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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制造业跨域异构数据的

身份构建及溯源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制造业跨域

异构数据的身份构建及溯源方法：首先，在智能

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跨域系统的多数据处理阶段

预置数据溯源代理，通过该代理实现与区块链系

统的数据交互。数据溯源代理抽取各企业写入自

身数据库可共享的数据内部指纹，结合数据的外

部关联属性特征，设计轻量级椭圆曲线特征提取

算法对内外因联合特征进一步轻量抽取并签名，

构建出内外因素结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其

次，调用智能合约，在供应链协同跨域系统的多

数据处理阶段，生成记录并存储于区块链中数据

映射逻辑链，基于区块链的多方共识机制及不可

篡改特性，并结合区块链中智能合约的自动化能

力，实现多尺度、多数据处理阶段的数据身份链

式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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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制造业跨域异构数据的身份构建及溯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第一步，在智能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跨域系统的多数据处理阶段，预置数据溯源代理，所

述多数据处理阶段包括原始数据获取、数据预处理与清洗、主数据语义建模、主数据语义融

合和数据集成管理在内的数据处理阶段，通过数据溯源代理实现与区块链系统的数据交

互，数据交互包括数据及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上链和溯源操作；

所述数据溯源代理从智能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跨域系统中获取异构原始数据信息，根据

制定智能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跨域系统内、企业的内系统的跨域异构数据内部指纹提取规则

提取数据内部特征集，数据内部特征集用于形成内外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标签的内因

素，所述内因素即数据内部指纹；制定各个企业节点系统执行数据上链操作用户与数据相

关的外部关联属性信息提取规则，构成外部关联属性特征集，外部关联属性特征集用于形

成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标签的外因素，外因素即外部关联属性特征，包括数据来

源企业、数据来源系统、数据处理人、产品物流信息、财务信息、来源厂商、网络信息；数据溯

源代理通过设计的轻量级椭圆曲线特征进行内外特征抽取进而构成签名的内外因素联合

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对数据内部指纹和数据的外部关联属性的进行特征抽取，构成内外

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并签名，从而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

并完成上链存储；

第二步，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数据溯源代理在异构数据生命全周期的各个阶段提取

到的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生成留痕记录，并存储于区块链中；所述异构数据生命全周期，包

括原始数据获取、数据预处理与清洗、主数据语义建模、主数据语义融合和数据集成管理在

内的数据处理阶段；数据溯源代理根据区块链账本的数据映射逻辑链，利用流转数据共享

的功能，将收到的待溯源的数据，利用该数据的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完成异构数据生命全

周期各阶段到原始数据的数据可信验证及多数据处理阶段、多尺度的追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制造业跨域异构数据的身份构建及溯源方

法，其特征在于：第一步中，所述构成数据内部特征集的过程如下：

(1)数据溯源代理从智能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跨域系统中获取异构原始数据信息m；

(2)数据溯源代理在异构原始数据信息m中筛选数据内容、关键字段重要内部信息，构

成数据内部特征集

(3)数据溯源代理随机选取相应的椭圆曲线Ep(a ,b)上的基点G(x,y)、素数阶n以及随

机整数l，其中x和y是该基点的坐标参数，使用随机整数l、基点G(x,y)生成公钥L，(l,L)构

成数据溯源代理用于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公私钥对；

(4)数据溯源代理选择一个随机整数k，k∈[1,n-1]，该整数用于数据内部指纹的计算，

保证内部特征数据的可追溯性；

(5)使用数据内部特征集 的特征值m'、随机整数k、基点G(x,y)、公钥L计算数据内部

指纹的两个元素c1＝m'+kL，c2＝kG＝(x1,y1)，其中x1、y1是c2的坐标参数，生成数据内部指

纹in_m＝(c1,c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制造业跨域异构数据的身份构建及溯源方

法，其特征在于：第一步中，构成外部关联属s性特征的过程如下：

(1)数据溯源代理获取不同数据库系统中数据的外部关联属性m1，并进行特征筛选，使

权　利　要　求　书 1/4 页

2

CN 110084070 B

2



用筛选后的关键性外部关联属性特征，构成外部关联属性特征集

(2)数据溯源代理随机选取相应的椭圆曲线Ep(a,b)上的基点G(x,y)、素数阶n、随机整

数l，其中x和y该基点的坐标参数，使用随机整数l、基点G(x,y)生成公钥L，(l,L)构成数据

溯源代理用于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公私钥对；

(3)数据溯源代理选择一个随机整数k，k∈[1,n-1]，该整数用于外部关联属性特征的

计算，保证外部特征数据的可追溯性；

(4)使用外部关联属性特征集的特征值 随机整数k、基点G(x,y)、公钥L计算外部关

联属性特征的两个元素 c4＝kG＝(x2,y2)，其中、是c4的坐标参数，生成外部关

联属性特征out_m＝(c3,c4)，用于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该外部关联

属性特征具备轻量性、唯一性及对应数据高度相关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制造业跨域异构数据的身份构建及溯源方

法，其特征在于：第一步中，所述通过设计的轻量级椭圆曲线特征进一步轻量级内外特征抽

取进而构成签名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过程如下：

(p,a,b,G,n)代表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椭圆曲线特征提取法的全局参数，Ep(a,b)是数

据溯源代理设计的椭圆曲线，为确保内外特征联合抽取的计算快速性以及提取最终提取生

成的内外因素联合的待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轻量化，选择使用Secp160k1曲线；并且，

为了提高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安全性，此处参数p选择211位随机质数；(L,l)代表数据溯源

代理用于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公私钥对，其中L＝lG，G(x,y)为Ep(a ,

b)上的二维基点：

设in_m代表内部指纹信息，out_m代表外部属性特征信息，stage为1位十进制数字，代

表数据溯源代理对应的数据处理阶段，m_unsign代表待签名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

标签；

具体如下：

(1)数据溯源代理首先进行用于生成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待签名信

息，即m_unsign＝in_m+out_m+stage；+表示字符串的拼接，生成的m_unsign用于构成数据

可信安全标签的信息，包括内外因素特征及原始数据获取、数据预处理与清洗、主数据语义

建模、主数据语义融合和数据集成管理在内的处理阶段的数据信息；

(2)数据溯源代理随机选取相应的椭圆曲线Ep(a ,b)上的基点G(x,y)以及素数阶n，其

中x和y是该基点的坐标参数；

(3)数据溯源代理选择一个随机整数k，k∈[1,n-1]；

(4)使用待签名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m_unsign、随机整数k、基点G(x,y)

计算外部关联属性特征的两个元素cl1＝m_unsign+kL，cl2＝kG＝(x3,y3)，其中x3、y3是cl2的

坐标参数，进一步提取内外因素联合特征，生成未签名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m_unsign(cl1,

cl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制造业跨域异构数据的身份构建及溯源方

法，其特征在于：第一步中，所述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并完成上链存

储的过程如下：

(1)数据溯源代理根据签名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选取相应的椭圆曲线Ep(a ,b)上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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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G(x,y)以及阶n，其中x和y是该基点的坐标参数，以此保证签名的安全性和计算效率；

(2)选定基点后，数据溯源代理选择一个随机整数k，k∈[1,n-1]，该整数作为数据可信

安全标签签名的私钥，用于确保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可追溯性；

(3)数据溯源代理计算点kG＝(x4,y4)，x4，y4为该点坐标参数，该点作为用于数据可信安

全标签签名的公钥；

(4)确定公私钥对后，数据溯源代理将x4对n进行取余计算，得到参数r，即r＝x4  mod  n，

若r＝0，则选取的随机数不符合签名的安全需求，返回步骤(2)重新选择随机数；

(5)数据溯源代理计算e＝sha512(m_unsign)，提取待签名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

安全标签的散列值e；

(6)对于散列值e，数据溯源代理计算s＝k-1(e+dr)mod  n，其中k-1是k对n的逆元，mod为

取余运算，d为生成的私钥；若s＝0，则选取的随机数不符合签名的安全需求，返回步骤(2)

重新选取随机数；

(7)得到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签名值，即二元组m_sign(r,s)；

(8)将带有轻量级签名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数据存储到区块链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制造业跨域异构数据的身份构建及溯源方

法，其特征在于：在第二步中，数据到原始数据的数据安全验证实现过程如下：

设m_trace代表收到的待溯源的数据，m_trace_sign代表该数据的内外因素联合的签

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G(x,y)代表数据溯源代理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时

使用的二维基点，(Q,d)代表数据溯源代理用于签名的公私钥对；

验证过程如下：

(1)数据溯源代理提取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签名值m_trace_sign(r,s)，对签名值进行

取余运算，得到参数w，即w＝s-1  mod  n；

(2)数据溯源代理计算收到数据m的散列值e，即e＝sha512(m_trace)；

(3)数据溯源代理利用参数w、散列值e进行取余运算，得到参数u1，u2，即：u1＝ew  mod 

n，u2＝rw  mod  n，用于签名认证；

(4)数据溯源代理使用上一步骤参数，计算点X＝u1G+u2Q，还原出签名过程中使用的椭

圆曲线的基点；

(5)使用私钥d、基点G(xs,ys)计算dG(xs,ys)用于验证签名，其中xs，ys为坐标参数；若X

≠dG，即X、dG不相等，则签名无效；

(6)若X＝dG，即X、dG相等，数据溯源代理进一步进行取余运算v＝xs  mod  n；参数v与签

名值中元素作比较，若v＝r，则签名有效，通过安全验证，进行进一步地溯源；否则，签名无

效。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制造业跨域异构数据的身份构建及溯源方

法，其特征在于：在第二步中，异构数据生命全周期各阶段到原始数据的多数据处理阶段追

溯现过程如下：

(1)获取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用于构建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私钥l；

(2)对于得到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即m_sign(cl1,cl2)，数据溯源代理

计算明文m'＝cl1-lcl2，m'的最后一位即为该数据所处的数据处理阶段的数据溯源代理编

号，即实现多数据处理阶段的数据溯源；进一步分析外部关联属性因素可追溯到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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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据来源系统、数据处理多尺度的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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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制造业跨域异构数据的身份构建及溯源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信息安全的制造业供应链系统多实体协同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基于

区块链的制造业跨域异构数据的身份构建及溯源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4.0的逐步推进，赋能于智能制造的飞速发展。如今，智能制造领域供应链系

统内的各企业间存在着广泛、复杂的数据流转及交互。制造业企业数据往往需要高安全性

保障，而供应链协同中各企业的多业务域数据集成共享与其安全性需求构成了矛盾。在从

数据采集到存管、分析利用的数据处理链条中，如何保证不同企业、不同制造环节中的多形

态结构数据实现数据的可信溯源，是当前急需解决的制造业供应链系统领域应用挑战问

题。目前，智能制造领域中的跨环节、多企业的交互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以下制约其数据治

理、管理及溯源等方面关键工作的重大弊端：(1)协同企业之间及产品全生命周期包括原始

数据获取、数据预处理与清洗、主数据语义建模、主数据语义融合和数据集成管理在内的多

数据处理阶段中的异构数据存在信息孤岛问题，缺乏对称一致性，可利用率低；(2)企业间

的数据协同共享缺乏安全保障，并无可信的存证支持，从而不能有效避免数据流转中的恶

意篡改等问题的产生，导致事故定位不具备可信度，不能有效追溯原始数据，严重影响针对

此类攻击事件的精准有效处理。

[0003] 针对智能制造中多源异构数据智能治理，现有技术并不能解决制造业供应链协同

全生命周期涉及的多源/分布/异构/多类型大数据的跨域安全共享溯源问题。专利《一种用

于供应链系统的动态主体协同方法》(CN104036336A)提出基于已建立的某一需求目标来驱

动各企业间的合作的方法，没有从数据层面解决数据层面的数据使用的溯源存证；专利《基

于区块链的供应链动态多中心协同认证模型及其实施方法》(CN201710511965)涉及区块

链、散列原理、供应链电子交易、多中心协同认证等，在企业认证方面提供安全保证，但并未

对数据的可信协同和有效溯源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专利《一种基于不同企业间数据共享

的供应链协同管理方法》(CN201810028969)更侧重计算机软件与供应链相结合技术，对于

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异构数据没有有效的融合方案，没有解决供应链协同涉及的多源异构数

据治理问题，且并不能保证存储数据的安全可追溯。

[0004] 区块链是利用分布式技术和共识算法重新构造一种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实现所

有参与者共同维护的一个交易账本，完成信息的共享。基于区块链去中心化、透明性、公平

性以及公开性的特性及优势，将区块链技术与制造业管理相结合，促进制造业企业之间的

安全协同及共享，提升生产效率，实现交易的多元化和低成本化。而目前，还未有将区块链

技术与异构多源数据管理下多实体协同相结合的方案，保证数据来源可信、内容真实、易于

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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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技术解决问题：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针对智能制造供应链数据流转过程

中的协同多源异构数据的安全可信协同问题，提供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制造业跨域异构数据

的身份构建及溯源方法，通过建立兼备多方信息的数据可信标签，利用链式溯源法来保障

数据来源可信，内容真实，溯源便捷、可靠。

[0006] 本发明技术解决方案：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制造业跨域异构数据的身份构建及溯源

方法，步骤如下：

[0007] 第一步，在智能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跨域系统的多数据处理阶段，预置数据溯源代

理，所述多处理阶段包括原始数据获取、数据预处理与清洗、主数据语义建模、主数据语义

融合和数据集成管理在内的数据处理阶段，通过数据溯源代理实现与区块链系统的数据交

互，数据交互包括数据及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上链和溯源操作；

[0008] 所述数据溯源代理从智能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跨域系统中获取异构原始数据信息，

制定智能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跨域系统内企业的各系统，各系统包括企业WEB(World  Wide 

Web)系统、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系统、PLM(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系统、PDM(Product  Data  Management)系统、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系统、WMS(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系统的跨域异构数据内部指纹提取规

则，构成数据内部特征集，数据内部特征集用于形成内外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标签的内

因素，所述内因素即数据内部指纹；制定各个企业节点系统执行数据上链操作用户与数据

相关的外部关联属性信息提取规则，构成外部关联属性特征集，外部关联属性特征集用于

形成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标签的外因素，外因素即数据来源企业、数据来源系统、

数据处理人、产品物流信息、财务信息、来源厂商、网络信息等；通过设计的轻量级椭圆曲线

特征进一步轻量级内外特征抽取进而构成签名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对数

据内部指纹和数据的外部关联属性的进一步轻量级特征抽取，构成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

信安全标签并签名，从而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并完成上链存储；

[0009] 第二步，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数据溯源代理在异构数据生命全周期的各个阶段

提取到的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生成留痕记录，并存储于区块链中；所述异构数据生命全周

期，包括原始数据获取、数据预处理与清洗、主数据语义建模、主数据语义融合和数据集成

管理在内的数据处理阶段；数据溯源代理根据区块链账本的数据映射逻辑链，利用流转数

据共享的功能，将收到的待溯源的数据，利用该数据的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完成异构数据

生命全周期各阶段到原始数据的数据可信验证及多数据处理阶段、多尺度的追溯。

[0010] 所述构成数据内部特征集的过程如下：(p,a ,b,G ,n)代表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椭

圆曲线特征提取法的全局参数，Ep(a,b)是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椭圆曲线，考虑异构数据的

数量巨大，为确保数据内部指纹的安全性及唯一性，选择使用Secp224k1曲线；为确保生成

数据内部指纹的安全性及计算快速性，此处参数p选择181位随机质数；(L,l)代表数据溯源

代理用于构建标签的公私钥对，其中L＝lG，G(x,y)为椭圆曲线Ep(a,b)上的二维基点；

[0011] (1)数据溯源代理从智能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跨域系统中获取的异构原始数据信息

m；

[0012] (2)数据溯源代理在异构原始数据信息m中筛选数据内容、关键字段重要内部信

息，构成数据内部特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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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3)数据溯源代理根据内部特征集 中整体特征的复杂度，选取相应的椭圆曲线

Ep(a,b)上的基点G(x,y)以及阶n，其中x和y是该基点的坐标参数；选取阶n为100～200的基

点G(x,y)，以此保证数据内部指纹生成的安全性和计算效率；

[0014] (4)数据溯源代理选择一个随机整数k，k∈[1,n-1]，该整数用于数据内部指纹的

计算，保证内部特征数据的可追溯性；

[0015] (5)使用数据内部特征集 随机整数k、基点G(x,y)计算数据内部指纹的两个元

素 c2＝kG＝(x1,y1)，其中x1、y1是c2的坐标参数，生成数据内部指纹in_m＝(c1,

c2)，用于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该数据内部指纹具备高度安全性、

轻量级、计算快速性及唯一性。

[0016] 所述构成外部关联属性特征的过程如下：(p,a ,b,G ,n)代表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

椭圆曲线特征提取法的全局参数。特别地，Ep(a ,b)是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椭圆曲线，考虑

数据对应的外部属性特征的多样性，为确保外部关联属性特征的计算快速性及唯一性，选

择使用Secp160k1曲线；为了提高生成外部关联属性特征的安全性及效率，此处参数p选择

173位随机质数；(L,l)代表数据溯源代理用于构建标签的公私钥对，其中L＝lG，G(x,y)为

Ep(a,b)上的二维基点；

[0017] (1)数据溯源代理获取不同数据库系统中数据的外部关联属性m1，并进行特征筛

选，使用筛选后的关键性外部关联属性特征，构成外部关联属性特征集

[0018] (2)数据溯源代理根据外部关联属性的复杂度以及数据量的大小选取相应的椭圆

曲线Ep(a,b)上的基点G(x,y)以及阶n，其中x和y该基点的坐标参数；此处，选取阶n为250～

300的基点G(x,y)，以此保证外部关联属性特征生成的安全性和计算效率；

[0019] (3)数据溯源代理选择一个随机整数k，k∈[1,n-1]，该整数用于外部关联属性特

征的计算，保证外部特征数据的可追溯性；

[0020] (4)使用外部关联属性特征集 随机整数k、基点G(x,y)计算外部关联属性特征

的两个元素 c4＝kG＝(x2,y2)，其中x2、y2是c4的坐标参数，生成外部关联属性特

征out_m＝(c3,c4)，用于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该外部关联属性特征

具备轻量性、唯一性及对应数据高度相关性。

[0021] 所述通过设计的轻量级椭圆曲线特征进一步轻量级内外特征抽取进而构成签名

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过程如下：

[0022] (p,a,b,G,n)代表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椭圆曲线特征提取法的全局参数，Ep(a,b)

是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椭圆曲线，为确保轻量级内外特征抽取的计算快速性以及提取最终

提取生成的内外因素联合的待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轻量化，选择使用Secp160k1曲线；

并且，为了提高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安全性，此处参数p选择211位随机质数；(L,l)代表数

据溯源代理用于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公私钥对，其中L＝lG，G(x,y)为

Ep(a,b)上的二维基点：

[0023] 设in_m代表内部指纹信息，out_m代表外部属性特征信息，stage为1位十进制数

字，代表数据溯源代理对应的数据处理阶段，m_unsign代表待签名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

信安全标签；

[0024] 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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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1)数据溯源代理首先进行用于生成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待签名

信息，即m_unsign＝in_m+out_m+stage；+表示字符串的拼接，生成的m_unsign用于构成数

据可信安全标签的信息，包括内外因素特征及原始数据获取、数据预处理与清洗、主数据语

义建模、主数据语义融合和数据集成管理在内的处理阶段数据信息；

[0026] (2)数据溯源代理根据拼接的内外数据特征信息的数据总量以及数据的复杂度，

选选取相应的椭圆曲线Ep(a ,b)上的基点G(x,y)以及阶n，其中x和y是该基点的坐标参数，

此处，选取阶n为100～150的基点G(x,y)，以此保证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生成

的安全性和计算效率；

[0027] (3)数据溯源代理选择一个随机整数k，k∈[1,n-1]，用于数据内部指纹和外部关

联属性特征的联合特征的计算，确保数据内部指纹与外部关联属性特征构成的组合特征的

安全性及可追溯性；

[0028] (4)使用待签名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m_unsign、随机整数k、基点G

(x,y)计算外部关联属性特征的两个元素cl1＝m_unsign+kL，cl2＝kG＝(x3,y3)，其中x3、y3是

cl2的坐标参数，进一步提取内外因素联合特征，生成未签名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m_unsign

(cl1,cl2)，用于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该标签具备高度轻量级、唯一

性及安全性特征。

[0029] 所述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并完成上链存储的过程如下：

[0030] (1)数据溯源代理根据签名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选取相应的椭圆曲线Ep(a ,b)上

的基点G(x,y)以及阶n，其中x和y是该基点的坐标参数；此处，选取阶n为100～150的基点G

(x,y)，以此签名的安全性和计算效率；

[0031] (2)选定基点后，数据溯源代理选择一个随机整数k，k∈[1,n-1]，该整数作为数据

可信安全标签签名的私钥，用于确保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可追溯性；

[0032] (3)数据溯源代理计算点kG＝(x4,y4)，x4，y4为该点坐标参数，该点作为用于数据

可信安全标签签名的公钥；

[0033] (4)确定公私钥对后，数据溯源代理将x4对n进行取余计算，得到参数r，即r＝

x4modn，若r＝0，则选取的随机数不符合签名的安全需求，返回步骤(2)重新选择随机数；

[0034] (5)数据溯源代理计算e＝sha512(m_unsign)，提取待签名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

可信安全标签的散列值e；

[0035] (6)对于散列值e，数据溯源代理计算s＝k-1(e+dr)modn，其中k-1是k对n的逆元，

mod为取余运算；若s＝0，则选取的随机数不符合签名的安全需求，返回步骤(2)重新选取随

机数；

[0036] (7)得到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签名值，即二元组m_sign(r,s)；

[0037] (8)将带有轻量级签名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数据存储到区块链

中，从而实现可信数据的实时共享，且确保数据不可篡改，易于追溯。

[0038] 所述数据到原始数据的数据安全验证实现过程如下：

[0039] 设m_trace代表收到的待溯源的数据，m_trace_sign代表该数据的内外因素联合

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G(x,y)代表数据溯源代理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

签时使用的二维基点，(Q,d)代表数据溯源代理用于签名的公私钥对；

[0040] 验证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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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1)数据溯源代理提取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签名值m_trace_sign(r,s)，进行取余

运算，得到参数w，即w＝s-1modn；

[0042] (2)数据溯源代理计算收到数据m的散列值e，即e＝sha512(m_trace)；

[0043] (3)数据溯源代理利用参数w、散列值e进行取余运算，得到参数u1，u2，即u1＝

ewmodn，u2＝rw  mod  n，用于签名认证；

[0044] (4)数据溯源代理使用上一步骤参数，计算点X＝u1G+u2Q，还原出签名过程中使用

的椭圆曲线的基点；

[0045] (5)计算dG(xs,ys)，其中xs，ys为坐标参数；若X≠dG，即X、dG不相等，则签名无效；

[0046] (6)若X＝dG，即X、dG相等，数据溯源代理进一步进行取余运算v＝xs  modn；参数v

与签名值中元素作比较，若v＝r，则签名有效，通过安全验证，进行进一步地溯源；否则，签

名无效。

[0047] 所述异构数据生命全周期到原始数据的多数据处理阶段追溯过程如下：

[0048] (1)获取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用于构建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私钥l；

[0049] (2)对于得到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即m_sign(cl1,cl2)，数据溯源

代理计算明文m'＝cl1-lcl2，m'的最后一位即为该数据所属处理阶段的数据溯源代理编号，

即实现多数据处理阶段、多尺度的可信数据溯源。

[005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

[0051] (1)针对现有技术中无法做到真正的数据自适应提取及高度全面化融合问题，本

发明结合智能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跨域系统的数据类型及结构，设计了一种上链数据标签提

取及设定方法，数据溯源代理基于本地数据库类型，对数据内部指纹和外部关联属性特征

进行信息轻量化联合抽取，构建出海量数据细粒度定位的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安

全标签，并利用区块链技术完成可信安全标签的上链存储，进一步保证可信数据标签的唯

一性、不可篡改性和可追溯。

[0052] (2)针对现有技术中尚未有效解决的供应链多方数据流转缺乏可信的存证支持的

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数据可信标签的多阶段数据映射链的身份追溯技术，基于数据

可信安全标签的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包括原始数据获取、数据预处理与清洗、主数据语义

建模、主数据语义融合和数据集成管理在内的数据处理阶段的各个数据处理阶段设置数据

溯源代理，将带有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数据存储于区块链上数据映射逻辑

链，利用区块链的防篡改和可追溯的特征，及对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自动

化分析处理，支持完成不同表现形态的数据到原始数据的追溯，实现供应链协同数据可溯

源的安全共享，从而使得在恶意篡改等数据类风险问题出现后能够快速精确地定位到数据

来源，实现了多尺度细粒度异构数据溯源。

附图说明

[0053] 图1为本发明的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构建示意图；

[0054] 图2为本发明的异构数据生命全周期各数据处理阶段到原始数据的可信验证及追

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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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55]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优点以及技术方案更加清楚明白，通过以下具体措施，并结合

附图1-2，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56] 本发明主要包括如下具体内容。

[0057] 一、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

[0058] 在智能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跨域系统的多数据处理阶段节点，如原始数据采集、数

据存储和数据分析利用节点，预置数据溯源代，通过该代理实现与区块链子系统的数据交

互，包括数据及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上链操作，数据溯源等；并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形成

数据多阶段留痕映射链。调用智能合约，在异构数据全生命周期包括原始数据获取、数据预

处理与清洗、主数据语义建模、主数据语义融合和数据集成管理在内的数据处理阶段的多

数据处理阶段将提取到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生成留痕记录，并存储于区块链中的数据映射

逻辑链上，完成全部异构数据的多阶段上链存储。如图1所示，数据溯源代理从智能制造业

供应链协同跨域系统中获取异构原始数据信息，制定各个企业节点系统的跨域异构数据内

部指纹提取规则，构成数据内部特征集，用于形成内外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标签的内因

素，即数据内部指纹；制定各个企业节点系统执行数据上链操作用户与数据相关的外部关

联属性信息提取规则，构成外部关联属性特征集，用于形成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

标签的外因素，即产品物流信息、财务信息、来源厂商、网络信息等外部关联属性特征；进一

步轻量级内外特征抽取进而构成未签名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构建内外因

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其中，包括数据内部指纹构建，外部数据属性附加以及内

外联合特征轻量抽取。

[0059] 如图1、2所示，本发明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0060] (1)构建数据内部指纹。面向整体视角，兼顾制造业领域产品生命全周期，数据溯

源代理从智能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跨域系统，即企业WEB系统、ERP系统、PLM系统、PDM系统、

MES系统和WMS系统等中获取异构原始数据信息，对等来源的异构数据进行数据内部指纹提

取。数据溯源代理获取异构数据内部特征，如数据内容、关键字段等，并对数据内部特征信

息提取，以此，构建数据内部指纹。对各个企业需要写入企业本地数据库的可共享的关键数

据信息，数据溯源代理使用其预置的公私钥证书，设计轻量级椭圆曲线特征提取算法进行

内部特征指纹抽取。其具体流程如下：

[0061] (p,a,b,G,n)代表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椭圆曲线特征提取法的全局参数，特别地，

Ep(a,b)是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椭圆曲线，考虑异构数据的数量巨大，为确保数据内部指纹

的安全性及唯一性，选择使用Secp224k1曲线；为确保生成数据内部指纹的安全性及计算快

速性，此处参数p选择181位随机质数；(L,l)代表数据溯源代理用于构建标签的公私钥对，

其中L＝lG，G(x,y)为椭圆曲线Ep(a,b)上的二维基点，G的选取将在下述步骤中详述：

[0062] 具体地，数据内部指纹获取流程如下：

[0063] (1.1)数据溯源代理从智能制造业供应链协同跨域系统中获取异构原始数据信息

m；

[0064] (1.2)数据溯源代理在异构原始数据信息m中筛选数据内容、关键字段重要内部信

息，构成数据内部特征集

[0065] (1 .3)数据溯源代理根据内部特征集 中整体特征的复杂度，选取相应的椭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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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Ep(a,b)上的基点G(x,y)以及阶n，其中x和y是该基点的坐标参数；此处，选取阶n为100～

200的基点G(x,y)，以此保证数据内部指纹生成的安全性和计算效率；

[0066] (1.4)数据溯源代理选择一个随机整数k，k∈[1,n-1]，该整数用于数据内部指纹

的计算，保证内部特征数据的可追溯性；

[0067] (1.5)使用数据内部特征集 随机整数k、基点G(x,y)计算数据内部指纹的两个

元素 c2＝kG＝(x1 ,y1)，其中x1、y1是c2的坐标参数，生成数据内部指纹in_m＝

(c1,c2)，用于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该数据内部指纹具备高度安全

性、轻量级、计算快速性及唯一性；

[0068] (2)数据溯源代理构建外部关联属性特征。获取来源于智能制造供应链协同跨域

系统的数据外部关联属性，即产品物流信息、财务信息、来源厂商、网络信息等外部关联属

性特征，作为构建数据可信标签所需的对应数据的外部关联属性特征，设计轻量级的椭圆

曲线特征提取算法，从中提取关键信息形成外部关联属性特征；

[0069] (p,a,b,G,n)代表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椭圆曲线特征提取法的全局参数。特别地，

Ep(a,b)是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椭圆曲线，考虑数据对应的外部属性特征的多样性，为确保

外部关联属性特征的计算快速性及唯一性，选择使用Secp160k1曲线；为了提高生成数据内

部指纹的安全性及效率，此处参数p选择173位随机质数；(L,l)代表数据溯源代理用于构建

标签的公私钥对，其中L＝lG，G(x,y)为Ep(a,b)上的二维基点。

[0070] 具体地，数据的外部关联属性特征获取流程如下：

[0071] (2.1)数据溯源代理获取不同数据库系统中数据的外部关联属性m1，包括数据的

产品物流信息、财务信息、来源厂商、网络信息等外部关联属性特征，并进行特征筛选，使用

筛选后的关键性外部关联属性特征，构成外部关联属性特征集

[0072] (2.2)数据溯源代理根据外部关联属性的复杂度以及数据量的大小选取相应的椭

圆曲线Ep(a,b)上的基点G(x,y)以及阶n，其中x和y该基点的坐标参数；此处，选取阶n为250

～300的基点G(x,y)，以此保证外部关联属性特征生成的安全性和计算效率；

[0073] (2.3)数据溯源代理选择一个随机整数k，k∈[1,n-1]，该整数用于外部关联属性

特征的计算，保证外部特征数据的可追溯性；

[0074] (2.4)使用外部关联属性特征集 随机整数k、基点G(x,y)计算外部关联属性特

征的两个元素 c4＝kG＝(x2,y2)，其中x2、y2是c4的坐标参数，生成外部关联属性

特征out_m＝(c3,c4)，用于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该外部关联属性特

征具备轻量性、唯一性及对应数据高度相关性。

[0075] (3)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待签名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对数据内外部指纹进行轻

量级特征联合抽取，形成数据可信标签。对内部特征指纹、外部关联属性特征和数据对应的

数据处理阶段信息进行信息轻量化联合抽取，设计椭圆曲线特征轻量抽取算法，实施进一

步轻量级内外特征抽取进而构成未签名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

[0076] (p,a,b,G,n)代表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椭圆曲线特征提取法的全局参数。特别地，

Ep(a ,b)是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椭圆曲线，为确保外部关联属性特征的计算快速性以及提

取最终提取生成的内外因素联合的待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轻量化，选择使用

Secp160k1曲线；并且，为了提高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安全性，此处参数p选择211位随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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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L,l)代表数据溯源代理用于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公私钥对，其中

L＝lG，G(x,y)为Ep(a,b)上的二维基点，G的选取将在下述步骤中详述：

[0077] 具体地，设in_m代表内部指纹信息，out_m代表外部属性特征信息，stage为1位十

进制数字，代表数据溯源代理对应的数据处理阶段，m_unsign代表待签名内外因素联合的

数据可信安全标签，轻量化联合抽取流程如下：

[0078] (3.1)数据溯源代理首先进行用于生成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待签

名信息，即m_unsign＝in_m+out_m+stage；该步骤中，+表示字符串的拼接，生成的m_unsign

用于构成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信息，包括内外因素特征及数据处理阶段信息；

[0079] (3 .2)数据溯源代理根据拼接的内外数据特征信息的数据总量以及数据的复杂

度，选选取相应的椭圆曲线Ep(a ,b)上的基点G(x,y)以及阶n，其中x和y是该基点的坐标参

数，此处，选取阶n为100～150的基点G(x,y)，以此保证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

生成的安全性和计算效率；

[0080] (3.3)数据溯源代理选择一个随机整数k，k∈[1,n-1]，用于数据内部指纹和外部

关联属性特征的联合特征的计算，确保数据内部指纹与外部关联属性特征构成的组合特征

的安全性及可追溯性；

[0081] (3.4)使用待签名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m_unsign、随机整数k、基点G

(x,y)计算外部关联属性特征的两个元素cl1＝m_unsign+kL，cl2＝kG＝(x3,y3)，其中x3、y3是

cl2的坐标参数，进一步提取内外因素联合特征，生成未签名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m_unsign

(cl1,cl2)，用于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该标签具备高度轻量级、唯一

性及安全性特征。

[0082] (4)对生成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进行签名并与原始数据共同完成

上链存储。设计安全快速的轻量级椭圆曲线签名算法对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

进行签名后将带有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数据存于区块链中，保证可信数据标签的唯一性、

不可篡改性和可追溯。具体流程如下：

[0083] (p,a,b,G,n)代表数据溯源代理设的椭圆曲线特征提取法的全局参数。特别地，Ep

(a ,b)是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椭圆曲线，为确保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安全可验证且多阶段

可追溯，选择使用Secp256k1曲线；为确保生成签名的高效性，此处参数p选择211位随机质

数，m_unsign表示待签名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m_sign表示签名后的内外

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

[0084] 具体地，对数据可信安全标签进行签名并上链的流程如下：

[0085] (4.1)数据溯源代理根据签名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选取相应的椭圆曲线Ep(a ,b)

上的基点G(x,y)以及阶n，其中x和y是该基点的坐标参数；此处，选取阶n为100～150的基点

G(x,y)，以此签名的安全性和计算效率；

[0086] (4.2)选定基点后，数据溯源代理选择一个随机整数k，k∈[1,n-1]，该整数作为数

据可信安全标签签名的私钥，用于确保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可追溯性；

[0087] (4.3)数据溯源代理计算点kG＝(x4,y4)，x4，y4为该点坐标参数，该点作为用于数

据可信安全标签签名的公钥；

[0088] (4 .4)确定公私钥对后，数据溯源代理将x4对n进行取余计算，得到参数r，即r＝

x4modn，若r＝0，则选取的随机数不符合签名的安全需求，返回(4.2)重新选择随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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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4.5)数据溯源代理计算e＝sha512(m_unsign)，提取待签名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

据可信安全标签的散列值e；

[0090] (4.6)对于散列值e，数据溯源代理计算s＝k-1(e+dr)modn，其中k-1是k对n的逆元，

mod为取余运算；若s＝0，则选取的随机数不符合签名的安全需求，返回(4.2)重新选取随机

数；

[0091] (4.7)得到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签名值，即二元组m_sign(r,s)；

[0092] (4.8)将带有轻量级签名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数据存储到区块

链中，从而实现可信数据的实时共享，且确保数据不可篡改，易于追溯。

[0093] 二、异构数据生命全周期各阶段到原始数据的数据可信验证及追溯

[0094] 根据区块链账本的数据映射逻辑链，以及流转数据在数据参与的多方之间的实时

共享的功能，来完成不同表现形态的数据到原始数据的追溯，基于区块链的多方共识及不

可篡改的特性，保证追溯的数据来源真实有效。其数据到原始数据的数据安全验证及多阶

段追溯过程如图2所示，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0095] (1)数据到原始数据的数据安全验证。当企业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对数据进行溯源

时，例如，当产品生产参数有误时，需找到是哪个阶段数据产生了错误，可对于形成的数据

多阶段留痕映射链，实现流程如下：

[0096] 设m_trace代表收到的待溯源的数据，m_trace_sign代表该数据的内外因素联合

的签名数据可信安全标签；G代表数据溯源代理构建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时

使用的基点，(Q,d)代表数据溯源代理用于签名的公私钥对；

[0097] 验证过程如下：

[0098] (1.1)数据溯源代理提取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签名值m_trace_sign(r,s)，进行取

余运算，得到参数w，即w＝s-1modn；

[0099] (1.2)数据溯源代理计算收到数据m的散列值e，即e＝sha512(m_trace)；

[0100] (1 .3)数据溯源代理利用参数w、散列值e进行取余运算，得到参数u1，u2，即u1＝

ewmodn，u2＝rw  mod  n，用于签名认证；

[0101] (1.4)数据溯源代理使用上一步骤参数，计算点X＝u1G+u2Q，还原出签名过程中使

用的椭圆曲线的基点；

[0102] (1 .5)计算dG(xs ,ys)，其中xs，ys为坐标参数；若X≠dG，即X、dG不相等，则签名无

效；

[0103] (1.6)若X＝dG，即X、dG相等，数据溯源代理进一步进行取余运算v＝xs  modn；参数

v与签名值中元素作比较，若v＝r，则签名有效，通过安全验证，进行进一步地溯源；否则，签

名无效。

[0104] (2)对于签名验证通过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利用椭圆曲线解密算法，使用仅在该

企业所在联盟链内流通的用于数据特征提取的私钥快速精确地定位到数据来源，即数据对

应的数据溯源代理，完成产品生命全周期各阶段的异构产品生命全周期各阶段的异构数据

到原始数据的多阶段追溯。具体流程如下：

[0105] (2.1)获取数据溯源代理设计的用于构建数据可信安全标签的私钥l；

[0106] (2.2)对于得到的内外因素联合的数据可信安全标签，即m_sign(cl1,cl2)，数据溯

源代理计算明文m'＝cl1-lc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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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2.3)其中，m'的最后一位即为该数据处理阶段的数据溯源代理编号，即实现异构

数据到原始数据的多数据处理阶段追溯；进一步分析外部关联属性因素可追溯到数据来源

企业、数据来源系统、数据处理人等，实现多尺度溯源。

[0108] 提供以上实例仅仅是为了描述本发明的目的，而并非要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本发

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限定。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原理而做出的各种等同替换和修

改，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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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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