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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IT系统生命同期分为规划设计、开发建设、运行维护三个阶段。运行维护是产生价值的
阶段,是时间周期最长的阶段。传统IT运维一是要是预防系统可能发生的错误,二是不断完善系统功能,
三是在系统发生故障时能快速恢复,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传统IT运维有专门的组织(个人)负责。而区
块链的特点是去中心化,它的运行模式是全新的。本文围绕区块链要不要运维、由谁运维、怎么运维展
开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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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错误理念和做法。另一方面,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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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块链的可运维性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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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运维性是目前区块链发展所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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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完善区块链的可运维性是关系到区块

成整个比特币网络的升级。但这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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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并没有权力去强迫其他节点用户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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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们的新版软件,因此,为保证全网大

当区块链技术进入自主创新、自我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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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持链的一致性。引入新的协议

3.2将运维目标纳入开发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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