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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期，元宇宙概念备受关注，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接受采访分享了其关于元宇宙的

想法及 Facebook 全力支持建设元宇宙的决心。在关于元宇宙特性的描述中，“互操作性”一词

再次被提及，并强调需要制定一些标准，帮助开发者和创作者向人们提供“前所未有的互操作”

体验，使用户能使用他们的化身、数字产品无缝传送到不同的体验，并与朋友互动，在整个过

程中感知不到互联网基建的存在。 

    这种极为抽象的表达虽给人以遐想，却很难让人理解，更别提信服了。这也是本文试图去

讨论“互操作性”一词内涵的初衷之一。 

    互操作性是经常被区块链领域提及的概念，更耳熟能详的用词是跨链，这两者往往被混同

起来，描述两条以上区块链之间的某种交互，尤其是 DeFi 和 NFT 生态迅速发展起来之后。 

    随着 DeFi 乐高可组合性蕴含的无限潜力被逐渐认可，以及以太坊 DeFi 生态出现外溢现

象，跨链成为了一个非常紧俏的需求；而关于 NFT 应用、元宇宙特性的讨论中，也会提及互

操作性。本文从讨论“互操作性”的语义场景和内涵出发，抛砖引玉地分析当人们在提跨链或

互操作性的时候，真正想表达或期望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目前行业内在这些目标上走了

多远。 

 

关键词：元宇宙，互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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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互操作性的定义及场景 

（一）计算机信息学领域 

    “互操作性”在非区块链领域早有提及。IEEE 关于计算机字典标准
1
里对互操作性的定义

是“两个或多个系统或组件之间交换信息以及对交换后信息使用的能力”。这个定义包含两层

递进关系的含义： 

⚫ 语法互操作性：指能够进行通讯和交换数据。基本要素包括数据格式标准、通讯协

议、接口标准等。 

⚫ 语义互操作性：参与互操作系统之间交换的数据能够得到对方正确的处理和使用，

也就是说使数据真正成为有用的信息产生有用的结果，并且对有用的界定是达成共

识的。 

    虽然上述定义与国际标准 ISO/IEC 2382-01 信息技术词表
2
里的定义相比更为凝练和抽

象，但后者补充提及了一个特点：用户无需或仅需有限地获得不同系统或组件特点的认知。 

    就软件而言，在上述定义下的互操作性可用来描述不同程序借助同一套交换格式交换数

据、读写相同文件格式以及采用相同协议的能力。用户在使用不同软件（例如各种 PDF 阅

读器）的时候更关注的是功能体验，而非实现功能的底层技术模块的差异。 

 

（二）社会经济政治领域 

    广义上，互操作性是指不同系统和组织机构之间相互合作、协同工作的能力，虽然在技

术系统和工程设计方面经常使用，还会考虑影响系统间性能的社会、政治和组织机构因素，

且业务过程的互操作性可能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经济效果。 

以下是几个具体的例子： 

⚫ 医疗设备的“即插即用”互操作性实现与其它设备协同工作能力； 

⚫ 医疗数据的“可用不可见”互操作性旨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同时提高协同创新能力； 

⚫ 电子政务互操作性旨在通过制定数据标准、语义标准来提高跨边界、跨语言的协作

能力； 

⚫ 近期河南大学生创建的“救命文档”也体现了在大规模紧急事件中跨越信息孤岛，实

现全国各地资源调度系统和档案管理系统的互操作能力。 

 
1 “the ability of two or more systems or components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to use the information that 

has been exchanged.”610-1990 - IEEE Standard Computer Dictionary: A Compilation of IEEE Standard Computer 

Glossaries 
2 “capability to communicate, execute programs, or transfer data among various functional units in a manner 

that requires the user to have little or no knowledge of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units”ISO/IEC 2382-

0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ocabulary, Fundamental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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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欧盟委员会背书的 NIFO
3
就如何建立可操作的数字公共服务提供了具体指导，提出了

互操作性包含的四个层面：技术互操作性、语义互操作性、机构互操作性、法律互操作性；

另外包括为这四个层面交叉构建的综合公共服务治理层及作为基础支撑的互操作治理层（如

图 1 所示）。 

 
图 1. NIFO 提出的互操作层次及其关系示意图 

⚫ 技术互操作性指能够连接系统和服务的应用及基础设施，涵盖接口规范、互联服务、

数据集成服务、数据呈现和交换以及安全通信协议。 

⚫ 语义互操作性指确保交换数据和信息的精确格式和含义在各方之间的交换过程中

得到保留和理解，能做到“发送即理解”。 

⚫ 机构互操作性指公共行政部门调整其业务流程、职责和期望以实现共同商定和互惠

互利的目标的方式，这与在不同系统中进行的业务流程之间的协作关系有关。 

⚫ 法律互操作性是为了确保在不同的法律框架、政策和战略下运营的组织能够协同工

作。 

⚫ 综合公共服务治理层是指为达成上述四种互操作性提供综合公共服务及其运营需

要必要的治理组织，达成一致的运营条款和更新管理流程。 

⚫ 互操作性治理层实现关于上述互操作性框架、制度安排、组织结构、角色和责任、

政策、协议以及在国家和欧盟层面确保和监控互操作性的决策过程和治理过程。 

总的来说，前两个互操作性沿用了计算机信息学领域对互操作性的定义，NIFO 在此基

础上补充强调了应用层和治理层的互操作性。这对在多链并存、应用和治理系统也各自独立

的区块链生态实现互操作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 https://joinup.ec.europa.eu/collection/nifo-national-interoperability-framework-observatory/solution/eif-
toolbox/6-interoperability-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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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区块链领域互操作性的内涵 
在上述基础上反观区块链里的互操作性和跨链，可以认为跨链是将互操作对象从来源区

块链系统跨越到目标区块链系统行为的描述，而互操作性是一种涵盖范围更广的表达，既包

括基于跨链行为表现出的功能特性，也可以指代非区块链系统（例如 Dapp）之间的交互。

明确互操作对象是什么以及互操作系统的类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互操作性的内涵。 

 

（一）互操作性对象 

    信息跨链（e.g. Polkadot、Cosmos）、资产跨链（e.g. WBTC）是目前较为常见的应用案

例，但这可能只是区块链领域互操作性展露的冰山一角。区块链和其它系统最大的不同在于

区块链上信息能够以一种不可复制（UTXO 和余额等模型）、不可伪造（非对称加密）、不可

篡改（共识机制）的方式流转，使它有别于一般信息，成为跨系统共识难度更大、互操作性

更复杂的对象类型，不是简单地规范接口、明确数据格式、统一通信协议就可以搞定。区块

链使信息能够逐渐被划分成更细粒度的表述： 

⚫ 数字资产 

⚫ 权属声明 

⚫ 域名 

⚫ 账户（公私钥对） 

⚫ 身份 

 

    这些细粒度的表述似乎能很好地作为微观结构单元或相互作用力，组合成数字世界的经

济网络和社交系统。所以跨链的对象自然除了大部分案例中看到的信息和资产以外，也可以

是权属声明、账户、域名或身份。而理想的互操作性指的应该是： 

⚫ 信息在新系统能被使用； 

⚫ 资产在新系统保有价值； 

⚫ 域名在新系统作为同样的入口被访问； 

⚫ 权属声明在新系统同样有效； 

⚫ 账户或身份在新系统拥有相同的操作权限、权属声明或声誉等。 

将互操作对象放入明确的场景去定义和思考，能帮助用户更清晰地了解各种互操性表述

真正想要表达的目标。 

 

 

5 



HashKey Group 2021 数字资产行业回顾: 监管篇 

 

 

区块链研究第 178 期：互操作性引介 

（二）互操作性系统 

    建立在互操作系统不仅局限于区块链系统的观点之上，我们观察下目前区块链生态中已

然存在的不同层面的互操作性。 

⚫ Nervos 通过对基于密码学的账户进行抽象实现了多种不同系统的账户（包括互联

网邮箱账户）都可以操作 CKB 上的状态，从而降低 web3 的用户准入门槛，这可以

认为是一种技术互操作性的用例，实现了账户模块的“可插拔”。 

⚫ 以太坊 DeFi 应用之间通过调用方法进行的资产兑换和流通实现了语义互操作性—

—有赖于 ERC20 代币标准，它们对各种 ERC20 代币拥有共识。闪电贷是 DeFi 可组

合性的代表性案例，而可组合性的前提是互操作性。 

⚫ 拥有不同的价值主张、多种实现方式的 Layer2 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可能不仅要从

语义层面，更要从应用层面去考虑，Celer Network 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对用户友

好的解决方案。 

⚫ Polyient Network 提出要通过打造 NFT 领域的声誉系统和报价系统，实现 NFT 的

跨链交易，本质上是想实现资产+身份+权属的跨链可用，这可能会牵扯到应用层、

治理层的互操作性。 

 

第三章 互操作性的进展和风险 

    目前，区块链 DeFi 生态形成以以太坊为主、多条特色链竞争的格局，DeFi、NFT 生态

相继发展起来，并对互操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需求，例如可扩展性瓶颈催生的多链结构、资

产跨链流动；针对流动性割裂问题的 Layer2 跨链方案等等。 

在互操作对象方面，有关数字资产的互操作标准在同质化资产领域已经颇为成熟，在非

同质化资产领域有实现基本功能点的雏形，但未形成针对互操作功能设计的标准共识。对于

其它操作对象类型，鲜见相关尝试。 

在互操作系统方面，区块链之间、Dapp 之间、Layer2 之间、以及区块链系统与互联网

之间都出现了一些互操作场景，说明生态的连接开始在更大尺度上建立。跨系统的生态应用

发展离不开系统间语义互操作性的成熟建立，而应用发展起来后就得考虑更高层级的互操作

性问题了。 

在如何实现互操作性方面，对于具体的应用场景有诸多案例，特别是资产跨链的解决方

案是行业内讨论跨链话题展开较多的一个方向。本文作为引介，暂不作深入探讨。 

互操作性建立的过程中，是免不了存在各种攻击向量的，这至少分为两种：一种是互操

作系统设计漏洞；一种是实现具体功能过程中的技术漏洞。从闪电贷攻击案例的演化可以发

现，将孤立设计而成的系统通过互操作性组合起来可能会导致出现很大的经济漏洞，最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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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跨链桥攻击事件也暴露了互操作过程中的风险。系统本身的安全性是否会因互操作性而

减弱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此外，在设计互操作协议的时候，也存在适配性的问题，一开始定义好功能的互操作协

议可能具备更好的鲁棒性，更容易做安全测试，但不一定能满足未来的需求；具备更多灵活

性的协议可能存在许多未知的风险，开发者似乎总是得在各种选择中权衡。 

 

第四章 总结与思考 
 

本文从互操作性的定义和场景出发，阐释了 IEEE 和 NIFO 对互操作性的两种定义。基于

这一阐释，重新理解区块链领域的互操作性和跨链，指出区块链和非区块链领域互操作对象

的不同之处，在于区块链上信息能够以一种不可复制（UTXO 和余额等模型）、不可伪造（非

对称加密）、不可篡改（共识机制）的方式流转，使它有别于一般信息，成为跨系统共识难

度更大、互操作性更复杂的对象类型，不是简单地规范接口、明确数据格式、统一通信协议

就可以搞定。并强调区块链使信息能够逐渐被划分成更细粒度的表述，在思考特定场景的互

操作性时，应明确互操作的对象，及互操作系统类型，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各种互操作

性表述真正想要表达的目标，并从技术、语义、应用、治理这几个层面思考应用场景应该建

立的互操作性。最后，本文简要分析了一下当前区块链领域互操作性的进展和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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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件所载的信息由我们从被认为可靠的来源汇编而成，但我们、我们的附属公司或任何

其他人士概不就该等信息的公平性、合理性、可靠性、准确性、完 整性或正确性作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声明或保证。本文件中包含的所有插图、示例或前瞻性信息（如有）仅在本

文件发布之日出于说明目的而真诚提供，并 非旨在用作且不得被视为对事实或概率的担

保、保证、预测或确定陈述而加以依赖。我们已努力确保在发布本文件时，文件所载信息

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但 仍可能出现错误或遗漏。过往业绩无法说明未来表现，我们无法保

证您未来能获得回报，而您可能会损失原始资本。我们保留更正任何错误或遗漏以及随时 

更改或更新信息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每个司法管辖区都有专门的法律，用以规管可能向其居民和／或在该管辖区范围内提供的

投资和／或服务的类型，以及具体的规管流程。因此，本文件中讨 论的某些投资产品或服

务可能无法在某些司法管辖区销售或供应。本文件并非出售要约或购买任何投资或服务的

要约邀请。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我们概未表 示我们已获得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开展受规管活

动的许可。此外，提供本材料并非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解释为，任何人士或公司在任

何司法管辖区从事其 未获法律许可从事的受规管业务。  

 

本文件中的任何内容都不构成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建议您在根据本文件中的任何内容

采取行动之前，寻求独立的法律、税务和会计建议。本材料的内容 没有经过任何监管机构

的审查; 建议投资者对与本文件有关的任何投资或服务持谨慎态度。如果您对本材料的任

何内容有疑问，您应该寻求得独立的专业意见。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HashKey Group 或任何其附属机构对因使用本文件或其中的

信息而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未经 HashKey 的事先书面同意，

本文件中的任何信息都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复制或抄袭。  

 

"HashKey Group" 是一个品牌名称，用于描述由 HashKey 数字资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组成的集团公司中的任何一个或多个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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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HashKey Group 是亚洲领先的端到端数字资产管理和金融公司。HashKey 总部设于香港，

也在新加坡和东京开展业务，并帮助机构投资者抓住数字资产和区块链技术的高潜力投资

机会。该公司的核心业务包括一个即将获得香港证监会许可的数字资产交易所、全方位经

纪平台、机构级托管服务和一个投向于全球区块链公司和数字资产项目的风险投资基金。 

 

HashKey 提供区块链研究、开发人员和技术提升的机会。HashKey 还与领先的金融科技企

业、学术机构和行业协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HashKey 的高级领导团队拥有数十年的投资和交易经验、并具有强大的业务执行力和深刻

的市场洞察力，致力为数字资产经济维持最高的合规和监管标准。 

 

了解更多 
www.hashkey.com 

contact@hashk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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