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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指导文档主要针对具备Go/Java开发经验的人员进行开发指导，其中合约与应用程序
需客户自行开发，整体开发流程如下：

本文档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 合约开发，Go语言、Solidity合约。

● SDK介绍，主要介绍Java、Golang语言SDK。
● 应用程序开发，介绍Java、Golang语言客户端开发流程与示例Demo。

说明

开发流程中的其他操作，请参考：

● 华为云区块链实例购买

● 合约安装

● 下载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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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约开发

2.1 概述
合约主要用于操作账本上的数据。作为运行在区块链上的、特定条件下自动执行的代
码逻辑，合约是用户利用区块链实现业务逻辑的重要途径，基于区块链特点，合约的
运行结果是可信的，其结果是无法被伪造和篡改的。

说明

智能合约由用户自行编写上传并保证安全，请务必注意命令注入等相关安全问题。

基于合约SDK开发合约的流程如下：

步骤1 下载对应的合约SDK文件。

步骤2 配置SDK文件到本地合约项目。

步骤3 基于SDK提供的库函数进行合约开发。

----结束

华为云区块链提供Go、Solidity类型的合约示例供开发者使用，示例下载和开发参考如
下：

表 2-1 华为云区块链引擎不同合约类型开发指南

合约类型 合约SDK下载 开发指南

Go 链接 参考文档

Solidity 不涉及 参考文档

 

2.2 Go 合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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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SDK 配置

表 2-2 Go 类型的合约 SDK

合约类型 SDK下载 备注

Go 链接 具体使用可参考合约示例和合约安装。

 

2.2.2 SDK 接口
合约SDK提供如下API接口，可以在合约文件中进行调用。这些API按照功能可以划分
为：

表 2-3 stub 接口

接口 说明

FuncName() string 获取智能合约请求中指定的智能合约函数名
称。

Parameters() [][]byte 获取请求参数。

ChainID() string 获取智能合约所在链ID。

ContractName() string 获取智能合约名称。

TxTimestamp() time.Time 获取本次交易的时间戳。

 

表 2-4 ContractStub 接口

接口 说明

GetKV(key string) ([]byte, error) 功能：获取状态数据库中某个key对应的
value。
入参：某个键值对的key信息，不可为空。

返回值：返回[]byte类型的value值；当key不
存在时，value为nil。
error：当网络出错，状态数据库出错，返回
error信息。

PutKV(key string, value []byte)
error

功能：写状态数据库操作，将key、value形成
写集，打包到交易中，当交易排序、出块、并
校验通过之后，将key/value写入到状态数据
库中。入参：要写入的键值对要求key != ""，
并且value != nil。
error：入参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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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说明

PutKVCommon(key string, value
interface{}) error

功能：写状态数据库操作，与PutKV功能相
同；与PutKV接口的不同之处在于 value不是
[]byte类型，而是一个实现了Marshal(v
interface{}) ([]byte, error)接口的数据，接口
内部，会将value通过Marshal接口序列化，
然后再形成写集。

入参：要写入的键值对，要求key != ""，并且
value实现了Marshal接口，可以序列化为
[]byte。
error：入参错误。

DelKV(key string) error 功能：删除状态数据库中的key及其对应的
value，此接口只是将待删除的key放入写集，
打包到交易中，当交易排序、出块、并校验通
过之后，将key删除。

入参：要删除的key要求key != ""。
error：入参错误。

GetIterator(startKey, endKey
string) (Iterator, error)

功能：查询状态数据库中，按字典序，以
startKey开头，以endKey结尾的所有状态数
据，结果以迭代器的形式呈现；查询范围是左
闭右开的，[startKey, endKey)。
入参：startKey是待查询状态数据的按字典序
的起始key，startKey != ""，endKey是待查询
的状态数据的按字典序的结束key，endKey!=
""。
返回值：Iterator是查询结果的迭代器，可以
通过此迭代器，按顺序读取查询结果。

error：入参或网络错误。

GetKeyHistoryIterator(key string)
(HistoryIterator, error)

功能：查询一个key对应的所有历史的value
入参：key是待查询历史value值的key信息，
key != ""。
返回值：HistoryIterator是按顺序返回包含历
史value结果的迭代器结构体变量。

error：入参或网络错误。

SaveComIndex(indexName string,
attributes []string, objectKey
string) error

功能：为objectKey保存索引信息，
indexName_attributes_objectKey构成索引信
息，注意，此处只是形成索引信息的写集，只
有当含有此写集的交易经过排序、出块，并校
验通过后，才会写入状态数据库。

入参：indexName 索引标记，indexName !=
""，attributes需要当做索引的属性，至少包
含一个属性信息，objectKey 待索引的key
值，objectKey != ""。
error：入参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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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说明

GetKVByComIndex(indexName
string, attributes []string)
(Iterator, error)

功能：通过索引信息，查找满足某种查询条件
的key/value，key/value以迭代器的形式输
出。

入参：indexName 索引标记，indexName !=
""，attributes需要当做索引的属性，至少包
含一个属性信息

返回值：满足索引条件的key/value的迭代器
变量。

error：入参或网络错误。

DelComIndexOneRow(indexName
string, attributes []string,
objectKey string) error

功能：删除objectKey的某个索引，
indexName_attributes_objectKey构成索引信
息，注意，此处只是形成索引信息的写集，只
有当含有此写集的交易经过排序、出块，并校
验通过后，才会写入状态数据库。

入参：indexName 索引标记，indexName !=
""，attributes需要当做索引的属性，至少包
含一个属性信息，objectKey 待索引的key
值，objectKey != ""。
error：入参错误。

SplitComKey(comKey string)
(string, []string, error)

功能：将查询到的复合键分离为objectkey和
对应的attributes。
返回值：objectkey，和attributes字符串数
组。

GetKVByPartialComKey(objectTyp
e string, attributes []string)
(Iterator, error)

功能：部分复合键查询。

返回值：Iterator包含查询返回信息，支持迭
代获取。

 

表 2-5 HistoryIterator 迭代器接口

接口 说明

Version() (uint64, int32) 获取当前迭代位置（某笔交易）的
BlockNum 和 TxNum。

TxHash() []byte 获取当前迭代位置（某笔交易）的hash。

IsDeleted() bool 被查询的key，当前是否已经在状态数据库中
被删除。

Timestamp() uint64 返回当前迭代位置（某笔交易）的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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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合约结构

Go语言合约由合约文件及依赖包构成，包含包声明、依赖包导入、智能合约的结构体
定义和方法定义。

说明

合约文件中，用户可自定义结构体以及合约函数。以下内容不可更改：

● package名：package usercontract

● 函数的签名：NewSmartContract()、Init(stub contractapi.ContractStub)、Invoke(stub
contractapi.ContractStub)

合约的结构如下：

package usercontract

// 引入必要的包  
import (
    "git.huawei.com/poissonsearch/wienerchain/contract/docker-container/contract-go/contractapi"
)  

// 声明合约的结构体  
type example01 struct {}

// 创建合约
func NewSmartContract() contractapi.Contract {
    return &example01{}
}

// 合约的初始化（Init）接口。将合约启动时，需要首先执行且只需要执行一次的逻辑放到此方法中。
func (e *example01) Init(stub contractapi.ContractStub) ([]byte, error) {
    // 编写时可灵活使用stub中的API  
}  

// 合约被调用（invoke）接口。将主要的合约执行逻辑，放到此方法内，供合约使用者调用。
func (e *example01) Invoke(stub contractapi.ContractStub) ([]byte, error) {
    // 编写时可灵活使用stub中的API  
}  

2.2.4 合约示例

须知

1. 合约开发需要使用go mod，因此请确保GO111MODULE为on、镜像源配置。请确
保可正常访问华为云镜像网站，环境设置命令如下
go env -w GO111MODULE=on
go env -w GOPROXY=https://repo.huaweicloud.com/repository/goproxy/
go env -w GONOSUMDB=*

2. Go合约SDK文件导入本地项目后，若路径变红，可在Go Land编译器中启用 go
mod:
File->Settings->GO->Go Module->勾选 Enable go modules integration

Go语言合约开发和调测可参考合约示例，使用步骤如下：

步骤1 单击链接获取Go合约示例文件[链接]。

步骤2 单击链接Go合约SDK文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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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解压Go合约SDK文件，添加到Go合约示例目录。

----结束

示例目录如下：

表 2-6 合约示例目录结构

目录 介绍

go-contract-sdk 包含Go合约SDK文件(interfaces.go)、SDK接口的mock，用于
实现合约逻辑的接口。

example.go 用户自定义合约文件。示例文件以合约结构为基础，提供简单
场景、复杂场景(弹珠游戏)两类合约操作函数。

 

2.2.5 合约安装
Go语言合约安装步骤如下：

步骤1 将已完成开发的合约文件，压缩成zip格式(可参考Go合约示例文件[链接]，示例文件
可直接安装)。

步骤2 合约安装，可参考用户指南->安装合约。

----结束

说明

● 合约压缩文件格式：需确保格式为*.zip，且合约文件位于压缩包文件中的一级目录。

● 合约压缩文件中，禁止包含Go SDK文件，避免因包含Go SDK文件影响交易操作。

2.3 Solidity 合约开发

基本方案

1. 使用自研的容器合约环境集成Solidity的智能合约。

2. 外部搭建Solidity Web IDE，生成测试需要的合约安装字节码和合约调用字节码。

3. 将字节码二进制通过Hex编码字符串作为合约调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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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1. Solidity合约默认名称为：NATIVE_CUSTOM_EVM。

2. 暂不支持event api。
3. Solidity事件机制实现需要依赖Fabric的event api，当前未做兼容，需要空实现。

2.3.1 SDK 接口

表 2-7 合约接口

接口 说明

Account account分为contract account和user account，该account接口为
获取user account address的接。

Bytecode 通过contract address 可以获取到实际运行时执行的字节码
（runtime bytecode），参见“合约管理->合约文件哈希值”。

Call 进行数据获取，更新，删除操作。

第一个入参为contract_address，第二个入参为一串bytecode，
bytecode由function+parameter组成，SET= 60fe47b1，
GET=6d4ce63c，以SET为例，设置value为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2a，得到
bytecode=60fe47b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

 

2.3.2 合约示例

步骤1 进入在线编译器 https://remix.ethereum.org

步骤2 创建solidity合约文件，并粘贴示例合约。

pragma solidity ^0.4.26;
contract SimpleStorage {
    uint storedData;
    function set(uint x) public {
        storedData = x;
    }
    function get() public view returns (u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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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storedData;
    }
}

步骤3 编译solidity合约，并复制bytecode结构体中的object值为合约字节码。

{
"linkReferences": {},
"object":"***",
"opcodes": "****",
"sourceMap": "****"
}

----结束

2.3.3 合约安装
Solidity语言合约安装步骤如下:

步骤1 完成solidity合约编译后，复制object对应的value（示例合约字节码可直接安装）。
608060405234801561001057600080fd5b5060df8061001f6000396000f3006080604052600436106049576000
357c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00463ffffffff16806360fe47b114
604e5780636d4ce63c146078575b600080fd5b348015605957600080fd5b50607660048036038101908080359
06020019092919050505060a0565b005b348015608357600080fd5b50608a60aa565b60405180828152602001
91505060405180910390f35b8060008190555050565b600080549050905600a165627a7a723058206ee3e59b3
7412c5e64cfc7227fe4151c945d2f5a6994eb945f126e8ce70082980029

步骤2 合约安装，可参考用户指南->安装合约。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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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DK 介绍

3.1 概述

SDK 说明

华为云区块链引擎目前提供Java、Golang两种语言SDK，区块链服务启动时会启动一
系列grpc接口，监听客户端发送的消息，与客户端交互完成各种请求。在开发客户端
时，如果从底层grpc接口开始，进行各种消息封装、消息发送、返回值解析等工作，
不仅会导致开发量过大，并且造成重复劳动。

SDK则是将区块链服务提供的各种grpc接口进行封装，同时封装各接口所需类型的消
息。在开发客户端时，只需要关注自己的业务逻辑，调用相应接口封装并发送消息即
可，不需要关注底层消息发送接收的具体过程。

说明

1. SDK中相关方法的使用示例，可参考应用程序开发对应语言的示例Demo。
2. SDK在不同环境下支持的实例安全机制如下：

● windows环境：ECDSA

● linux环境：国密算法、ECDSA

基于 SDK 开发流程

1. 初始化：创建SDK实例对象，然后进行初始化。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初始
化：

– 使用标准模板配置文件，调用 init 接口。

– 调用接口自定义设置属性，包括：msp设置、TLS设置、节点信息设置。

2. 构造消息：由于消息类型较多，所以根据消息类型进行了消息类型进行封装，在
构造消息之前，必须先获取消息类型对象，然后再基于获取对象中对应的方法封
装消息。

3. 获取节点：获取消息发送节点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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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送消息：所有的发送接口都封装在节点类中，发送消息时，先获取节点，再调
用节点的消息发送对象获取方法。不同的消息对应不同的构建接口，同理，消息
发送接口也根据接口类型进行了分装，在发送消息前，必须先获取接口类型对
象，然后再基于获取对象中对应的方法发送消息。

5. 结果解析：服务端返回的消息中，均包含交易最后执行结果的标志位，以此判断
交易是否执行成功。若结果为不成功，则info字段还包含了错误原因，用于分析定
位。

6. 结果监听：对于业务交易和投票类型等需要落盘的交易，即使消息发送成功，后
续落盘时还可能产生各种校验失败，导致交易无效。因此还需要监听交易是否最
终落盘成功。

SDK 逻辑结构

SDK主要提供消息封装、发送模块及相应的配套组件。配套组件主要包含异常处理、
配置文件解析、节点获取等功能接口。

● 消息封装

由于消息类型较多，因此按类型进行了分类封装。消息封装相关接口均在build这
个包下面，包含了ContractRawMessage、QueryRawMessage这几种消息构造的
封装类。

– ContractRawMessage：包含交易背书、落盘两阶段消息的构建。

– QueryRawMessage：包含所有查询相关接口的消息构建，目前支持交易详情
查询、链状态查询、区块查询、合约信息查询等接口。

● 消息发送

同消息封装类接口，按类型进行了分类封装。消息发送相关接口均包含在action
这个包下面，包含了ContractAction、QueryAction、EventAction这几种消息发
送的封装类。

– ContractAction：对应ContractRawMessage封装的消息的发送。

– QueryAction：对应QueryRawMessage中封装的消息的发送。

– EventAction：主要用于监听消息的最终状态，因为参数仅包含交易ID，消息
封装的方法直接内置。同时所有的消息发送接口均提供同步和异步两种接
口。

说明

同步接口入参均为需要发送的消息，返回值为一个ListenableFuture对象，用于监听
消息发送结果。

异步接口则传入需要发送消息的同时，还需要传入一个StreamObserver对象，用于
异步获取消息发送结果。

接口说明

由于实现各种不同的交易发送，需要多个接口互相配合，因此接口说明按照实现功能
进行归类介绍，而不是逐个接口类介绍。

所有消息发送方法，都提供同步和异步两种接口，异步接口多一个StreamObserver监
听对象，无返回值。

另外SDK还提供其他扩展能力，有需要的用户可以参考。如Java接口：

public SdkClient(String configPath, Function<byte[], byte[]> func)

public Sdk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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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setIdentity(String type, byte[] key, byte[] cert)

public void setTls(byte[] key, byte[] cert, byte[][] roots)

public void addWienerChainNode(String name, String host, int port)

public String getTxId(Transaction tx)

public ChainRawMessage getChainRawMessage()

public Block buildGenesisBlock(String chainId, String path)

public Block buildGenesisBlock(String chainId, String path, Function<byte[],
byte[]> func)

public Block buildGenesisBlock(String chainId, ChainConfig chainConfig)

public static GenesisConfig createGenesisConfig(String path)

public void addOrganization(String name, byte[] admin, byte[] root, byte[] tls)

public void addConsenter(String name, String org, String host, long port, byte[]
cert, byte[] tee)

public ChainConfig getChainConfig(String chainId)

public Block buildGenesisBlock(String chainId, ChainConfig chainConfig)

public void addChainNode(String name, String hostOverride, String host, int port)

public RawMessage buildJoinChainRawMessage(Block genesisBlock)

public RawMessage buildJoinChainRawMessage(ByteString genesisBlock,
Entrypoint entrypoint)

public RawMessage buildJoinChainRawMessage(ByteString genesisBlock,
ConfigInfo config, Entrypoint entrypoint)

public static Entrypoint readEntrypointFile(String path) throws ConfigException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joinChain(RawMessage rawMessage)

public void joinChain(RawMessage rawMessage, StreamObserver<RawMessage>)

public RawMessage buildQuitChainRawMessage(String chainId)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quitChain(RawMessage rawMessage)

public void quitChain(RawMessage rawMessage, StreamObserver<RawMessage>
responseObserver)

public RawMessage buildQueryChainRawMessage()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queryAllChains(RawMessage rawMessage)

public void queryAllChains(RawMessage rawMessage,
StreamObserver<RawMessage> responseObserver)

public RawMessage buildQueryChainRawMessage(String chainId)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queryChain(RawMessage rawMessage)

public void queryChain(RawMessage rawMessage, StreamObserver<RawMessage>

华为云区块链引擎服务
开发指南 3 SDK 介绍

文档版本 01 (2023-03-24)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12



public Builder.TxRawMsg buildUpdateChainRawMessage(String chainId, String
path)

public Builder.TxRawMsg buildUpdateChainRawMessage(String chainId,
ChainConfig chainConfig)

public Builder.TxRawMsg buildUpdateChainRawMessage(String chainId, String
path, Function<byte[], byte[]> func)

public TxRawMsg buildUpdateConfPolicyRawMessage(String chainId, String policy)

public TxRawMsg buildUpdateOrgRawMessage(String chainId, String path,
Function<byte[], byte[]> func)

public TxRawMsg buildUpdateOrgRawMessage(String chainId,
List<ConfigSet.OrgUpdate> orgUpdates)

public RawMessage buildQueryChainUpdateVote(String chainId)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queryVote(RawMessage rawMsg)

public void queryVote(RawMessage rawMsg, StreamObserver<RawMessage>
responseObserver)

public RawMessage buildImportRawMessage(Contract contract, String path, String
sandbox, String language)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contractImport(RawMessage rawMessage)

public void contractImport(RawMessage rawMessage,
StreamObserver<RawMessage> responseObserver)

public Builder.TxRawMsg buildManageRawMessage(String chain, String contract,
String option)

public RawMessage buildQueryStateRawMessage(String chain, String contract)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queryState(RawMessage rawMessage)

public Builder.TxRawMsg buildVoteRawMessage(Contract contract, String
description, String policy, boolean historySupport)

public Builder.TxRawMsg buildSQLVoteRawMessage(Contract contract, String
description, String policy, String schema, boolean isHistorySupport)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transaction(RawMessage rawMessage)

public void transaction(RawMessage rawMessage, StreamObserver<RawMessage>
responseObserver)

public RawMessage buildQueryLifecycleVote(String chainId, String contract)

public static ContractInvocation buildContractInvocation(String name, String
function, String[] args)

public RawMessage buildContractRawMessage(String chainId, String contract)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queryContractInfo(RawMessage rawMsg)

public void queryContractInfo(RawMessage rawMsg,
StreamObserver<RawMessage> response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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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Go接口：

func NewGatewayClient(configPath string, decrypts ...func(bytes []byte) ([]byte,
error)) (*GatewayClient, error)

func GenerateTimestamp() uint64

func (msg *ChainRawMessage) BuildGenesisBlock(chainID string,
genesisConfigPath string, decrypts ...func(bytes []byte) (*common.Block, error)

func (msg *ChainRawMessage) BuildJoinChainRawMessage(genesisBlockBytes
[]byt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msg *ChainRawMessage) BuildJoinMsgWithLatestConf(genesisBlockBytes
[]byte, latestConf *common.ConfigInfo)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msg *ChainRawMessage) BuildJoinMsgWithEntrypoint(genesisBlockBytes
[]byte, latestConf *common.ConfigInfo, entrypoint *common.Entrypoint)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action *ChainAction) JoinChain(rawMsg *commo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msg *ChainRawMessage) BuildQuitChainRawMessage(chainID string)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action *ChainAction) QuitChain(rawMsg *commo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msg *ChainRawMessage) BuildQueryAllChai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action *ChainAction) QueryAllChains(rawMsg *commo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msg *ChainRawMessage) BuildQueryChainRawMessage(chainID string)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action *ChainAction) QueryChain(rawMsg *commo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u *UpdateConfig) BuildUpdateConfPolicyRawMessage(chainID string, policy
string) (*TxRawMsg, error)

func (u *UpdateConfig) BuildUpdateLifecycleRawMessage(chainID string, policy
string) (*TxRawMsg, error)

func (u *UpdateConfig) BuildUpdateOrgRawMessageWithYaml(chainID string,
path string, decrypt config.DecryptFunc) (*TxRawMsg, error)

func (u *UpdateConfig) BuildUpdateOrgRawMessage(chainID string, orgUpdates
*common.ConfigSet_OrgUpdates) (*TxRawMsg, error)

func (msg *QueryRawMessage) BuildQueryChainUpdateVoteRawMessage(chainID
string)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action *QueryAction) GetVote(rawMsg *commo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msg *LifecycleRawMessage) BuildImportRawMessage(c *Contract, path
string, sandbox string, language string) (*common.RawMessage,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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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 (action *ContractAction) ContractImport(rawMsg *commo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msg *LifecycleRawMessage) BuildManageRawMessage(chain string, contract
string, option string) (*TxRawMsg, error)

func (msg *LifecycleRawMessage) BuildVoteRawMessage(c *Contract, desc string,
policy string, historySupport bool) (*TxRawMsg, error)

func (action *ContractAction) Transaction(rawMsg *commo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msg *QueryRawMessage) BuildQueryLifecycleVoteRawMessage(chainID
string, contract string)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BuildTxHeader(chainID string, []string domains) *common.TxHeader

func (msg *QueryRawMessage) BuildContractRawMessage(chainID string, contract
string) (*common.RawMessage, error)

func (action *QueryAction) GetContractInfo(rawMsg *commo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如rpc接口：

rpc CallSM(stream ContractMsgsWrap) returns (stream ContractMsgsWrap)

rpc CreateChain (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DeleteChain (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QueryChainInfo (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QueryAllChainInfos (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GetLatestChainState(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GetBlockByNum(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GetBlockAndResultByNum(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GetTxByHash(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GetTxResultByTxHash(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GetBlockByTxHash(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GetContractInfo(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GetArchiveCheckPoints(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GetSnapshotMetadata(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GetArchiveConfigData(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GetArchiveStateMetadata(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GetArchiveBlockMetadata(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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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c Invoke (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Query (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Import (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UnImport (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QueryState (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GetTeePubKey (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RegisterBlockEvent(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stream
common.RawMessage)

rpc RegisterResultEvent(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stream
common.RawMessage)

rpc RegisterBlockAndResultEvent(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stream
common.RawMessage)

rpc RegisterBlockNumEvent(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stream
common.RawMessage)

rpc RegisterTxEvent(stream 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stream
common.RawMessage)

rpc SendTransaction(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rpc Query (common.RawMessage) returns (common.RawMessage)

如rest接口：

GET /node/health

GET /{chain_id}/stat/node

GET /{chain_id}/stat/zones?detail=1

GET /{chain_id}/stat/domains

GET /{chain_id}/{encoded_zone_id}/zone/nodes

GET /{chain_id}/{encoded_zone_id}/zone/linker

GET /{chain_id}/{encoded_zone_id}/zone/isolation

DELETE /{chain_id}/{encoded_zone_id}/zone/node?host={node_host}

POST /{chain_id}/{encoded_zone_id}/zone/node

POST /{chain_id}/{encoded_zone_id}/zone/linker

DELETE /{chain_id}/{encoded_zone_id}/zone/linker?host={node_host}

POST /{chain_id}/{encoded_zone_id}/zone/isolation?host={node_host}

POST /{chain_id}/{encoded_zone_id}/parent/zone

DELETE /{chain_id}/{encoded_zone_id}/parent/zone

POST /{chain_id}/{encoded_zone_id}/zone/id

DELETE /{chain_id}/{encoded_zone_id}/zon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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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chain_id}/{encoded_zone_id}/zone/id/state

3.2 Java SDK 介绍

3.2.1 SDK 配置

说明

1. linux环境，SDK的编译、运行，需要手动下载并配置openssl，单击链接下载openssl[链接]

● 解压openssl，复制openssl文件夹到目录/usr/local/include/下

● 执行库的导入命令：export LD_LIBRARY_PATH=/usr/local/include/openssl
2. Java的项目管理工具有maven和gradle两种，本指导主要以maven为例。

引用SDK的步骤如下：

步骤1 打开项目中的pom.xml文件。

步骤2 粘贴如下代码引入华为镜像仓。
<repositories>
     <repository>
         <id>maven-proxy</id>
         <url>https://repo.huaweicloud.com/repository/maven/huaweicloudsdk</url>
         <releases>
             <enabled>true</enabled>
         </releases>
         <snapshots>
             <enabled>true</enabled>
             <updatePolicy>always</updatePolicy>
             <checksumPolicy>fail</checksumPolicy>
         </snapshots>
     </repository>
 </repositories>

步骤3 粘贴如下代码引用SDK。
<dependencies>
    <dependency>
        <groupId>com.huawei.poissonchain</groupId>
        <artifactId>client-sdk</artifactId>
        <version>0.1.11</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ies>

步骤4 等待自动拉取依赖。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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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对于企业内部需要使用代理访问外网的情况，可以在用户目录（windows中如C:\Users\xxx\）下
的.m2目录中setting.xml（用户配置）或mawen安装目录下的conf目录中setting.xml（系统全局
配置）里配置代理来实现。

找到setting.xml文件中的标签对，在其内配置代理信息，参考如下样例:
<proxies>
    <proxy>
        <id>myProxy</id>
        <active>true</active>
        <protocol>http</protocol>
        <username>xxx</username>
        <password>xxx</password>
        <host>xxx</host>
        <port>xxx</port>
        <nonProxyHosts>*xxx*.com</nonProxyHosts>
    </proxy>
</proxies>

3.2.2 通用方法

相关类
com.huawei.wienerchain.SdkClient

SdkClient对象包含获取服务节点、获取各种类型的消息构造器及交易ID等方法，基于
SDK开发时，必须先构造该对象。

初始化 SDK 客户端

基于标准配置文件模板初始化SDK。

● 调用方法
public SdkClient(String configPath) throws CryptoException, ConfigException, IOExcep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onfigPath String 客户端SDK配置文件的绝
对路径。

 

获取节点对象

根据节点名称，获取需要发送交易的节点对象。所有消息发送前，都必须调用该方
法，获取发送节点对象，然后再获取对应的消息发送接口对象。

● 调用方法
public WienerChainNode getWienerChainNode(String name) throws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name String 节点名称。

 

●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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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说明

WienerChainNode WienerChainNode对象。

 

获取交易 ID

交易ID作为交易的标识，是交易哈希的十六进制字符串形式。以下获得交易ID的方法
是通过计算交易哈希，然后转化为十六进制字符串获得的。

● 调用方法
public String getTxId(Transaction tx)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tx Transaction 交易实体。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String 交易ID。

 

3.2.3 利用合约发送交易

步骤1 合约调用信息构建。

● 接口方法

ContractRawMessage.class
public RawMessage buildInvokeRawMsg(String chainId, String name, String function, String[] args)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hainId String 链ID。

name String 合约名称。

function String 调用合约中的方法名。

args String[] 合约方法参数。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RawMessage 消息体，用于合约调用。

 

步骤2 背书请求消息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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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方法

ContractRawMessage.class
public RawMessage getRawMessageBuilder(ByteString payload) throws CryptoExcep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payload ByteString 合约调用信息，由
invocation.toByteStrin
g()得到。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RawMessage 消息体，用于背书请求。

 

步骤3 背书请求消息发送。

● 接口方法

ContractAction.class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invoke(RawMessage rawMessage) throws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essage RawMessage 背书请求的消息体，步
骤2的返回值。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ListenableFuture future对象，用于获取背书请求结果。

 

步骤4 落盘消息构建。

● 接口方法

ContractRawMessage.class
public TxRawMsg buildTxRawMsg(RawMessage[] rawMessages) throws 
InvalidProtocolBufferException, TransactionException, CryptoExcep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essages RawMessage 消息体，步骤3的背书请
求结果。

 

●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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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说明

TxRawMsg 交易消息体，包含原始信息和哈希。

 

步骤5 落盘消息发送。

● 接口方法

ContractRawMessage.class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transaction(RawMessage rawMessage) throws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essage RawMessage 消息体，步骤4返回的交
易消息体中的原始信
息。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ByteString 落盘结果。

 

----结束

3.2.4 利用合约查询数据

步骤1 合约调用信息构建。

● 接口方法

ContractRawMessage.class
public RawMessage buildInvokeRawMsg(String chainId, String name, String function, String[] args)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hainId String 链ID。

name String 合约名称。

function String 调用合约中的方法名。

args String[] 合约方法参数。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RawMessage 消息体，用于合约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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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查询请求消息发送。

● 接口方法

ContractAction.class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invoke(RawMessage rawMessage) throws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essage RawMessage 消息体，用于查询请
求。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ListenableFuture future对象，用于获取查询结果。

 

----结束

3.2.5 其他查询

3.2.5.1 查询块高

步骤1 消息构建。

● 接口方法

QueryRawMessage.class
public RawMessage buildLatestChainStateRawMessage(String chainId) throws CryptoExcep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hainId String 链ID。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RawMessage 消息体，用于查询块高。

 

步骤2 消息发送。

● 接口方法

QueryAction.class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queryLatestChainState(RawMessage rawMsg) throws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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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sg RawMessage 查询块高的消息体。步
骤1返回的消息体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ListenableFuture future对象，用于获取查询结果。

 

----结束

3.2.5.2 查询区块详情

步骤1 消息构建。

● 接口方法

QueryRawMessage.class
public RawMessage buildBlockRawMessage(String chainId, long blockNum) throws CryptoExcep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hainId String 链ID。

blockNum long 区块号。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RawMessage 消息体，用于查询区块详情。

 

步骤2 消息发送。

● 接口方法

QueryAction.class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queryBlockByNum(RawMessage rawMsg) throws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sg RawMessage 查询区块详情需发送的
消息。

 

● 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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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说明

ListenableFuture future对象，用于获取查询结果。

 

----结束

3.2.5.3 查询交易执行结果

步骤1 消息构建。

● 接口方法

QueryRawMessage.class
public RawMessage buildTxRawMessage(String chainId, byte[] txHash) throws CryptoExcep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hainId String 链ID。

txHash byte[] 交易哈希。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RawMessage 消息体，用于查询交易执行结果。

 

步骤2 消息发送。

● 接口方法

QueryAction.class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queryTxResultByTxHash(RawMessage rawMsg) throws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sg RawMessage 根据交易ID查询交易执行
结果需发送的消息。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ListenableFuture future对象，用于获取查询结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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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4 利用交易 ID 查询交易详情

步骤1 消息构建。

● 接口方法

QueryRawMessage.class
public RawMessage buildTxRawMessage(String chainId, byte[] txHash) throws CryptoExcep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hainId String 链ID。

txHash byte[] 交易哈希。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RawMessage 消息体，用于查询交易详情。

 

步骤2 消息发送。

● 接口方法

QueryAction.class
public ListenableFuture<RawMessage> queryTxByHash(RawMessage rawMsg) throws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sg RawMessage 根据交易ID查询交易详
情需发送的消息。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ListenableFuture future对象，用于获取查询结果。

 

----结束

3.3 Go SDK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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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SDK 配置

说明

linux环境，SDK的编译、运行，需要手动下载并配置openssl，单击链接下载openssl[链接]

● 解压openssl，复制openssl文件夹到目录/usr/local/include/下

● 执行库的导入命令：export LD_LIBRARY_PATH=/usr/local/include/openssl

引用SDK的步骤如下：

步骤1 单击链接下载Go SDK[链接]。

步骤2 解压到应用程序所在目录，具体可参考Go应用程序开发的示例Demo。

----结束

3.3.2 通用方法

相关类
● GatewayClient对象包含获取服务节点、获取各种类型的消息构造器及交易ID等方

法，基于SDK开发时，必须先构造该对象。
client.GatewayClient

● BsClient对象包含富媒体文件上链、下载、操作记录查询等方法，使用区块链富媒
体存储相关功能时，必须先构造该对象。
bstore.BsClient

初始化 SDK 客户端

基于标准配置文件模板初始化Gateway SDK。

● 调用方法
func NewGatewayClient(configPath string, decrypts ...func(bytes []byte) ([]byte, error)) 
(*GatewayClient,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onfigPath String 必填参数，客户端SDK配
置文件的绝对路径。

decrypts func(bytes []byte)
([]byte, error)

非必填参数，指定证书密
文解密算法，默认为明
文，无须解密（可变参
数）。

 

初始化 SDK 文件存储客户端

基于已初始化的SDK Gateway客户端模板初始化富媒体存储客户端。

● 调用方法
func NewBsClient(gatewayClient *client.GatewayClient, chainId string, endorserName, consenterName 
string) (*BsClient, error)

● 参数说明

华为云区块链引擎服务
开发指南 3 SDK 介绍

文档版本 01 (2023-03-24)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26

https://huaweicloudchain.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sdk/openssl.zip
https://huaweicloudchain.obs.cn-north-4.myhuaweicloud.com/sdk/huaweicloudchain-go-sdk-0.2.15.zip


参数 类型 说明

gatewayClient *client.GatewayClient 必填参数，已初始化过
的Gateway客户端。

chainID string 链名称。

endorserName string 背书节点名称，如
“node-0.organization1
”。

consenterName string 共识节点名称，如
“node-0.organization
”。

 

生成当前时间戳

根据节点名称，获取需要发送交易的节点对象。所有消息发送前，都必须调用该方
法，获取发送节点对象，然后再获取对应的消息发送接口对象。

● 调用方法
func GenerateTimestamp() uint64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uint64 生成系统当前的UTC时间戳。

 

3.3.3 利用合约发送交易

步骤1 背书消息构建

● 接口函数

func (msg *ContractRawMessage) BuildInvokeMessage(chainID string, name
string, function string, args []string) (*common.RawMessage,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hainID string 链ID。

name string 合约名称。

function string 调用合约中的方法名。

args []string 合约方法参数。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common.RawMessage 背书请求需发送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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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说明

error 发送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步骤2 背书请求消息发送。

● 接口函数
func (action *ContractAction) Invoke(rawMsg *commo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sg *common.RawMessage 上述背书请求需发送的
消息。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common.RawMessage 背书请求需发送的消息。

error 发送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步骤3 交易消息构建。

● 接口方法
func (msg *ContractRawMessage) BuildTxRawMsg(rawMessages []*common.RawMessage) 
(*TxRawMsg,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essages []*common.RawMessag
e

背书请求返回结果集
合。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TxRawMsg 包含交易hash的交易请求信息，该消
息使用transaction接口发送。

error 构建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步骤4 交易消息发送。

● 接口方法
func (action *ContractAction) Transaction(rawMsg *commo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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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sg *common.RawMessage 上述生成的交易消息。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common.RawMessage 用于获取包含发送结果的消息。

error 发送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结束

3.3.4 利用合约查询数据

步骤1 查询请求消息构建

● 接口函数

func (msg *ContractRawMessage) BuildInvokeMessage(chainID string, name
string, function string, args []string) (*common.RawMessage,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hainID string 链ID。

name string 合约名称。

function string 调用合约中的方法名。

args []string 合约方法参数。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common.RawMessage 查询请求需发送的消息。

error 发送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步骤2 查询请求消息发送。

● 接口函数
func (action *ContractAction) Invoke(rawMsg *commo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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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sg *common.RawMessage 上述查询请求需发送的
消息。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common.RawMessage 查询请求返回的消息。

error 发送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结束

3.3.5 文件上链
● 接口方法

func (bc *BsClient) UploadFile(filePath, fileName string) (*UploadFileResponse,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filePath string 待上链文件在本地的路
径。当前支持不大于
100MB的任意格式文
件。

fileName string 文件在链上的名称。不
允许包含 "/"。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UploadFileResponse 文件上链返回信息。

error 上链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3.3.6 文件下载
● 接口方法

func (bc *BsClient) DownloadFile(filePath, fileName string, versionId int)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filePath string 文件下载到本地的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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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说明

fileName string 待下载文件在链上的名
称。不允许包含 "/"

versionId int 待下载文件的版本号。
版本号要求大于等于1，
可以通过查询文件历史
版本获取文件的版本号
信息。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error 下载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3.3.7 组织加密

● 接口方法
func (client *GatewayClient) EncryptDataWithE2EE(consensusOrgID, encOrgID string, decOrgIDs 
[]string, data string, options ...interface{}) (txID string, err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onsensusOrgID string 共识组织ID

encOrgID string 执行加密操作的组织
ID。

decOrgIDs []string 除了执行加密操作的组
织ID以外，可以解密该
消息的组织ID列表。

data string 需要加密的数据明文。

options interface{} 其他选项，目前支持输
入一个bool类型，用于
指定加密后，是否更新
群组密钥。

 

● 返回值

参数 类型 说明

txID string 加密后返回密文对应的
交易ID，解密时输入交
易ID可以获得对应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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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说明

err error 加密成功返回nil，否则
返回error。

 

3.3.8 组织解密

● 接口方法
func (client *GatewayClient) DecryptDataWithE2EE(consensusOrgID, decOrgID string, txID string) 
(data string, err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onsensusOrgID string 共识组织ID

decOrgID string 执行解密操作的组织
ID。

txID string 密文对应的交易ID。

 

● 返回值

参数 类型 说明

data string 解密后的明文信息。

err error 解密成功返回nil，否则
返回error。

 

3.3.9 其他查询

3.3.9.1 查询区块块高

步骤1 消息构建。

● 接口方法
func (msg *QueryRawMessage) BuildLatestChainStateRawMessage(chainID string) 
(*common.RawMessage,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hainID string 链ID。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common.RawMessage 查询链状态需要发送的消息

华为云区块链引擎服务
开发指南 3 SDK 介绍

文档版本 01 (2023-03-24)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32



类型 说明

error 查询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步骤2 消息发送。

● 接口方法

QueryAction.class
func (action *QueryAction) GetLatestChainState(rawMsg *commo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sg *common.RawMessage 上述查询链状态消息。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common.RawMessage 用于获取包含发送结果的消息。

error 发送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结束

3.3.9.2 查询区块详情

步骤1 消息构建。

● 接口方法
func (msg *QueryRawMessage) BuildBlockRawMessage(chainID string, blockNum uint64) 
(*common.RawMessage,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hainID string 链ID。

blockNum uint64 区块高度。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common.RawMessage 根据块高查询区块详情需发送的消
息。

error 查询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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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消息发送。

● 接口方法
func (action *QueryAction) GetBlockByNum(rawMsg *commo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sg *common.RawMessage 上述根据块高查询区块
详情消息。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common.RawMessage 用于获取包含发送结果的消息。

error 发送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结束

3.3.9.3 查询交易执行结果

步骤1 消息构建。

● 接口方法
func (msg *QueryRawMessage) BuildTxRawMessage(chainID string, txHash []byt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hainID string 链ID。

txHash []byte 交易Hash。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common.RawMessage 查询交易执行结果需发送的消息。

error 构建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步骤2 消息发送。

● 接口方法

QueryAction.class
func (action *QueryAction) GetTxResultByTxHash(rawMsg *commo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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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sg *common.RawMessage 上述生成的查询指定交
易执行结果的消息。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common.RawMessage 用于获取包含发送结果的消息。

error 发送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结束

3.3.9.4 利用交易 ID 查询交易详情

步骤1 消息构建。

● 接口方法
func (msg *QueryRawMessage) BuildTxRawMessage(chainID string, txHash []byt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chainID string 链ID。

txHash []byte 交易哈希。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common.RawMessage 根据交易ID查询交易详情需发送的消
息。

error 构建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步骤2 消息发送。

● 接口方法

QueryAction.class
func (action *QueryAction) GetTxByHash(rawMsg *common.RawMessage) (*common.RawMessage, 
error)

●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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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说明

rawMsg *common.RawMessage 上述根据交易Hash查询
交易详情消息。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common.RawMessage 用于获取包含发送结果的消息。

error 发送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结束

3.3.9.5 查询文件历史版本
● 接口方法

func (bc *BsClient) GetFileHistory(fileName string) ([]*bstore.FileHistory,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fileName string 查询的链上文件名。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FileHistory 文件历史版本信息列表，每条历史版
本信息包含版本号、文件哈希值、首
次上链时间、更新时间、上传者数
据。

error 查询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3.3.9.6 查询文件操作记录
● 接口方法

func (bc *BsClient) GetFileOperation(fileName, startTime, endTime string) ([]*bstore.StorageEvent, 
error)

● 参数说明

参数 类型 说明

fileName string 查询的链上文件名。

startTime string 查询记录的起始时间
（秒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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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型 说明

endTime string 查询记录的结束时间
（秒时间戳）

 
● 返回值

类型 说明

[]*StorageEvent 文件操作记录列表，每条操作记录包
含操作者、操作类型、时间数据。

error 查询成功返回类型为nil，反之返回
error。

 

3.4 SDK 升级与变更

须知

华为云区块链引擎提供Java、Go两种语言的SDK，供开发者使用。

● Java SDK：支持通过配置在线动态更新与升级。

● Go SDK：目前不支持在线更新与升级，需要手动下载并引入应用程序中。

● SDK版本：仅支持向前兼容，建议将SDK升级到最新版本。

3.4.1 Java SDK
说明

● Java SDK升级过程中只需修改pom.xml中SDK对应的版本号即可，详细见对应版本的使用配
置。

● java SDK需要在项目pom文件中配置华为镜像仓。

<repositories>
    <repository>
        <id>maven-proxy</id>
        <url>https://repo.huaweicloud.com/repository/maven/huaweicloudsdk</url>
        <releases>
            <enabled>true</enabled>
        </releases>
        <snapshots>
            <enabled>true</enabled>
            <updatePolicy>always</updatePolicy>
            <checksumPolicy>fail</checksumPolicy>
        </snapshots>
    </repository>
</repos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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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Java SDK 版本与变更

版本号 使用配置 说明

0.1.11 <dependency>
    <groupId>com.huawei.poissonchain</
groupId>
    <artifactId>client-sdk</artifactId>
    <version>0.1.11</version>
</dependency>

适配实例版本1.0.2.0。

2.1.0.6.41 <dependency>
    <groupId>com.huawei.wienerchain</
groupId>
    <artifactId>wienerchain-java-sdk</artifactId>
    <version>2.1.0.6.41</version>
</dependency>

适配实例版本
1.0.1.1-1.0.1.10。
2.1.0.2.52升级至2.1.0.6.41
时，合约发送、查询类方法需
要适配，详细适配内容如下：

● buildInvocation更新为
buildInvokeRawMsg，参
考利用合约发送交易

● buildTransactionMessage
更新为buildTxRawMsg，
参考利用合约发送交易

● buildInvocation更新为
buildInvokeRawMsg，参
考利用合约查询数据

2.1.0.2.52 <dependency>
    <groupId>com.huawei.wienerchain</
groupId>
    <artifactId>wienerchain-java-sdk</artifactId>
    <version>2.1.0.2.52</version>
</dependency>

适配实例版本1.0.0.39。

 

说明

版本查看方法：实例创建成功后，单击实例名称，进入概览页面，在链信息下方查看实例版本信
息。

3.4.2 Go SDK
Go SDK升级过程如下：

步骤1 删除旧版本huaweichain SDK。

步骤2 下载新版本的SDK文件解压至原有的SDK文件路径。

----结束

表 3-2 Go SDK 版本与变更

版本号 下载 说明

0.2.15 链接 适配实例版本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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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号 下载 说明

2.1.0.6.41 链接 适配实例版本1.0.1.1-1.0.1.10。
2.1.0.2.52升级至2.1.0.6.41时，合约发送、查
询类方法需要适配，详细适配内容如下：

BuildTransactionMessage更新为
BuildTxRawMsg，参考利用合约发送交易

2.1.0.2.52 不涉及 适配实例版本1.0.0.39。

 

说明

版本查看方法：实例创建成功后，单击实例名称，进入概览页面，在链信息下方查看实例版本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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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程序开发

4.1 概述
为了能在应用程序中使用区块链服务，可参考本章节完成应用程序的开发。

开发完成后，应用程序可以调用合约将业务数据发送到链上或从链上进行查询，以及
查询区块链的块高、查看某个区块的详情和查看某笔交易的详情等。

4.2 Java 应用程序开发

须知

windows环境：java客户端仅支持64位操作系统与64位Java SDK。

4.2.1 SDK 客户端配置
SDK客户端配置如下：

步骤1 SDK配置，可参考SDK配置章节。

步骤2 下载示例对应的配置文件，可参考用户指南->下载配置文件。

步骤3 客户端初始化，配置内容如下表，配置示例可参考应用程序的示例Demo。

----结束

表 4-1 客户端初始化配置介绍

参数 值

ConfigFilePath 链配置文件中yaml文件所在路径

ContractName 配置为合约安装时填写的合约名称，参考用户指南->安
装合约。

Solidity合约的默认名称为"NATIVE_CUSTOM_E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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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值

EndorserNodes 实例下共识组织对应的节点，华为云区块链引擎共识组
织下共3个共识节点，任选其一即可。

ConsensusNode 根据合约安装时选择的背书策略进行配置。

若为任意组织背书，则配置任意组织下的某一节点即
可；

若为全部组织背书，则配置时选择每个组织的一个节点
进行配置。

ChainID 链ID，配置为链配置文件中yml中chain_id字段对应的
值。

 

配置文件yaml示例：

chain_id: * # 链ID
client:
  type: *
  identity:
    keyPath: *.key
    certPath: *.crt
  tls:
    enable: true
    keyPath: *.key
    certPath: *.crt
    rootPath:
      - *.crt      
nodes:
  node-0.organization-1yoamyube: # 节点名称，共识组织包含3个节点，非共识组织包含2个节点
    hostOverride: *
    host: *
    port: *

说明

● SDK客户端的配置与初始化

可参考SDK介绍，配置示例可参考不同语言对应的应用程序示例Demo。

● 配置文件内容

由证书和yaml配置构成，实例中每个组织对应一个yaml文件，可通过读取不同的yaml生成
不同的SDK客户端对象。

● 客户端初始化

需确保yaml文件中证书文件等路径为证书的实际存放路径。

4.2.2 SDK 客户端调用
SDK客户端配置后，即可调用SDK进行区块链相关的业务逻辑开发，调用示例可参考应
用程序的示例Demo。

表 4-2 SDK 接口调用

类型 备注

合约接口 提供通过合约进行交易的发送与查询接口，详情可参考利用
合约发送交易、利用合约查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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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备注

查询接口 提供查询块高、区块详情以及交易查询等常见接口，详情可
参考其他查询

 

4.2.3 示例 Demo
Java语言示例Demo基于Java SDK开发，主要用于帮助开发人员理解并开发Java客户端
应用程序，使用步骤如下：

步骤1 单击链接获取Java客户端示例[链接]。

步骤2 完成客户端初始化参数配置(App.java)，进行使用(配置可参考SDK客户端配置)。

----结束

示例Demo项目结构如下：

.

表 4-3 示例 Demo 目录结构

文件 介绍

App.java 业务端调用的示例，客户端的初始化配置。

Contract.java 通过合约对业务数据交互。对数据有修改的操作如插入和删除，需
要调用其中的send方法。对数据的查询操作如查询某个键的历史，
需要调用其中的query方法。

BlockUtil.java BlockUtil用于从区块上获取数据。

TxUtil.java TxUtil用于从交易上获取数据。

pom.xml 配置SDK仓库地址、SDK版本号。

README.md 提供详细的接口调用示例。

 

4.3 Go 应用程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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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SDK 客户端配置
SDK客户端配置如下：

步骤1 SDK配置，可参考SDK配置章节。

步骤2 下载示例对应的配置文件，可参考用户指南->下载配置文件。

步骤3 客户端初始化，配置内容如下表，配置示例可参考应用程序的示例Demo。

----结束

表 4-4 客户端初始化配置介绍

参数 值

ConfigFilePath 链配置文件中yaml文件所在路径

ContractName 配置为合约安装时填写的合约名称，参考用户指南->安
装合约。

Solidity合约的默认名称为"NATIVE_CUSTOM_EVM"。

EndorserNodes 实例下共识组织对应的节点，华为云区块链引擎共识组
织下共3个共识节点，任选其一即可。

ConsensusNode 根据合约安装时选择的背书策略进行配置。

若为任意组织背书，则配置任意组织下的某一节点即
可；

若为全部组织背书，则配置时选择每个组织的一个节点
进行配置。

ChainID 链ID，配置为链配置文件中yml中chain_id字段对应的
值。

 

配置文件yaml示例：

chain_id: * # 链ID
client:
  type: *
  identity:
    keyPath: *.key
    certPath: *.crt
  tls:
    enable: true
    keyPath: *.key
    certPath: *.crt
    rootPath:
      - *.crt      
nodes:
  node-0.organization-1yoamyube: # 节点名称，共识组织包含3个节点，非共识组织包含2个节点
    hostOverride: *
    host: *
    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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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SDK客户端的配置与初始化

可参考SDK介绍，配置示例可参考不同语言对应的应用程序示例Demo。

● 配置文件内容

由证书和yaml配置构成，实例中每个组织对应一个yaml文件，可通过读取不同的yaml生成
不同的SDK客户端对象。

● 客户端初始化

需确保yaml文件中证书文件等路径为证书的实际存放路径。

4.3.2 SDK 客户端调用

SDK客户端配置后，即可调用SDK进行区块链相关的业务逻辑开发。

表 4-5 SDK 接口调用

类型 备注

合约接口 提供通过合约进行交易的发送与查询接口，详情可参考利用
合约发送交易、利用合约查询数据。

查询接口 提供查询块高、区块详情以及交易查询等常见接口，详情可
参考其他查询。

 

4.3.3 示例 Demo

须知

应用程序开发需要使用go mod，因此请确保GO111MODULE为on、镜像源配置。请
确保可正常访问华为云镜像网站，环境设置命令如下

go env -w GO111MODULE=on
go env -w GOPROXY=https://repo.huaweicloud.com/repository/goproxy/
go env -w GONOSUMDB=*

Go语言示例Demo基于Go SDK开发，主要用于帮助开发人员理解并开发Go客户端应用
程序，使用步骤如下：

步骤1 单击链接下载客户端示例[链接]。

步骤2 单击链接下载客户端所使用的Go SDK[链接]。

步骤3 添加Go SDK文件到客户端示例Demo目录下，完成Go SDK配置。

步骤4 完成客户端初始化参数配置(utils/config.go)，详情可参考SDK客户端配置。

----结束

示例Demo项目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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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示例 Demo 目录结构

文件 介绍

huaweichain Go语言客户端SDK，相关介绍请参考Go SDK介绍。

main.go Go语言客户端主程序。

contract.go 通过合约对业务数据交互。对数据有修改的操作如插入和删除，需
要调用其中的send方法。对数据的查询操作如查询某个键的历史，
需要调用其中的query方法。

block.go 用于从区块上获取数据。

tx.go 用于从交易上获取数据。

config.go 客户端的初始化配置。

readme.md 提供详细的接口调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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