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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应用与挑战





区块链成为国家战略

l 已有的应用：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

l 主要任务：

（1）要强化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2）加强区块链标准化研究，提升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3）要加快产业发展，发挥好市场优势，进一步打通创新链、应用链、价值链。

（4）加快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5）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l 发挥作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

设可信体系等。

l 要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引导和规范，加强对区块链安全风险的研究和分析，密

切跟踪发展动态，积极探索发展规律。（风控与监管）

l 要注意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提高运用和管理区块链技术能力，使区块

链技术在建设网络强国、发展数字经济、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发展趋势）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几次关于前沿技术的集体学习中，区块链受社会的关注

程度远远高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区块链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我们的工作

p 2016年6月，中央财经大学-世纪互联区块链实验室成立

Ø 开设了国内高校第一个区块链相关课程

Ø 基于Gcoin联合实现了中财校园链原型系统



区块链教学与科研

p 编著教材《区块链技术与应用》，机械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p 担任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金融科技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

p 获得2018年中国区块链技术大会最佳论文奖。



区块链项目

p 2017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现代服务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重点专项. 智能服务交易与监管技术研究(2017YFB1400700). 



内容提纲

p为什么关注区块链？

p比特币现象

p什么是区块链技术？

p区块链技术的影响和挑战



l 2015年以来，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引起了学
术界、产业界的高度重视。

– 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正在重新定义21世纪的交易规则

– 区块链：重塑经济与世界

– 区块链：改变未来世界格局

– 互联网已经颠覆世界，区块链却要颠覆互联网

– 区块链技术已经被视为下一代全球信用认证和价值互联网的基本

协议之一。



u发达国家已从战略层面开展区块链的研究和应用

Ø 美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纷纷设计国家区块链战

略和路线图，促进区块链产业发展。

u跨国巨头企业纷纷布局区块链的技术研发和应用

Ø 国外互联网巨头谷歌、微软、甲骨文、IBM等纷纷布局研究区块链

技术，推出了技术解决方案和应用。

u国外开源组织大力推进区块链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Ø 以太坊基金会、Hyperledger社区等不断在创新区块链技术，有力

促进了区块链技术的迭代发展。

国际区块链产业发展概况（1）



u全球区块链应用生态覆盖经济与社会的各个方面

Ø 经过近几年的积累，全球区块链迎来了爆发式发展，在金融服务、

供应链管理、文化娱乐、智能制造、社会公益、医疗健康等领域开

展了一系列应用。

u国外知名高校均加强区块链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

Ø 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包括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麻省理工等均

已开设区块链相关课程，在共识算法、密码学等区块链关键技术方

面投入资源进行研究，处于领先水平。

国际区块链产业发展概况（2）



国际区块链产业发展情况

7 11 13 11 10 13 37 186

1148

2145

8996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全球区块链专利申请情况

中国 全球

数据来源：CAICT数据研究中心数据分析部，截止时间：2018年12月



u 2016年10月，工信部发布《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2016)》。

u 2016年12月，“区块链”首次被作为战略性前沿技术写入《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

u 2017年1月，工信部发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提出区块链等领域创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等要求。

u 2018年3月，人民日报：抓住区块链这个机遇，做数字经济领跑者

u 2018年5月，工信部发布《2018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深入分析了我国区

块链技术产业发展现状，总结了我国区块链产业的发展特点，深入阐述了区块

链在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的应用落地情况，并对产业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u 2018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

次院士大会上指出“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

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

 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概况



鲸准研究院. 2018中国区块链行业分析报告. 2018. 

我国企业区块链布局



2016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数
字货币研讨会，人民银行行长周小
川出席会议，并表示央行在探索发
行数字货币。

2017年2月，中国央行对其设计的
数字货币进行了试运行。

2018年3月9日，未来可能传统的
纸币、硬币这种形式的东西会逐渐
缩小，甚至可能有一天就不存在了。

2019年6月，易纲：央行支持上海
探索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中国人民银行从2014年就开始研究
数字货币，目前还在进行一系列的
研究和测试。

趋势  央行开展区块链与数字货币研究



全球领先的信息技术研究和顾问公司Gartner公布了2016年新兴
科技技术成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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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价格变化图

期间：2013.5-2018.12



世界各地对比特币的态度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比特币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

数字货币研讨会

《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

《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关闭比特
币与人民
币交易业
务



数字货币监管



数字货币监管(2017/9/4)



ICO≠比特币≠区块链



多国法币正在被比特币吞噬、超越、代替

• 吞噬9国，超越N国 
– 根据Rhythm的统计，比特币市值已超过韩国、巴西、
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国的官方法币，成为全
球第11大“货币”

– “比特币它仅仅靠着9页的白皮书，被草根运动匿名推
动。便让数以百万人选择了一家没有办公室，没有CEO，
没有市场营销部门的银行”。（加密分析师Rhythm） 

– 伊朗、津巴布韦、委内瑞拉、印尼、几内亚、越南、
老挝、塞拉利昂、乌兹别克斯坦这9个国家的1个基础
法币的价值都抵不过1聪的价值。在这些国家只要你持
有1个比特币，你就能成为所谓的“百万富翁”“亿万
富翁”。 



货币属性

戴尔，Overstock(美国电商)，

Expedia（旅游网站）和Steam

（游戏平台）等诸多全球企业，

已经接受比特币付款去购买其产

品。



比特币的应用场景

比特币——国际合法地位：日本、印度等地。

据日本比特币信息网统计：在日本国内共有

177户商家接受比特币支付。其中，电商36

家，实体店141家。



https://www.circle.com/cn/pay



以下是他收到的邮件内容：
All your files have been encrypted. If you want to restore them, 
email us at sigmacs@protonmail.com and mention this ID 
24A6FE0461DC27B159A98691C0178660. 
You have to pay for decryption in Bitcoins, and the price 
depends on how fast you write to us. 
After the payment, we will send you the decryption tool to 
decrypt your files. Free Decryption as Guarantee - You can 
send us up to 5 files for free decryption. Total size must be less 
than 10mb.
 How to obtain Bitcoins - Visit http://localbitcoins.com and 
register and click "Buy Bitcoins". There are also other ways to 
buy bitcoins and we can help you with that. 
Important - Do not rename files. Do not try to use third party 
software to decrypt since it will result in permanent data loss. 

*ALL YOUR FILES HAVE BEEN ENCRY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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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存在问题

p 比特币价格波动幅度大

p 比特币匿名性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Ø 洗钱、毒品、敲诈勒索和枪支交易等犯罪活动

p 比特币挖矿机制造成巨大资源消耗

Ø 到2016年4月28日，全网算力1044Ph/s，目前天河二号算力
只有33Ph/s

p 比特币交易确认时间限制了比特币的使用范围

Ø 目前，比特币区块链交易频率约6.67次/秒，每次交易需要6个
区块确认，10分钟才能产生一个大小为1M区块，全网确认一
次交易需要 1个小时。

比特币底层区块链技术受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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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与区块链

• 区块链作为比特币背后的技术架构，是随着比特币的成
功而引起关注的。



Bitcoin Whitepaper – 2008.10.31

本文提出了一种完全通过点对点技术实现的电
子现金系统，它使得在线支付能够直接由一方
发起并支付给另外一方，中间不需要通过任何
的金融机构……



次贷危机 占领华尔街

《泰晤士报》头版
巴塞尔协议I II III：资本充足率+++   
“影子银行” 问题仍然存在
不断打补丁的金融体系
美国各种QE(量化宽松)掠夺世界财富

比特币产生的背景

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

        货币非国家化是货币发行制度改革的根本方向，由私营银行发行竞争性

的货币（即自由货币）来取代国家发行垄断性的货币是理想的货币发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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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

p  2008年10月
n Satoshi Nakamoto（中本聪）发表《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p  2009年1月
n 比特币发行、交易和账户管理系统开始运行

n 创世区块（Genesis Block）

p 2010年
n 开始流行，比特币交易所Mt.Gox在日本成立

n https://bitcoin.org/

p  2011年—2014年：对区块链的关注

p  2015年：区块链成为热门话题，业界开始进行深入验证与探索

p  2016年：区块链在各行业得到更广泛的探索与应用



认识比特币

中文名：比特币

英文名：Bitcoin

简    称：BTC

诞生日期：2009年1月3日

总量：2100万枚



p 比特币密钥由用户的钱包生成、存储和管理。一个比特币
钱包中包含一系列的密钥对，每个密钥对包括一个私钥和
一个公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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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密钥和地址

ECC
generateKeys

address

private key

public key公钥密码算法

公钥

私钥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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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地址

公钥

RIPEMD160(SHA256(       ))

0x00 散列值 校验码

SHA256(SHA256(前缀+散列值))

Base58(                                 )

前4个字节

1CLEWPDWRkTV2wEKZsDGPUWR1yXZwxsPQk



交易(Transactions)

Nakamoto, Satoshi.  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2008. 

密码学是区块链技术的基础

区块链=密码学+P2P网络+共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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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交易的生命周期

BA

TX

1. 新交易创建 2. 交易全网广播

3. 交易验证和挖矿

4. 交易确认5. 交易记录

TX



区块链就是Hash链！

D1 D2 D3 D4

POW



B0 B1 B2 Bi

Bnew

Hash(Bi)

挖矿很费劲

Hash(B0):0000 
000019...ce26f

Hash(B1):0000 
000083...048

Hash(B1):00000
0006a….ddbd

Hash(Bi):0000…
0412e…d216

Hash(B0) Hash(B1) Hash(B1-1)
 

Hash(B0):0000 
000019...ce26f

Hash(B1):0000 
000083...048

Hash(B2):00000
0006a….ddbd

Hash(Bi):0000…
0412e…d216

比特币中区块链的形成



https://coinmarketcap.com/     2019年1月13日•Cryptocurrencies: 2104
•Market Cap: $121,937,353,135 

市值前10货币 



市值前10货币 

•Cryptocurrencies: 4956
•Market Cap:  $191,415,200,227 https://coinmarketcap.com/     2019年12月22日



比特币挖矿奖励



比特币挖矿奖励 vs 交易费



区块链特性

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

l 没有中心化的硬件或者管理机构

l 任意节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均等的

区块链的主要特征



去信任（Trustless）

l 每个节点之间进行数据交换是无需互相信任的

l 系统的运作规则是公开透明的

l 所有的数据内容也是公开的

l 节点之间是不能也无法欺骗其它节点

区块链的主要特征



集体维护（Collectively maintain）：

l 数据块由整个系统中所有具有维护功能的节点来共同维护

l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维护节点

区块链的主要特征



可靠数据库（Reliable Database）：

l 每个参与节点都能获得一份完整数据库的拷贝

l 51%的节点

l 单个节点上对数据库的修改是无效的

区块链的主要特征



开源（Open Source）：

l 对于程序而言，整个系统必定会是开源

隐私保护（Anonymity）：

l 节点和节点之间无需公开身份

l 系统中的每个参与的节点的隐私都是受
到保护

区块链的主要特征



特点

开放性 去中心化 不可篡改 永久性

哈希值,时间
戳保证数据或
交易的不可逆
和不可被修改

免费、开源的
数据或交易系

统

不依赖于信任
机构

合法数据或交

易永远记录在

区块链

区块链是为了信任！



区块链概念

p 2008年，《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Ø 区块链被描述为用于记录比特币交易的账目历史。

p 2015年，《Economist》

Ø 区块链为创造信任的机器。

p 2016年，《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
书》

Ø 狭义：按照时间顺序将数据区块以顺序相连的方式组
合成的一种链式数据结构, 并以密码学方式保证的不
可篡改和不可伪造的分布式账本。



区块链主要类型

p 公有链
Ø 任何人都可加入网络及写入和访问数据。

Ø 任何人在任何地理位置都能参与共识。

Ø 典型：比特币区块链，以太坊区块链等。

p 联盟链
Ø 授权公司和组织才能加入网络。

Ø 参与共识、写入及查询数据都可通过授权控制，可
实名参与过程，可满足监管AML/KYC。

Ø 典型：Hyperledger， R3CEV等。

p 私有链
Ø 写入权限控制在一个组织手中。

Ø 读取权限可视需求有选择性地对外开放。

Ø 典型：Overstoc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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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行业应用

工信部. 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 2016. 



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现状
地域分布相对集中， 产业集聚效应明显

2019年1-6月国内区块链项目融资数量
Top10（地区）

成都

  数据来源：零壹智库      截止时间：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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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现状



区块链应用发展现状



区块链+供应链金融

• 企业无法自证偿还能力

• 交易本身的真实性难以验证

• 信息相互割裂、无法共享

• 履约风险无法有效控制

传统供应链金融的痛点 区块链的作用

• 通过共识算法解决信任问题

• 通过智能合约防范履约风险

• 使信任可沿供应链条有效传导

• 降低合作成本

• 提高履约效率 



区块链+电子发票

• 参与方多、流转周期长、各参与方

之间信息不互通、存在篡改

• 发票造假、一票多开、偷税漏税现

象突出

传统发票的痛点 区块链的作用

• 资金流、发票流”二流合一，

打通了发票申领、开票、报销、

报税全流程

• 全程可查、可信、可追溯

• 有效规避假发票，完善发票监

管流程

深圳市税务局主导、腾讯提供底层技术和能力打造了区块链电子发票



国内34家银行已开展近140项
区块链相关业务或探索实践

区块链与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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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共识机制

p 智能合约

p 数据安全

p 隐私保护

p 性能问题

p 可扩展性问题

p 监管与标准化

区块链技术面临挑战



货币发行的挑战—货币的分类

货币本质形式：一般等价物

货币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价值储藏



货币发展简史

实物货币 金属货币 代用货币 信用货币 电子货币

p 中心化的组织结构，依赖于第三方可信机构的信用背书

可流通=货币形式+国家信用背书



货币比较

电子货币 虚拟货币 数字货币

发行主体 金融机构 网络运营商 无

适用范围 不限 网络企业内部 不限

发行数量 法币决定 发行主体决定 数量一定

存储形式 磁卡或账号 账号 数字

流通方式 双向流通 单向流通 双向流通

货币价值 与法币对等 与法币不对等 与法币不对等

信用保障 政府信用 企业信用 密码算法

交易安全 较高 较低 较高

交易成本 较高 较低 较低

运行环境 内联网、外联网、读写设备
企业服务器
与互联网

开源软件
以及P2P网络

典型代表 银行卡、公交卡、支付宝等
Q币、盛大币、
论坛积分等

比特币、以太币、
莱特币等



早期数字货币：Ecash

p 1990，David Chaum：Ecash

Ø 1983年，提出具有匿名不可追踪性的支付

系统[1] 。

Ø 1990年，基于先前理论提出不可追踪电子

现金Ecash [2]。

p 1998年，DigiCash破产

Ø 并非去中心化系统。

Ø 个人对商家系统，难以说服银行和商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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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aum, David (1983). Blind signatures for untraceable payments. Advances in 
Cryptology Proceedings. 82 (3): 199–203.

2. D. Chaum, A. Fiat, and M. Naor. 1990. Untraceable electronic cash. In：CRYPTO ‘88, 
319-327.



Libra是由Facebook主导发行的区块链加密数字货币。Libra将建立一套

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服务于数十亿人的金融基础设施

主要特征包括：

Ø 在组织架构方面，Libra的发行管理由非营利性、去中心化的协会实施，

协会成员覆盖支付、电信、区块链等多个行业；

Ø 在技术方面，与其他数字货币相比，Libra的三大核心技术（Move 编

程语言、BFT共识机制、梅克尔树数据结构）使其更具安全性与可靠

性；

Ø 在货币特征方面，Libra储备100%挂钩一篮子银行存款和短期国债

（美元50%、欧元18%、日元14%、英镑11%、新加坡元7%），具

有稳定性、低通货膨胀率、全球普遍接受和可互换的优势。

数字货币发行的挑战？



ü6月18日Facebook加密货币项目Libra白皮书正式公布。其加密货币项目Libra正

式推出。

ü7月15日下午，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召开发布会，

表达了非常严重的担忧，即Libra可能被用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

ü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SCBHUA)于7月16日晚就Facebook的

数字加密货币Libra举行听证会。Facebook很危险 Libra不值得我们信任

ü10月23日，应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要求，扎克伯格前往国会公开作证，

明确提出Libra旨在成为全球支付系统。

Libra的挑战？



ü人民日报评Facebook Libra：改变世界或打开魔盒？

ü周小川谈Libra：人民币应未雨绸缪成为强势货币

ü中国人民银行披露国务院已经批准研发央行数字货币（CBDC）。央行

此举不光是多年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对于Libra的一个强势回应。

ü在概念上讲，央行数字货币叫做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DC就是数字货币，EP是电子支付。

数字货币发行的挑战



各国法定数字货币试验

p 英国央行：RSCoin

p 加拿大央行：CADCoin，代号Jasper项目

p 新加坡金管局：Ubin项目

p 中国香港金管局：Lionrock项目

p 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Stella项目



我国数字货币发行模式构想

p 由中央银行直接面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

Ø 目前一些类数字货币的常用模式，在这种情形下，央行直接面对全社会提供法

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维护服务。

p 遵循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

Ø 仍采用现行纸币发行流通模式，即由中央银行将数字货币发行至商业银行业务

库，商业银行受央行委托向公众提供法定数字货币存取等服务，并与中央银行

一起维护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正常运行。

范一飞：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依据和架构选择，2016年





对我们的影响

五个方面：

– 体系架构：中心化 →去中心化

– 数据存储方式：区块链、不可篡改

– 业务流程：数据无需审核

– 处理方式：智能合约

– 管理理念



小结

p 区块链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将更加深入

p 区块链为我们构建信任机制提供了一种技术

p 区块链技术还面临着许多挑战

p 区块链技术将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结合，发挥更大

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