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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HyperLedger Fabric

的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数据保护和共享方法，属于

医疗健康技术领域，包括：身份授权单元，其用于

授予社区健康服务联盟的成员权限；业务系统单

元，其用于实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服务业务；

数据保护单元，其用于将社区健康元数据记录至

Fabric区块链单元；数据共享单元，其用于向联

盟内其他成员提供数据共享；数据校验单元，其

用于校验当前数据是否为真实的原始值；Fabric

区块链单元，其用于存储社区健康元数据。本发

明符合社区健康服务实际场景，能够较好地完成

社区健康服务数据保护和共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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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HyperLedger  Fabric的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数据保护和共享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身份授权单元、业务系统单元、数据保护单元、数据共享单元、数据校验单元和Fabric

区块链单元；其中：

身份授权单元，用于授予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成员权限；由上级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或社

区健康服务监管部门作为身份认证单元的主体，为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颁发联盟成员证

书，组建社区健康服务联盟；

业务系统单元，用于实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服务业务；为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服务

信息系统，完成日常健康服务工作，并作其他单元的数据来源；业务系统单元后台运行定时

程序，定期调用数据保护单元和数据共享单元，完成数据保护和数据共享；

数据保护单元，用于将业务系统单元产生的社区健康元数据记录至Fabric区块链单

元；构造待保护数据的元数据信息，并将元数据信息记录至Fabric区块链单元；

数据共享单元，用于向联盟内其他成员提供数据共享；接受其他成员的数据下载请求，

验证该成员是否在元数据信息的共享对象列表中，若存在则返回加密后的数据；数据共享

单元经过数据保护单元提供数据共享服务；

数据校验单元，用于校验当前数据是否为真实的原始值；该单元利用数据保护单元提

供的元数据信息，判断当前数据是否被篡改；

Fabric区块链单元，用于存储社区健康元数据，接受数据保护单元的请求，将元数据记

录至Fabric区块链中；同时向数据校验单元提供查询服务，返回Fabric区块链记录的元数

据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HyperLedger  Fabric的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数据保护和共

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身份授权单元作为证书授权机构(Certificate  Authority)，为

成员节点颁发数字证书，创建社区健康服务联盟通道(channel)，制定Fabric区块链全局策

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HyperLedger  Fabric的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数据保护和共

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保护单元中，元数据信息包括：数据编号、数据来源、数据指

纹、共享对象列表、数据下载地址、当前时间等。数据编号为该数据全局唯一的标志，和数据

实体一一对应；数据来源为发布该数据的健康服务中心编号；数据指纹为数据原文的Hash

值；共享对象列表为允许其他成员访问该数据的<成员编号、解密密钥>二元组列表；数据下

载地址为该数据密文的下载地址；当前时间为该数据的保护时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HyperLedger  Fabric的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数据保护和共

享方法，其特征在于：数据保护过程如下：

(1)数据发布者s计算编号为i的数据d的hash值，记为h；

(2)s随机产生对称加密密钥k，对d加密产生密文c；

(3)s确定要共享数据的成员r1,r2,…,rn ,使用在身份授权单元获取各自证书的公钥

pk1,pk2,…,pkn，加密k，产生密文ck1,ck2,…,ckn；

(4)s生成共享对象列表l＝[<r1,ck1>,<r2,ck2>,…,<rn,ckn>]；

(5)s将密文c上传至自己的数据共享服务器，产生数据下载地址w；

(6)s产生d的元数据m＝<i,s,h,l,w,t>,t为当前时间；

(7)s将元数据m记录至Fabric区块链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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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据d不用于共享，则d的元数据不包括共享对象列表和数据下载地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HyperLedger  Fabric的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数据保护和共

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共享单元中，数据共享请求过程如下：

(1)联盟成员a请求下载编号为i的数据密文c，首先到Fabric区块链单元获取i的元数

据信息m；

(2)若m的共享对象列表存在<a,cka>，则使用自己的私钥ska解密cka得到对称密钥k；

(3)a按照m的数据下载地址w,构造数据下载请求q，设置请求对象为i，并设置请求时间

参数qt为当前时间，同时带上自己的签名sig；

(4)a接到数据下载响应，获得数据密文c，使用k解密c得到真正的数据原文d。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HyperLedger  Fabric的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数据保护和共

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共享单元中，数据共享响应过程如下：

(1)数据发布者s收到数据下载请求q，校验请求时间qt是否为最近时间，若不是，则不

予响应；若是则继续以下过程；

(2)s根据请求对象查找Fabric区块链单元记录的i的元数据信息m，查询身份授权单

元，获取所有m的共享对象列表中成员的公钥pk1,pk2,…,pkn；

(3)使用pk1,pk2,…,pkn，逐个验证请求q的签名sig。若验证均不通过，则不予响应，否

则返回i的数据密码c。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HyperLedger  Fabric的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数据保护和共

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校验单元中，当前数据是数据发布者自己的本地数据，或是

通过数据共享或其他途径获取到的数据。

8.根据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基于HyperLedger  Fabric的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数据保护

和共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校验单元中，用于校验当前数据是否为真实的原始值的

过程为：

(1)通过数据编号i查找到Fabric区块链单元记录的元数据信息m＝<i,s,h,l,w,t>；

(2)计算当前数据的hash值，若其和h一致，则当前数据为原始数据，否则当前数据已被

篡改。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HyperLedger  Fabric的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数据保护和共

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Fabric区块链单元中，每个联盟成员作为Fabric区块链网络的成

员节点，共同维护Fabric区块链账本，身份授权单元创建联盟成员身份、创建交易通道、提

供排序服务(Order  Service)、制定Fabric区块链全局策略。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858259 A

3



基于HyperLedger  Fabric的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数据保护和共

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健康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基于HyperLedger  Fabric(超

级账本开源区块链Fabric项目)的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数据保护和共享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健康数据真实性是提供社区健康服务的基础，而现有绝大部

分社区健康数据都集中存储在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数据库中。一旦数据库遭受外部或内部

篡改很难精准及时地发现数据异常。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成员间的数据共享，既要保证共享

数据的真实性，又要控制共享访问范围和权限。

[0003] 目前针对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数据保护和共享主要采用多点备份、冗余校验和文

件共享下载等传统中心化控制技术架构。该技术架构要求中心化节点，如社区健康服务中

心监管部门或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本身，自律可靠，且能够抵抗日益多样的外部攻击。因数据

中心化存储和管理造成数据泄露和数据篡改的报道屡见不鲜。区块链技术的本质是一种去

中心化(Decentralized)、无需信任(Trustless)的分布式数据账本，其借助密码学、对等网

络、共识算法等技术使所有参与节点共同拥有、管理和监督数据，不受任何单一节点的控

制，具有数据不可伪造、不可篡改、不可抵赖、过程可追溯等特点，高度吻合社区健康服务数

据真实性保护需求。

[0004] Hyperladger  Fabric作为开源区块链联盟链项目，适合作为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构建社区健康服务联盟的底层支持，且Fabric本身自带较多通用工具和个性化定制接口，

是实现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数据保护和共享的较理想选择。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问题：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HyperLedger 

Fabric的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数据保护和共享方法，用于保护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数据真实性

和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成员间数据共享，能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基于HyperLedger  Fabric的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数据保护和共享方法，包括，

[0008] 身份授权单元，其用于授予社区健康服务联盟的成员权限；

[0009] 业务系统单元，其用于实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服务业务；

[0010] 数据保护单元，其用于将社区健康元数据记录至Fabric区块链单元；

[0011] 数据共享单元，其用于向联盟内其他成员提供数据共享；

[0012] 数据校验单元，其用于校验当前数据是否为真实的原始值；

[0013] Fabric区块链单元，其用于存储社区健康元数据。

[0014] 所述所述身份授权单元，其特征在于：由上级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或社区健康服务

监管部门作为身份认证单元的主体，为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颁发联盟成员证书，组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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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务联盟。具体地，身份授权单元作为证书授权机构(Certificate  Authority)，为成

员节点颁发数字证书，创建社区健康服务联盟通道(channel)，制定Fabric区块链全局策

略。

[0015] 所述业务系统单元，其特征在于：业务系统单元为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服务信息

系统，完成日常健康服务工作，并作为本方法其他单元的数据来源。业务系统单元后台运行

定时程序，定期调用数据保护单元和数据共享单元，完成数据保护和数据共享。

[0016] 所述数据保护单元，其特征在于：数据保护单元构造待保护数据的元数据信息，并

将元数据信息记录至Fabric区块链单元。元数据信息包括：数据编号、数据来源、数据指纹、

共享对象列表、数据下载地址、当前时间等。数据编号为该数据全局唯一的标志，和数据实

体一一对应；数据来源为发布该数据的健康服务中心编号；数据指纹为数据原文的Hash值。

共享对象列表为允许其他成员访问该数据的<成员编号、解密密钥>二元组列表；数据下载

地址为该数据密文的下载地址；当前时间为该数据的保护时间。

[0017] 数据保护过程如下：

[0018] 1)数据发布者s计算编号为i的数据d的hash值，记为h；

[0019] 2)s随机产生对称加密密钥k，对d加密产生密文c；

[0020] 3)s确定要共享数据的成员r1,r2,…,rn,使用在身份授权单元获取各自证书的公

钥pk1,pk2,…,pkn，加密k，产生密文ck1,ck2,…,ckn；

[0021] 4)s生成共享对象列表l＝[<r1,ck1>,<r2,ck2>,…,<rn,ckn>]；

[0022] 5)s将密文c上传至自己的数据共享服务器，产生数据下载地址w；

[0023] 6)s产生d的元数据m＝<i,s,h,l,w,t>,t为当前时间；

[0024] 7)s将元数据m记录至Fabric区块链单元。

[0025] 如果该数据不用于共享，则其元数据不包括共享对象列表和数据下载地址。

[0026] 所述数据共享单元，其特征在于：数据共享单元接受其他成员的数据下载请求，验

证该成员是否在元数据信息的共享对象列表中，若存在则返回加密后的数据。

[0027] 数据共享请求过程如下：

[0028] 1)成员a请求下载编号为i的数据密文c，首先到Fabric区块链单元获取i的元数据

信息m；

[0029] 2)若m的共享对象列表存在<a,cka>，则使用自己的私钥ska解密cka得到对称密钥

k；

[0030] 3)a按照m的数据下载地址w,构造数据下载请求q,设置请求对象为i，并设置请求

时间参数qt为当前时间，同时带上自己的签名sig；

[0031] 4)a接到数据下载响应，获得数据密文c。使用k解密c得到真正的数据原文d。

[0032] 数据共享响应过程如下：

[0033] 1)数据发布者s收到数据下载请求q，校验请求时间qt是否为最近时间。若不是，则

不予响应，否则继续以下过程；

[0034] 2)s根据请求对象查找Fabric区块链单元记录的i的元数据信息m，查询身份授权

单元，获取所有m的共享对象列表中成员的公钥pk1,pk2,…,pkn；

[0035] 3)使用pk1 ,pk2 ,… ,pkn，逐个验证请求q的签名sig。若验证均不通过，则不予响

应，否则返回i的数据密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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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所述数据校验单元，其特征在于：数据校验单元用于校验当前数据是否为真实的

原始值。当前数据可以是数据发布者自己的本地数据，也可以是通过数据共享或其他途径

获取到的数据。数据校验过程如下：

[0037] 1)通过数据编号i查找到Fabric区块链单元记录的元数据信息m＝<i,s,h,l,w,t

>；

[0038] 2)计算当前数据的hash值，若其和h一致，则当前数据为原始数据，否则当前数据

已被篡改。

[0039] 所述Fabric区块链单元，其特征在于：Fabric区块链单元接受数据保护单元的请

求，将元数据记录至Fabric区块链中；同时向数据校验单元提供查询服务，返回Fabric区块

链记录的元数据信息。

[0040] 具体地，每个联盟成员作为Fabric区块链网络的成员节点，共同维护Fabric区块

链账本。身份授权单元创建联盟成员身份、创建交易通道、提供排序服务(Order  Service)、

制定Fabric区块链全局策略等。

[0041] 本发明与相对于现有技术的优势在于：

[0042] (1)采用Hyperladger  Fabric区块链去中心化技术，利用各个社区健康服务联盟

成员节点的计算资源和管理资源合力保护社区健康数据真实性。

[0043] (2)采用数据加密、签名验证、身份授权等技术，能够有效保证共享数据的私密性、

完整性和可访问性。

附图说明

[0044] 图1本发明的系统结构框图；

[0045] 图2本发明的数据保护和共享发布流程图；

[0046] 图3本发明的共享数据下载解析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48]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系统结构分为业务系统单元、数据保护单元、数据共享单元、

数据校验单元、Fabric区块链单元和身份授权单元。业务系统单元是整个系统的数据源，将

数据输入至数据保护单元、数据共享单元和数据校验单元，以完成数据的保护、共享和校验

处理。Fabric区块链单元作为数据保护、共享和校验的底层支持模块，调用区块链内部接口

实现数据保护、共享和校验功能。身份授权单元作为社区健康服务联盟的构建和管理单元，

负责为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分配和维护角色和权限，支持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正常运行。

[0049] 如图2所示，本发明的数据保护和共享流程为，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计算数据指纹，

使用对称密钥加密数据，使用共享对象的公钥加密对称密钥，然后将数据指纹和加密后的

对称密钥写入Fabric区块链，并提供数据密文文件下载服务。

[0050] 如图3所示，本发明的共享数据下载解析流程为，社区健康服务联盟成员下载数据

密文，查询Fabric区块链，获取加密后的对称密钥，然后用自己的私钥解密出对称密钥，并

使用对称密钥解密数据密文，得到真正的数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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