要针对目前四川

省使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应用设计、开发、部署等环节，以更高效、

便捷、准确的搭建区块链技术应用系统，提高省及地市州、部门级

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可拓展性与共享性，为构建整体的区块链生态提

供规范的应用类资源框架，确保了本标准可在实际系统开发中具有

指导意义。

2、主要内容

（1）范围



- 7 -

本章描述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根据地方标准编写要求和实际需要，本标准引用了数项国家标

准、地方标准与行业标准等，列出了所引用标准的名称和标准号。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涉及的术语和定义均来自于国家、国际标准等，为了方

便区块链技术应用规范，明确了区块链、共识算法、智能合约等概

念，为四川省区块链技术应用提供统一的话语体系，本章详细列出

了以上术语的定义与出处，对本标准涉及的术语进行了阐释与定义。

（4）缩略语

本章给出了本标准中涉及的缩略语的全称及释意，如API、P2P

等。

（5）区块链应用架构

本章给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特点，对区块链技术进行了四层的

架构划分，分别为基础设施层、基础资源层、应用支撑层、分布式

应用层，制作了四川省区块链应用总体架构图。

（6）区块链应用接口规范

本章给出了区块链技术提供平台在接口方面应满足的基本要

求，对调用形式以及接口调用方法进行了分类说明。

（7）区块链数据应用要求

本章给出了区块链数据应用中，对于数据结构、数据通信、数

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同步五个方面的要求，包括对数据应用的

能力要求、处理流程等方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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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区块链应用基础技术要求

本章给出区块链应用基础技术要求，包括共识算法与智能合约

机制两个方面，对共识机制与合约机制的标准化流程做出了说明。

（9）区块链应用基础设施建设要求

本章给出了区块链应用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求，主要从存储资源、

计算资源、网络资源以及省本级、地市州及部门级基础设施协同链

网涉及的跨链网络建设要求等面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做出了规范。

（10）区块链应用安全要求

本章给出了区块链技术应用安全要求框架，按照四川省区块链

应用总体架构的层次依次对总体安全、基础设施层安全、基础资源

层安全、应用支撑层安全、分布式应用层安全做出了说明。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在国际上，ISO 22739《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术语》、IEEE

2418.2-2020《区块链系统的数据格式标准》是适用于区块链领域

发展需求的基础标准，未对区块链技术应用提供较为完整的技术要

求规范、GB/T22239-2019《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DA31/T《区块链安全通用规范》为区块链技术应用安全要求和体系

提供了支持性描述，本标准基于以上标准工作基础，对四川省区块

链技术应用架构进行了梳理，结合此架构进行了安全体系描述和各

级安全要求。

综上所述，国际、国外尚无标准组织进行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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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该标准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写是在遵循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政府文件的基础上，结

合四川省实际制定。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四川省

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和《四川省标准化监督管理条例》中关于培育

发展四川省大数据相关标准的各项改革措施要求，从而确保该标准

可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支撑。在与现行的推荐性标准

相协调方面，该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以尽量直接引用的方式与相关

现行标准（如ISO 22739《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术语》、IEEE

2418.2-2020《区块链系统的数据格式标准》、GB/T22239-2019《信

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等）实现协调和衔接，具备适用性

和可拓展性。

编制符合国家对标准结构、内容的要求，与法律法规、上级标

准无任何抵触。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写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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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在四川省范围内发布实施。

七、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在区块链技术应用产品涉及和系统实施过程中，建议根据标准

规范对产品和系统进行符合性测试和验证。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编写组

2023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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