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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综述  

1.1 背景 

物联网的爆发和供应链的进化 

物联网（IoT）是由有感应能力和执行能力的传感器/设备连接计算系统、物体和机器构

成的新一代网络。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物联网中的传感器能够自动地采集、分析

信息，实现万物互联。 

 

供应链是一个由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共同组成的复杂体系，连接各行业的供应

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及用户。它作为物联网系统的天然组成部分，需要更好的

管理和价值传递机制，使得在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和节点能实现自我优化。2017 年，我

国物流及供应链市场规模约 265 万亿元；未来五年我国物流及供应链服务市场价值复

合增长率将保持在 10%左右，到 2020 年我国物流及供应链服务市场价值将达到 321

万亿元，到 2023 年，市场价值有望达到 378 万亿元。随着市场规模不断增大，供应链

自身存在的问题将进一步暴露。而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适用于规模化生产的辅助工具，

可用于物联网供应链管理，其去中心化特性能使数据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自由传递，从

而提升供应链效率。 

 

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 的预测，全世界物联网解决方案的市场将从 2013 年的 1.9 万亿美

金增长到 2020 年的 7.1 万亿美金。 2019 年物联设备将会到达 67 亿个发货量，实现

61%的复合年增长率。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估计，到 2025 年，物联网应用的经济规

模将会在 3.9 万亿和 11.1 万亿之间。而根据 GSMA 的报告《中国如何升级物联网》，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机器到机器”市场，拥有 7400 万 M2M 的连接，在物联网配置领

域，已经俨然成为全球领袖。 

 

1.2 存在的问题 

传统供应链采用的是一种相对固定封闭的线性思维，这就导致供应链条漫长、环节众多、

信息共享度低、企业间合作匮乏。再加上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供应链上的各方往往反应

迟缓、信息处理滞后、业务开展的较为被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供应链难以聚焦和挖

掘终端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影响企业的业务开展与市场份额的扩大。另一方面，供应链

各环节的企业为了应对业务中的不确定性常会设置一定的安全库存，这就会导致包括原

材料、零部件、产品等在内的产能资源过剩，从而增加企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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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传统供应链 

 

而要想更有效的解决传统供应链行业的问题，仅靠一般的物联网技术并不能得以实现。

因为当今的物联网（IoT）系统主要是围绕中心化的架构发展而来，设备和机器通过集中

式服务器配置在云上。 

 

在 IoT 网络快速扩展的情况下，传感器和设备节点以数十亿计的规模加入网络，整个网

络体系也更为复杂。随着设备数量的增加，设备所收集到的数据也会大幅增长。若仍采

用一般的物联网系统，一些潜在的系统问题便会暴露并发酵（如：信息存储安全性被破

坏，用户数据与隐私泄露），从而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因而，UCT 将区块链技术与物

联网系统结合，使其从昂贵的集中式架构跃升到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自主生态系统，提升

系统透明度，保障数据的稳定存储，加强用户信任。UCT 利用这一技术体系打造了优化

现行供应链行业的新方案。 

 

 
图表 2 UCOT 智能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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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5G 物联网技术和区块链技术，UCT 致力于打造一个综合溯源生态系统和未来最短

供应链体系。在这样的生态体系下，传统供应链将向扁平化与去中心化方向发展。制造

商可与供应链上的众多环节直接对接，实现信息的点对点传递，进而缩短制造商与客户

间的距离，全方位了解消费者需求、偏好、意见，从而能够高效、明确、低成本地提供

令消费者满意的产品与服务。 

 

在 UCT 的综合溯源生态系统中，包括：医药、物流、渔业及生鲜、红酒、农业、证书、

高档艺术品在内的多个行业的痛点都能得到解决。 

 

医药行业 

医药行业对于医疗药品的储存、运输、使用都有严格的要求与规定。一旦违反规定，没

有合规存储、运输、使用医疗药品，这将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药

品的特殊性质，采用普通方式鉴真存在困难，对该行业的监管也存在一定技术难度。采

用 UCT 的物联网区块链溯源系统，便可对医药的采购、运输、存储、使用进行实时监

管，对药品的流向全程追踪，并进行自动化报告与警示，从而大幅减少监管成本和事故

风险，提升事后追责能力。 

 

物流行业 

物流行业是一个发展较为成熟的行业，其进入壁垒低，行业竞争大。该行业透明度较低，

信息沟通不够全面通畅，难以建立信用机制。由于物流行业常涉及大量跨境送货业务，

对于货物的动向追踪十分必要。在 UCT 的生态系统中，区块链分布式、可追溯、防篡

改的技术特性帮助货主摸清货物走向，了解货品状态；为司机运输业务的顺利开展保驾

护航。此外，它还可以促进物流企业管理升级，帮助各方互信交易，简化文书工作，及

时共享信息，减少企业运营成本，提升工作效率。 

 

渔业及生鲜行业 

基于渔业及生鲜行业注重食品安全、品质难以评估与控制、产销流程较原始、供应链损

耗较大、信息零散不透明、易发生恶性竞争的行业痛点，UCT 为其提供存储运输环境的

检测与把控，货品动向的追踪，货品信息的记录，降低货品遗失、品质下降的可能性，

提升该行业供应链的透明度，保障生鲜的安全与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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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酒行业 

红酒行业的市场竞争激烈，品牌的影响力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红酒造假的越来越多，

并已形成产业链。同时，由于红酒生产、分装、贮存有复杂的要求，其供应链易产生管

理漏洞。虽然部分企业为了解决行业痛点，已开始采用溯源方案，但这些溯源方案不够

完善，并不能全面的解决行业问题。在先进的区块链与物联网技术的辅助下，UCT 可以

帮助追踪红酒动向，检测环境状况，查找管理漏洞，提升企业管理效率，从而帮助红酒

企业赚取更多市场份额。 

 

农业 

农业领域存在：生产端与渠道对接不善产生滞销，产品严重的同质化影响竞争，品控标

准散乱不利行业发展，产品裸装降低品牌影响力的问题。而 UCT 的溯源生态系统可以

将所有农产品数据记录到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上，实现产品和交易的全程追溯，保证生

产端与销售端的对接。在 UCT 出具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中，农产品种植个人与企业可以

清晰地了解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的偏好，营养元素的要求等，从而提供有针对性的农产品，

打造出品牌，获取更多的利润。 

 

高档艺术品行业 

高端艺术品行业由于艺术品独一无二的艺术特性，价值高，利润大，易产生造假情况，

且目前已形成造假产业链。因此，为了保证艺术品的真实性，专业的鉴定技能与设备、

拍卖流向、艺术品交易次数与收藏期均需明确。UCT 的溯源方案可以有效实现艺术品溯

源追踪，并保证艺术品信息安全存储，不被篡改，实现真伪验证，保障收藏者的利益。 

 

对于 UCT 来说，其直接市场主要涉及：奶粉、农副产品、保健品、酒类、奢侈品等急需

溯源方案的产业；而其潜在市场则包括所有供应链中的生产商、分销商、仓储、物流、

零售商和消费者。UCT 将精准定位其目标顾客与市场，力求能率先抢占物联网+区块链

工业革命后的数字时代新市场。 

 

1.3 区块链的定义  

区块链是互联网发明以来最具颠覆性的创新之一。 

简单地说，区块链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帐本，包括在公共或专用网络上可以共享的

记录状态变化和交易的数字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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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分布式帐本的更新和维护由网络节点（Nodes）完成，每个节点执行并记录相同

的历史。区块链上一段特定时间内的交易会被打上时间戳并集合成一个区块，其中每个

区块通过基于密码学的哈希算法生成唯一的哈希值以供识别和验证。区块形成线性序列，

其中每个块引用先前块的哈希值，结构上形成一个链条，因此被称为区块链。如下图所

示： 

 

 

 

 

 

 

 

图表 4 区块链示意图 

 

 

区块链的以下特性能够重塑物联网生态系统： 

• 分布式账本和去中心化的点对点网络可以消除单点故障的发生; 

• 交易需要网络中节点的共同验证，可以解决中央集权问题; 

• 交易记录一经产生，存在于不可篡改伪造的区块链上，随时可以进行审核; 

• 对供应链上的产品溯源的自动化; 

• 为物联网内跨物理设备传输的数据提供更好的保护; 

• 标准化数据信息由区块链上的代码不可变的智能合约控制 

 

1.4 前景展望  

2017 年以来，中国物联网市场规模呈飞速扩张的趋势。到 2017 年，中国物联网市场

规模已突破了万亿，而到 2022 年行业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 1.8 万亿元，预计每年增长

13%。我国物联网市场多样性也持续扩大，行业生态体系逐步完善，细分领域创新成果

不断涌现。物联网在交通、物流、环保、医疗、安防、电力等领域逐渐得到规模化应用。

图表 3 区块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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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需求侧的消费性物联网，面向供给侧的生产性物联网和智慧城市将成为物联网应用

的三大主线。 

 
图表 5 2017-2020 年中国物联网行业市场规模 

而物联网的新机遇将由应用需求升级驱动，具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产业智能化

升级，二是消费物联网应用。 

 

物联网将在工业研发、制造、管理、服务等业务全流程更加深化，在零售、农业、交通

等行业也将加速应用。其中，物联网将改变传统供应链的应用模式，尤其是在全球贸易

中体现的尤为重要。随着全国红酒年产量的激增，消费者对红酒溯源鉴真的需求必然会

剧增，尤其是在中国，“假红酒”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物流网将会渗透供应链，建立信

息透明，责任分明的信息机制，有效追溯红酒源头，杜绝“假红酒”流入中国市场。物

联网在奢侈品，医药，高档艺术品，生鲜和其他农业产品供应链问题上也将会提出更多

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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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2017-2020 年全球红酒年产量 

 

随着物联网行业的迅猛发展，消费级物联网销售额快速增长。2017 年全球消费级物联

网销售额为 48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5%，并首次超过全球智能手机销售额。预计 

2020 年全球消费级物联网销售额将达到 10689 亿元，届时其销售规模将达到智能手

机的约 2 倍。而同时电子认证行业市场规模也在飞速增长，预计将在 2022 年达到

548.39 亿元，电子认证的需求巨大。物联网凭借自有的防篡改性能将电子认证行业有

更加深化的应用。 

 
图表 7 2017-2022 年中国电子认证行业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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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OT 的核心团队预见一个“优供极链，万物智联“时代的降临。UCOT 已经开始锚定

一些享有同样愿景，并愿意加入 UCOT 生态系统的参与方客户，共同构建生态系统并利

用 UCOT 平台来提高他们的供应链运营效率和加速物联网的智能化过程。UCOT 的产

品也帮助农业，快消行业和其他行业的头部企业升级供应链，精准降低企业成本，提升

效率，获取更多市场份额。UCOT 将会秉持一直以来的创新开拓和脚踏实地，加深物联

网在各个行业的应用。 

 

 

 

 

 

 

 

 

 

 

 

2.0 项目介绍 

 

2.1UCOT 生态系统设计理念框架 

设计背景 

在过去，传统的供应链管理是通过文件传递人工化来实现。近代发展的条形码或 QR 码

标签追踪技术，可以被轻松地复制。RFID 虽然在技术上有所提高，但仍可以被不诚实

的经营者或中间商复制或剥离并重新使用，造成山寨产品泛滥。 此外，所有这些标签必

须手动处理，或通过 RFID 外壳中的读取器窄门。因此不能积极地感知环境或实现物理

定位，无法全面了解货物的流动和实时处理情况。 

 

物联网（IoT）能够实时跟踪供应链中的物品，并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释放出巨大的潜

在经济利益。 然而，数据安全和信任不足正在严重限制其目前的广泛应用。 区块链技

术可以（通过不可篡改的分布式帐本）克服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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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OT 旨在开发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物联网安全生态系统，用于提高供应链的可

追溯性，以实现安全的数据采集，防篡改的存储以及供应链中的可信数据的共享。 

 

设计概览 

UCOT 系统可以应用于下一代数字化智能供应链，如图 10 所示，其中基于区块链的智

能物联网可以跟踪供应链物流，并用智能合约在实现商品物流管理的同时管理商业交

易。而所有数据在整个供应链中可以以安全和可信的方式共享。 

 

 
图表 8 基于区块链 IoT 驱动的数字化智能供应链 

 

 

 

 

总的来说， 

• 在供应链物理空间内，建立基于区块链的智能物联平台，智能化以后的商品可

以自主地与供应链节点进行交互沟通，用区块链技术确保商品来源信息的溯源

和防篡改； 

• 在供应链金融空间内，通过智能合约自动化业务流程，智能化后的商品随自身

实体的的实时流动，自动发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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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的数据通过一个以 Nodejs 为底层的 Web 服务后台调用 Web3 JavaScript 

API 来实现整个供应链的业务实体之间的数据共享。底层后台通过这个 Web3 

API 可以与本地的节点进行通信，从而能够以一种“RPCcall”的形式获取已经

创建的全链共享的智能合约中存储的数据。 

• 当一些存在区块链上的数据需要因为其他目的而另存的时候，业务实体可以在

区块链的边缘创建传统数据库。例如，在 CRUD 模型下数据获取和数据创建就

有可能会成为单纯区块链数据库的瓶颈（注：C-创建，R-获取，U-更新，D-删

除。在区块链平台中，U 和 D 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使用的）。因此传统的数据库

可以用来在区块链网络的边缘代替区块链来处理这个问题，从而提高 App 服务

与区块链数据交互的效率。 

 

这些架构的设计预判了新的贸易生态系统的形成基础，考虑到了新的供应链融资理念

包括更迅速的交易处理和新的流动资金管理解决方案。 

 

2.2 系统架构 

UCOT 系统技术架构从下至上由三层组成，物联层，区块链层和服务层，如图 9 所示。 

 
图表 9 UCOT 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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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层 

安全的物联网平台是物联网层的核心部分，其中包括以下设备：  

a. 整个供应链的所有货物都附带功耗有限的嵌入式物联网追踪设备 

b. 固定的高功率 IoT 节点（例如视频监控摄像头） 

c. 安装有供应链应用程序的移动设备  

 
图表 10 IoT 层 

 

物联网平台支持供应链跟踪和产品溯源。在物联网层，使用轻量级嵌入式设备和移动设

备运行的应用程序（如图 10 所示）应采用尽可能简化的设计来满足资源有限设备的需

求。轻量级嵌入式设备和移动设备将通过网关将数据上传到区块链网络。具体而言，轻

量级设备上的应用程序可以感知环境并自动上传数据，同时轻量级移动设备上的应用程

序则可提供手动更新界面，应用程序使用非对称加密认证算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签名

以确保其不会被篡改。 

如图 12 所示，感官层的网关负责协议转换、账户管理、设备管理和安全。 

 

a. 网关提供了将不同种类的通信协议(例如 IoT 设备中的 UDP 和 CoAP)通过发 

送交易转换到区块链网络的接口。  

b. 网关需要实现帐户和设备的管理。在设备管理中，轻量级设备需要首先得到授权

才能将数据上传到区块链网络。该组件专为在特定用户使用区块链系统中的帐户 

配置终端设备的情况设计。配置过程也记录在区块链系统中。终端设备的身份标 

志对应于区块链中的账户。系统以账户进行管理，而非终端设备管理。帐户管理

是针对在区块链网络中拥有帐户的设备。这些设备能够直接将数据以交易的形式 

上传到区块链网络。   

c. 同时网关确保安全性，抵御拒绝服务，远程入侵等攻击。在网关的帮助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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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支持新的设备和协议，而不影响区块链核心网络。   

 

区块链层 

区块链层为供应链中的所有参与方提供安全可访问的数字账本，并执行智能合约和完成

支付。我们将建立一个区块链驱动的 IoT 平台，彻底改变整个供应链。建立在平台之上

的智能合约将实现与供应链流动相关的快捷支付。 

将区块链与 IoT 相结合，将彻底改变供应链和应用的整个生命周期，为进一步发展做出

贡献。例如温度，光传感器可以利用私人/联盟链来确保商品或食品的实时状态; 使用智

能合约交换保险和维护服务可以对任何产品提供实时信息。 

 

 
图表 11 基于区块链的防篡改智能物联网平台 

 

设计原则  

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帐本技术解决了 IoT 的五个关键缺陷： 

a. 在典型情况下，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帐本可以为物联网提供可信的一致性网络，

支持所有权记录，透明化信息以及通信服务。 

b. 通过相对集中的服务器收集和存储数据作为采矿节点的物联网的架构可以将信

息写入本地分类帐，并与其他本地分类帐同步，以确保事实的安全性和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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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区块链为每个交易信息添加不能篡改的时间戳，以供将来使用。 

d. 具有高端加密技术的区块链可以解决物联网的关键缺陷，即不一致的安全标准。   

e. 区块链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是数字协议或智能合约，区块链数据可以应用于物联网

领域，来实现商业合约。 

 

区块链架构   

我们先利用 Ethereum（以太坊）作为基于 Blockchain 的 IoT 网络的内核架构。 以太

坊是有“图灵完备”编程语言的平台，可使开发人员构建和发布下一代去中心化的应用

程序。与兼容以太坊的好处是为将来与在以太坊平台上运行的众多智能合约之间的互操

作打下基础。 

首先，我们来了解以太坊中的状态定义。以太坊是一个基于帐户的区块链，由两个重要

部分组成： 

• 交易：表示状态转换函数 

• 函数的结果可以存储 

“归档/完整”节点利用 Google LevelDB 存储本地数据，存储区中包含所有区块对应

的所有交易和交易结果。 这包括所有历史状态，即使那些不再有效或无价值的状态。 

这允许客户端在过去的任何时间查询区块链的状态，而无需从头开始重新计算所有内容。 

由于这需要非常大量的磁盘存储，因为它不是严格必要的。理论上，区块链数据包含： 

a. 链数据。它是形成链的区块列表，意味着该数据存储在链上。 以太坊区块链中包

含状态根，它存储区块生成时代表系统状态的哈希树的根哈希，通常称为状态根。 

b. 状态数据。这是每个交易的状态转换的结果，它是存储在链下，即在每个完整/归

档节点的硬盘驱动器上。 它通常被视为本地数据库。 它是一个 Merkle Patricia

树 ，称为通用状态，包括存储在链接数据中的从帐户地址到状态根的映射，其中

这些状态根源是从个人帐户余额，帐户随机数，合同代码和存储根源计算得出的。 

请注意，存储根是 Merkle Patricia 树的根哈希值，树叶片通过当前的合同代码

存储数据。 

虽然需要所有链式数据来确保加密链管理，并且没有任何东西被篡改，旧的状态数据可

以被丢弃（称为“修剪”）。 这是因为状态数据是隐式数据。 也就是说，它的价值仅

从计算而不是从传达的实际信息中得知。 相比之下，链数据是显式的，并且存储即为区

块链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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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轻”节点只存储链数据，准确地说只有表头被存储。 它通过从其他可用的“完整

/归档”节点查找包含在链接数据中的状态根来查询区块链的当前状态。 此外，其他信

息，如区块体，cost，bloom 同样从其它可用的完整节点中获取。 这样可以在 IoT 传

感器，智能手机和任何嵌入式设备等上面轻松实现以太坊区块链。请注意，在任何 IoT

设备上实现的是轻型客户端节点，而非完整客户端。 

 

开发工具和方法 

A. 开发工具 

a. 运行环境     - 以太坊虚拟机 

b. 运行语言     - Golang/Nodejs/ Solidity 

c. 命令行界面（CLI） - Geth 

d. 平台      - Linux，Mac，Windows 

e. 安装     - 二进制或脚本 

B. 开发方法 

a. 平台 - Windows 操作系统 

b. 安装 CLI（命令行界面）Geth 

c. 在以太坊上创建一个私有链/ Testnet 

d. 通过“chocolatey”（Windows 的软件包管理器）安装 Solidity 编译器

（SolC） 

e. 在 geth 链接 SolC 

f. 开发并执行样本合约 

g. 制定物联网支持的供应链管理所需的合约 

h. 编写合约代码并进行测试 

i. 接受令牌与合约 

j. 建立与 API 的接口 

 

智能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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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合约将建立在基于区块链的 IoT 平台之上。智能合约验证货物交付，并自动执行供

应链各方之间的令牌交换。智能合约不仅按照传统合同的方式定义协议中的规则和处罚，

而且还自动执行这些义务。 与传统系统相比，这些智能合约，无疑更快，更便宜和更安

全。 

在供应链的情况中，智能合约是一种 BoL（提单），即一张通过托运人/货物概述产品从

制造商（卖方）经过承运人根据特定条款和条件，到批发商（买方）的过程票据，智能

合约自动实现合同的这些条款和条件，并且能够执行供应链物流里的令牌交换。 

 

提供客户的产品信息 

图 14 显示了在交货时顾客可获得的关于他所订购的产品的信息模板样例。 

 
图表 12 顾客可获得的信息模板样例 

 

产品信息可根据供利益相关方的需求获得 

与用户可见的信息相类似，供应商或收货人也可能能够查看关于正在出售/购买的产品

的一些信息。 图 15 显示了供应商销售的一批产品的信息模板。 供应商可以在运输过

程中监控产品的当前位置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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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面向供应商的批次相关信息 

智能代理（传感器）更新操作实例 

智能代理可以被激活并将相应传感器数据发送到区块链的可能事件/实例如下： 

 

a. 承运人收到产品 

b. 在过境中转时，产品入库和放在仓库中 

c. 到目的地时 

d. 将产品交给收货人 

e. 当产品出售给零售 

f. 当产品出售给最终用户 

g. 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 

 

服务层 

我们通过后端数据库，前端 Web 界面和移动应用程序提供服务。 分布式数据库可以

被用来管理供应链数据。同时，我们会进行用户帐户管理和数据访问控制，使得沿着

供应链的数字信息以去信任的方式在所有参与者之间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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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和移动设备上的应用程序通过用户界面为企业和用户提供服务。 这部分可以根据

业务需要进行调整。 具体来说，服务层实现了分布式数据库，身份（ID）管理服务，

区块链内容访问服务，令牌服务，数据请求服务，数据共享服务和跟踪服务等。 

 

该层提供了两种具有不同类型访问的数据类型： 

a. 公共数据存储：数据被完全记录在公共区块链中，例如用户的配置/要求 

b. 共享区块链记录：数据属于特定的一组用户，不向其他用户开放。 需要特定的访

问控制。 

 

服务层包括了两种不同形式和来源的数据类型： 

a.  物联网相关数据。有两种提供原始数据的设备： 

1) 具有较弱计算/通信能力的轻设备上传的数据，例如之前提到的 IoT 设备。数

据会被自动收集并通过代理发送到区块链。这些设备不运行区块链应用程序。

授权用户管理这些终端设备，终端设备的配置过程由另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服

务（设备管理服务）安全地记录下来。虽然数据需要在被记录在块链中之前

通过额外的保护过程（加密和认证）进行处理和保护，但它为专门为功率较

低的设备设计，更加灵活。 

2) 由高性能终端设备上传的数据。这些设备能够运行的区块链程序，例如基于

Wi-Fi 的树莓派。在这类设备中，数据被收集并直接以交易的形式发送。 

3) 我们将开发独特的基于 ID 的标签/设备。 这种标签被附加到产品上，并将数

据自动发送到区块链网络。 标签连接到产品后，附加的动作将触发自动记录，

并将随机数分配给产品。 标签一旦剥离产品，跟踪记录即可结束，标签等待

再次触发，直到下一次被附带。 跟踪记录记录在区块链网络中。 标签的 ID

在区块链网络中是永久的和唯一的，随机数用于每个跟踪过程。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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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流程图 

（b）用户任意形式的数据。 用户可以访问系统并将数据上传到区块链。 数据与用户

绑定。 数据形式更加灵活，并不局限于感应器数据。 数据可以是明文也可以是密

文。 

*数据可以以原始数据（加密或不加密）的形式直接记录，并可以以后转移到交易中，

或直接记录在交易中。 

流程图：  

 
图表 15 流程图 

 

身份管理 

ID 管理服务对应于较低层中的帐户管理和设备管理，例如创建帐户，更新设备的帐

户。 区块链浏览器服务中，用户可以浏览区块链记录中的区块和交易，例如交易的帐

户，区块的生成时间，块的高度。 系统的密码体系在令牌服务中实现。 用户根据其

过去的行为得到余额，并通过花费越增值来驱动业务。 数据请求服务中，用户可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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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过滤器，然后从区块链中获取所需的数据。区块链系统支持基于多级权限管理的复

杂数据共享业务。 用户可以根据具体业务需求定义数据共享策略。在跟踪服务中，系

统将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显示结果。 

 

访问控制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区块链上的交易信息和货物的位置数据都会泄露一定程度的隐

私。因此为了确保用户有一个安全、隐私的交易环境，在区块链中需要采用合适的加

密方法。数据访问控制是确保合法用户访问能力，同时阻止未经授权的用户访问数据

的方法。在我们的设计中，这种技术可以支持供应链中的分级访问控制。 

例如，我们可以将货物从 A 到 B 的位置信息作为原始消息，在系统中有不同访问权限

的分等级的用户。如下图简化的三层结构所示，非法的用户看不到任何消息，最低等

级的用户只可以看到能被所有用户解密的黑色线段。而红色线段只对最高等级的用户

可见。 

能实现这个分等级结构的技术之一就是基于属性加密（ABE）。在 ABE 结构中，我们

将身份视为一组描述性属性。这是一种一对多的公钥加密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能解决

对称加密中的秘钥分发问题， 也可以将物联网设备捕获的信息与不同用户之间共享。 

 
图表 16 基于属性的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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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技术优势和知识产权 

UCOT 研发的区块链采⽤⾃主开发的 UxBFT 共识协议，具有⾼效率、⾼容量、⾼安全

性等优势。该算法通过矿⼯之间的协商过程来实现分布式账簿服务，2017 年稳定运营

至今，性能能够满⾜实际 IoT 应⽤的需求。此外，本项⽬设计了多链的系统架构，能够

通过多条链扩展性能，以此满⾜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在物联⽹⽅⾯，UCOT 率先使⽤

5G 通讯技术打造的 IoT 设备可直接上链，独⽴主动发送信号，实现万物智联。同时，

就以上区块链和物联⽹的研究成果已发表了数篇科学性论⽂在⾏业顶级期刊。 

 

UCOT 专利工作稳步推进，已经基于澳大利亚申请全球专利来保护 UCOT 的核心物链

网供应链服务业务，包括以区块链为核心可信模型，结合 5G 中 M2M 通信技术和智能

标签的 IoT 系统，基于 Web 和 App 的服务实现模型，并申请多领域的区块链应用专利

以积极保护区块链在认证领域应用布局，另以完成解决区块链商业应用痛点的专利草案

并启动申请流程。 

 

 

3.1 采用成熟关键技术 

本项目以 IoT 和区块链为基础，最终将服务以 Web 应用以及移动应用的形式呈现。其

中采用的关键技术包括以太坊开源区块链平台，Grafana 开源数据展示平台以及业内成

熟 Web 开发技术。具体介绍如下。 

区块链平台 

本项目基于以太坊区块链项目进行自有区块链的研发。以太坊（Ethereum）是当前最

成熟的开源且有智能合约功能的公共区块链平台。本项目采用以太坊实现的 P2P 网络

系统，区块链中交易和区块转发，API 等模块实现区块链基本功能。本项目在此基础上

对核心的区块链共识算法进行改进以满足实际业务需求。 

数据服务平台 

本项目基于开源的 Grafana 进行 IoT 数据展示的开发。Grafana 是当前在网络架构和

应用分析中最流行的时序数据可视化工具，广泛应用于 IoT 平台。Grafana 提供开源可

商用的表盘工具和图形编辑器，以及支持多种数据源。本项目根据业务需求对 Grafana

进行二次开发，展示 IoT 数据。 

应用开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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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使用 Node.js+Express+React+MySQL 开发 Web 和移动应用。该组合是 IT 领

域的主流选择。Node.js 是能够在服务端运行 JacaScript 的开源代码，提供 web 服务。

Express 是一个基于 Node.js 平台的灵活 Web 应用开发框架，有助于快速实现业务。

React Native 是一个开源的前端开发框架，用于实现跨平台的移动端开发。MySQL 是

一个广泛应用的关系型数据库，采用了标准的 SQL 语言。 

 

细节介绍如下： 

 

5G 

* 与中国和澳洲最大运营商紧密合作，率先在南半球实现 5G 网络中的 M2M

（Machine to Machine，机器对机器通信）中的 NB-IoT 和 Cat-M 通信方案的商用测

试，并预约首批 5G 国际漫游业务。 

* 对 5G 的业务流程，信令处理有深入理解，能够快速对接不同运行商的不同网络。 

* 在本就是新型服务领域的 5G 中，UCOT 同时也是最早对 5G 扩展应用进行开发的

业内公司，无论是功能性，安全性和稳定性，UCOT 都拥有更良好的基础。 

* 5G 环境下的 UCOT 充分满足了物联网对网络的超大的连接量、高可靠性与实时性、

低功耗或者深度覆盖等特性等要求，对物联网进行了更全面并完全的开发。 

 

区块链 

* 在区块链的安全、隐私、性能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背景，已经在相关领域发表多篇

学术论文。团队有能够应对复杂的应用挑战。 

* 在经典拜占庭容错共识机制 PBFT 的基础上进行全面优化，独创区块链共识方法

UxBFT。 

* 拥有完善健壮的多链-代币体系，能够支撑丰富的商业应用场景，为大规模 IoT 应用

保驾护航。 

* 针对区块链数据隐私性缺乏保护的问题，提出了基于 ABE（基于属性的加密）的数

据加密及隐私保护体系。 

* 融入了区块链体系的鉴真溯源体系，将保持系统信息高度透明， 并具有不可篡改性，

确保用户个人信息安全和溯源信息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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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 应用全球最先进轻量级低功耗硬件及包括华为 NB-IoT 和 eMTC 在内的主流 IoT 通

信协议，与我司独创区块链架构相结合，极大地保障了 IoT 数据安全性、隐私性和实时

性，并成功申请多项国际技术专利： 

* 作为 IoT 服务的领军者，UCOT 一直积极为大规模 IoT 应用寻求领先的新型标准和

创新技术，5G-IOT 应运而生，在减少物理空间需求，提高单位成本效益的同时，UCOT

更致力于打造良好的 5G 生态环境，实现共赢。 

 

3.2 已攻克的关键技术 

区块链性能提升技术 

本项目首先攻克区块链极为有限的性能限制，实现了满足实际应用需求的性能。如比特

币，以太坊为代表的公共区块链虽然能够实现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但是仅能实现极

为有限的性能。例如比特币仅提供 7 笔交易每秒的性能，远远不能满足大规模 IoT 设备

的应用需求。本项目基于联盟区块链的设计，提出了 UxBFT 共识算法。该算法通过矿

工之间的协商过程来实现分布式账簿服务，性能能够满足实际 IoT 应用的需求。此外，

本项目设计了多链的系统架构，能够通过多条链扩展性能，以此满足不断变化的业务需

求。 

区块链和 IoT 结合技术 

本项目研究对比了不同区块链技术以及不同的区块链和 IoT 组合方式，并总结提炼出最

合适的联合架构。该技术研究结果在由项目方支撑发表的“Survey on blockchain for 

Internet of Things” SCI 论文中进行了详尽总结和论述。该研究成果为区块链加 IoT

应用的架构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区块链的安全性调用技术 

本项目研究了以太坊平台的风险及安全性，为系统的安全运行奠定了理论基础。本项目

将研究成果总结成文“Attack and Defence of Ethereum Remote APIs”并发表在国

际通信大会上（IEEE Globecom 2018）。文中对以太坊平台安全模型和调用接口进行

了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攻击和防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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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核心团队 

4.1 Ultimo Digital Technologies（遨天摩数字技术） 

UCOT 生态系统由“Ultimo 数字技术（UDT）”团队领衔创新开发，团队致力于构建

和发展基于区块链的智能物联网生态系统。UCOT 的开发融合了下一代通信技术，采用

最先进的区块链技术与物联网技术。 

除部署 UCOT 以促进和优化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产业供应链以外，UDT 还可以帮助企业

客户根据自身具体需求开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定制性业务解决方案。 

UDT 团队的核心成员均为物联网和安全研究领域得到公认的领导者，并在国际顶级会

议和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相关出版物。 

4.2 UCOT 

UCOT 成立于 2017 年，是一家全球化 5.0 工业互联网公司。致力于帮助品牌企业完成

工业互联与转型升级，已研发出基于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实体

经济融合发展的企业级平台，并在学位防伪、智能农业、食品溯源、医药追踪、酒类鉴

真、资产追踪、冷链物流等领域落地应用。 

  

UCOT 全球专利保护的区块链+物联网综合生态系统，配合平行多业务链结构实现无限

扩展可能，将建立同生态内企业间的信任通道和合作方式，让供应链从线成面，形成高

效、安全、低成本且易于管理的立体体系。落地产品和孵化项目有 UTracer，溯源管理

系统 UTMS，智能发射器 UTracker，区块链智能合约相机 Uphoto、区块链证书 UCerti

等。 

  

UCOT 全面实现以大数据加强规范化运营，品牌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

优秀产品追溯，区块链技术软硬件系统落地，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助力销售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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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OT 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重构全球工业、激发生产力，通过引发新一

轮链锁反应，打造一个万物智联的新时代。 

 

 
图表 17 UCOTUCT 商业认可 

 

自 UCOT 立项以来获奖无数，同时也不断受到中国 CCTV、《人民日报》、人民网、新

浪、腾讯、网易、搜狐；澳洲国家电视台 ABC、澳洲人报《The Australian》、澳洲金

融评论《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澳洲本土杂志《Packaging News》、澳洲

《国会内参》Inside Canberra、《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The Australian 

Business Review》、澳大利亚最主流的财经科技报刊《Bitcoinst》、电台 Another World、

《SKY NEWS》、《CCN》、《IoT HUB》和《Block Asia》等全球主流媒体报道。 

 

4.3 UCOT 核心团队 

蒋阳 

系列创业者及科技投资人，金融科技和区块链的风险投资公司慧衍创投创始人/董事

长，Keiretsu Forum 大洋洲会长，担任澳美中三大洲 8 家科技公司的董事（其中在 4

家担任董事长） 

Bob Liu 

鲍勃（Bob）是中链资本的创始人，是加密货币钱包，采矿等项目的投资者。作为区

块链技术和生态系统方面的专家，他在市场和金融领域的强大背景为他丰富的投资经

验和行业见解提供了支持。 

 
Mat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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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软件开发人员，拥有多年的分析、设计和开发移动和在线应用

程序的经验，利用广泛的数字功能，如 Android 平台、Java 和 J2EE。已成功地创建了

众多世界级的，高性能和高质量的应用程序在时间和预算与优越的结果。 

 

Nicholas K 

Nick 是 Ucot 软件开发团队的成员。他拥有悉尼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主修网

络互联和应用程序。除此之外，他还在慕尼黑工业大学获得了德国顶级计算机科学大学

的工作经验。 Nick 热衷于使用尖端技术，是 Blockchain，Cloud 和 React Native 的

专家。利用这些技术，他的目标是使未来的应用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4.4 UCOT 顾问团队 

 

John Baird | 首席执行官 

麦考瑞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计算机学士。 前德意志银行大洋洲首席技术官 CTO，前

瑞信银行副总裁， CSIRO(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所)科学家，知名网络安全专家，澳

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 ICT 行业协会政策顾问，对企业信息安全、网络架构、区块链

应用有深入研究。 

 

容淳铭 院士 

挪威工程院院士 

IEEE 计算机协会区块链委员会主席 

中国计算机协会 CCF 特聘区块链专家 

挪威斯塔万格大学计算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讲席教授、

奥斯陆大学兼职教授等。和陈纯院士（向习大大谏言区块链的专家）共同成为中国计算

机协会 CCF 聘请的 4 位区块链专家。 

 

周杰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5 项发明专利，发表论文 30 余篇，收录于 SCI 期刊论文与 EI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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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获得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学

与技术专业工学博士学位，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无线通信哲学博士学位(校际联合培养

双学位博士)。目前主要从事物联网及区块链技术方面的研究。 

 

 

Ken Cao 

澳盈资本执行合伙人，参与上亿澳元高科技基金，是中国 500 强企业在澳董事、中国十

强律师事务所在澳业务总顾问、澳大利亚政府前投资总监、中国商务机构前澳大利亚代

表，参与创建澳大利亚中国（总）商会，并担任三年秘书长，为官方《澳大利亚年度市

场报告》主要作者，荣获澳大利亚联邦工业部投融资优秀奖，于澳大利亚麦考瑞管理学

院硕士毕业，对澳中之间投资并购、澳中贸易、在澳上市、区块链和创业投资有丰富的

实操经验，曾参与策划澳大利亚 Blockchain Group 前身 Bitcoin Group (BCG)在澳上

市。 

 

Phil Cvetovac 

Pharma Science Australia 首席执行官，精通商业的大部分领域，包括营销、增长战

略、品牌、法律、商业并购和重组。 

 

孙泽宇 

库神钱包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学术委员； 职业数字货币交易员；

知名区块链投资人；英国卫报采访中国 90 后比特币第一人；两次接受 CCTV2 关于比

特币采访。 

 

王斗 

极客资本创始人，区块链机器人发明人。技术极客，社群运营专家。曾在 IBM， 摩托

罗拉，惠普和硅谷高科技公司担任总监十余年。2013 年定居加拿大，在加拿大教授互

联网技术和数字货币。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大批用户和学员。2015 年在硅谷研

发聊天机器人。2016 年在国内参与运营高端企业家社群，会员超过 152 万，帮助国内

企业完成互联网+ 升级。2017 年参与投资 SWFTC，Genaro，MDT，ITC，PRO 等多

个数字货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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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科研伙伴 

 

 

 

4.6 商业联盟 

   

 

 

 

4.7 投资方 

 

 

5.0 机构与治理  

5.1 基金会  

基金会 （Fruitful Success Limited）以下简称“基金会“， 是 UCOT 生态系统的治

理与倡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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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的使命是帮助成员迎接一个“优供极链，万物智联”的全新时代，为了实现这

个使命，基金会致力与研究、开发及组织管理资源，建立下一代的全球范围内易用且

值得信赖的智能区块链生态系统，并通过基于区块链与 5G 通讯技术的分布式应用

（dapps）来实现成员企业的供应链管理的优化以及物联网的智能化。 

基金会的愿景是供应链管理和物联网中的价值传递和转移过程最终将得到重塑，越来

越多的企业会利用数链技术来实现资产数字化。 

在此过程中，基金会授权 UDT 进行开发，授权 UCOT Australia 进行商业化，大力促进

和支持 UCOT 生态系统的底层基础，包括平台，应用和框架实施，并提供治理，透明度，

宣传和推广工作。 

 

 

5.2 结构  

基金会组织结构图如下：  

 

 

 

 

 

 

 

 

 

 

 

5.3 资源 

基金会的收入来源，来自以下， 

• 来自个人或机构捐赠的收入等 

• 来自机构负责私募的代币投资 

图表 18 基金会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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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数字资产组合的资产管理收入 

• 来自创始人的借贷和投资 

5.4 未来计划 

• UCOT 目前区块链落地产品及孵化项目达到 6 项，已超额完成任务。 

• UCT 作为生态的功能性代币，主要用于提升生态系统内部的沟通与交换，企业通

过 UCOT 平台优化供应链管理，和提升自身的物联网系统。 

• 未来 12 个月，基金会增加和更多投资机构合作，并且开始商业化产品，为了建

立牢固的商业联盟，基金会将壮大。同时 UCOT 公链将逐步完成认证和备案工

作，未来将根据产品的商业化收入情况，逐步回购和销售代币通证。 

 

6.0 实施计划 

2017.08 项目启动 

2017.11 完成公司核心团队组建，公司正式运营 

2017.11 展示网站建设 ucot.world 

2018.05 测试完成，版本 1.0 上线 

2018.07 公司级业务解决方案  

2018.08 工业级行业解决方案整合 

2018.12 区块链物联网渔业项目启动；IEEE 世界通讯大会发表 2 篇科研论文 

2019.01 区块链物联网冷链项目启动；发表有关区块链的 SCI 论文 

2019.02 央企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达成战略合作，北京分公司落成 

2019.03 UTracer（优物溯源宝）APP 在苹果商城的上架 

2019.04 推进中国市场开拓，南京、乌镇等重点城市政府接洽；专利申请 

2019.05 UTracker(物联网设备)发布；签约折叠集装箱公司；推进与中国联通、中国移

动合作 

2019.06 中国济南政府接洽；中国电子学会合作开展；建立韩国国际发展部合作意向；

区块链物联网证书项目启动；UCerti（UCT 智能证书）发布；物联网管理平台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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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 南京分公司落成，加速南京地区业务开展；发布 UTMS（UCT 溯源管理系统）

测试版；区块链物联网质检项目启动 

2019.08 区块链物联网物流项目启动；UPhoto（优真拍）测试版发布；UTracer（优物

溯源宝）升级版发布 

2019.09 联合中澳高校建立区块链物联网证书系统 

2019.10 联合中国地区政府打造智能物链网实验基地，助力智慧城市建设；发布澳洲货

运版滴滴 

2019.12 参与定制区块链行业标准体系；举办首届全球智能物链网行业联合论坛 

 

7.0 生态系统和商业用例 

UCOT生态系统，是由社区、企业用户和顾客组成，随着生态系统的发展，将会有 

越来越多的企业用户和顾客以及其它各方加入。 

UCOT将开放企业间信息互通，实现资源整合、多方互利的良性生态互动，同时提供BaaS

和BTaaS两种服务帮助更多企业快速接入。凭借平台既有成员的影响力、低成本推广策

略、以及为此设计的自研区块链技术，吸引广大企业级客户（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

零售商、政府部门、环保部门、质检部门等）共同构建UCT生态系统。UCT通过提供技

术服务和定期升级、发布UCT产品，并利用平台大数据提供数字化营销等增值服务。 

 

7.1 社区 

UCOT社区包括核心开发团队、全节点（行业监管机构，企业）、轻节点（批发商家，

零售商家）、浏览器用户（零售商家，顾客）等， 

判断建立一个社区的成功标准: 

• 成功建立点对点去中心化系统，取得最低成本，最佳安全度，长期可持续性，实

现用户数据自治，同时； 

• 为基于在新的风险评估方式和去信任环境当中建立的有形资产和服务打造更有

效的实时数据市场； 

• 设计更有意义的，以用户体验为中心驱动的智能网络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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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核心产品与孵化项目 

产品作用于功能丰富多样的管理平台 UTMS，UTMS 页面风格简洁，操作便捷，数据加

载快捷，是一款完善的实时鉴真溯源管理平台。 

* U-Tracer 以手机 APP 的形式提供便捷的溯源方式给客户，通过扫描智能标签，实

时获取真实精准的溯源结果。 

* U-Certi 证书项目提供多种类型的认证证书，如毕业证明，官方成绩单等等。证书内

容上脸具有不可篡改，不易遗失，并保证证书真实性. 

* U-Photo 上传照片内容，拍摄时间，位置等，秉持的区块链一贯特性，可用于事故

现场取证，责任追溯等场景。 

* U-Tracker 为一款 5G-IoT 结合设备，设备小巧轻便，通过 5G 更精准的进行实时监

控。此设备可根据接受数据实时对温度进行控制，实现双向交互，可视化溯源过程，搭

建新的服务运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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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racer（优物溯源宝） 

 

 

 
图表 19 UTracer（优物溯源宝） 

UTracer（优物溯源宝）APP 是由 UCOT 打造的一款全球领先的鉴真溯源物联网区块

链移动平台。UTracer APP 通过融合区块链技术与先进的智能物联网设备可达到实时

追溯、精确防伪、可靠溯源。消费者可通过识别 UCOT 智能标签（NFC、UHF 及二维

码）获得商品的原产地、生产批次、生产日期、溯源轨迹等信息。全程追溯、一物一

码、通过区块链智能判定商品真伪，为消费者打造安全、放心的消费体验。 

 

UTMS （UCT 企业溯源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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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 UTMS （UCT 企业溯源管理系统） 

UTMS（企业溯源管理系统）是由 UCOT 打造的一款全球领先的鉴真溯源物联网区块

链企业管理系统。 

UTMS 通过融合区块链技术与先进的 5G 物联网通信技术实现定制化智能物联网设

备，并通过连接 UCOT 动态密码防伪智能标签使商品数字化、区块化，记录供应链全

程扭转过程，做到一物一码、实时溯源、精确防伪。 

UTMS 将防伪溯源应用于各行各业，从源头解决消费者信任问题。帮助品牌、渠道、

溯源紧密结合，构建共享共信的区块链物联网溯源鉴真生态系统。 

UTMS 使商品流转信息真实可靠，数据安全得到保障，实时监控直接追责，渠道管理

防止串货。 

 

UCerti（智能证书系统） 

 
图表 21 UCerti（优证书） 

UCerti（优证书）具有全球唯一编码，所有电子数据将记录在区块链上实现加密永久

储存、无法篡改；除了电子数据防伪，在证书原件上，提供定制多层防伪纸张并嵌入

具有动态防伪技术的 NFC 标签，该标签有别于普通的 NFC 标签，无法复制造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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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提供用户随时随地验证查询、一键补办、多语言切换等功能，实现发证、公证两

不误。 

 

 

 

 

 

 

 

 

 

 

UTracker (优追客) 

 
图表 22 UTracker (优追客) 

UTracker（优追客）结合 5G 中 M2M（机器到机器）通信技术研发的精准感知和实

时发送的智能物联网设备。该物联网设备能够检测所在环境的温度、湿度、加速度、

光照等信息，并通过 M2M 通信技术实时上传到本项目的区块链。为后续实时分析、

智能决策、综合优化等业务提供数据支持。并为企业供应链任何环节利益相关方提供

信任，可运用在共享模式咖啡机、物流托盘、资产管理等。 

 

 

UPhoto（优真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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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 UPhoto（优真拍） 

UPhoto（优真拍）是基于区块链开发结合智能合约技术实现对物理实体和数字文件的

去中心化验证，在扫描、拍摄时，图像生成的第一时间锁定其可信性，确保直接上链

存证的是未经修改的一手图片和视频，全程把关，保证用户电子证据的取证安全与法

律效力，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性也让用户的美好或难忘瞬间记录成永恒。 

 

7.3 UCOT 生态系统供应链管理原理 

由于产品造假、遗失的问题日益增多，供应链体系对品牌、制造商和经销商的透明度要

求也随之提高。而作为消费者来说，其不仅想要了解包括原料、生产日期、生产地点、

存储状况、运输流程等一系列的产品基本信息，还更希望了解该产品的真伪情况。而基

于这样的市场需求，UCOT 采用先进的 5G IoT 技术与区块链技术，打造了一个智能物

联生态系统，以实现供应链体系中信息的自由流动，完成生产管控、溯源感知、商品认

证的功能，促成多边互利共赢。 

 

生产管控 

在 UCOT 智能物联生态系统下，UPhoto（优真拍）设备将被配置在生产车间中。它通

过自动抓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将生产信息实时上传到 UTMS（企业溯源管理系

统），从而检测生产流程、记录生产情况，利用智能合约为生产设置标准参数，使得企

业的生产环节更为规范化。而不当或错误的操作也会触发系统的报警功能，提醒相关人

员改进操作步骤，并自动启用应急处置方案。此外，经过审核验证的生产环节图片也将

上传到 UTracer（优物溯源宝）APP 上，帮助用户对各生产结点有更清晰的认知，放心

使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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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感知 

UCOT 智能物联生态系统的一大功能便是实现原产地的溯源。而溯源这一功能主要是通

过 UCOT 的 UTMS（企业溯源管理系统）来实现的。要想知道商品的溯源信息，就需要

商品生产厂家注册 UTMS 系统。在完成认证注册、审核流程之后，厂家的每一个产品便

会获得唯一的产品编号。通过使用 5G IoT 技术和区块链技术，UCOT 将商品的基本信

息加密存储在区块链上，将商品的出产过程细化到每个关键控制点，明确每个环节的责

任方，实现“出产有记录、过程留痕迹”的商品把控模式。而这样的溯源模式保证了商

品的生产、出库、运输、入库、分销等各个环节有迹可循，使得分销网络中的各个事务

网点具备较强的商品核对功能。 

 

不仅商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得到有效记录，商品在运输中的状况也能在使用 UTracker（优

追客）的过程中被感知。通过使用 5G 中 M2M（机器到机器）的通信技术，UTracker

可以实现环境的精准感知与信息实时发送。该物联网设备能够检测所在环境的温度、湿

度、加速度、光照等信息，并通过 M2M 通信技术实时上传到本项目所在的区块链，为

后续的实时分析、智能决策、综合优化等业务提供数据支撑。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使用 UTracer（优物溯源宝）APP 扫描或感应产品外包装上的标签

和码，便能查询商品的基本信息，了解其溯源路径，从而可以更好地进行商品选择与使

用，并利用 UCOT 生态系统积极反映自己的需求与意见。 

 

商品认证 

UCOT 建立的智能物联生态系统通过收集多方数据、设立自动智能合约，建立可验证商

品物理属性的认证系统，评估商品真伪、验证其身份，出具认证标识和报告，帮助消费

者防伪鉴真。 

UCOT 生态系统中的认证功能主要通过 UCerti（UCT 智能证书）来实现。其认证功能

包括：商品真伪性鉴别、质检报告出具、重要文书材料认证（如毕业证书认证）等。其

原理在于，利用区块链技术，给每一项认证证书添加全球唯一的编码与智能防伪标签。

由于 UCOT 出具的证书采用了定制的多层防伪纸张与具备动态防伪技术的 NFC 标签，

因而被伪造的可能性能得到有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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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 商品认证 

 

接下来，我们将展示一个利用 UCOT 生态系统规范药品行业的方案。我们在方案中设置

了下列四大类参与方，并分别从他们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 

• 制造商（药品实验室与制药公司）; 

• 质检机构; 

• 仓储、物流、经销商、零售商 

• 消费者 

 

药品实验室与制药公司 

将配置 UPhoto 优真拍设备用于监测流程、实验室环境记录（如温度，气压，菌落数

量等）。在生产及实验流程中运用智能合约设置制药标准参数，操作数据及结果即时

上链，确保药品配方和流程有据可查，要求企业从原料、人员、设施设备、包装运

输、质量控制等方面形成一套可操作的作业规范，一旦任意环节操作有误将触发警

报，自动启用预设应急预案。 

 

药品包装时，UCOT 智能标签通过流水线设备配置在药品包装上，该智能标签包含药

品的全球唯一编码、真伪标识证书、流转过程温度、生产时间、保质期等参数信息。

UCOT 还将为企业提供 5G-IoT 设备，在药品出货时进行安装，全程实时监控，数据

加密保存并披露在区块链上，从而加强药物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减少人为因素干

扰，为药品供应链提供安全保障。供应链过程中采集的数据将接入 UCOT 企业溯源管

理系统，方便厂家或实验室直接获取大数据报告。 

 

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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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环节在药品供应链中至关重要，UCT 将支持质检监控，记录不规范操作，并无条

件披露给相应各国的药品监督管理机构，一旦企业情节严重、不符合要求，系统将自

动吊销 GMP 证书，药企生产作业也将自动停止。系统与企业信贷关联，信息披露将

带来连锁反应，进一步规范和监督行业发展。 

 

仓储、物流、经销商、零售商 

通过使用 UCOT 手持设备 APP 进行上链操作，帮助药品建立溯源体系。UCOT 将为该

溯源节点配置优真拍设备和溯源物联网设备，分别用于入库和出库影像存证以及监控药

品温度、湿度、光照等存储条件。所有数据将加密保存于区块链上，一旦异常出现将即

刻触发警报，工作人员可在 UCOT 企业溯源管理系统进行全程操作处理。 

 

消费者 

消费者可使用 UTracer（优物溯源宝） APP 进行药品鉴真溯源，并可对药品进行即时

反馈，该反馈将被制药企业直接受理，该操作可帮助消费者再次进行潜在鉴真，并确保

双方信息对等。加入 UCOT 公信社区，消费者还可以匿名提供病史、生活环境等信息，

换取订制性优化服务。 

 

7.4 行业应用 

婴儿奶粉行业 

制造商 

奶粉制造商将配置 UPhoto（优真拍设备）用于监测工厂制造流程和环境。在生产流

程中运用智能合约设置商品标准参数，操作数据及结果即时上链，确保配方和流程有

据可查，要求企业从原料、人员、设施设备、包装运输、质量控制等方面形成一套可

操作的作业规范，一旦任意环节操作有误将触发警报，自动启用预设应急预案。 

 

婴儿奶粉包装时，UCOT 智能标签通过流水线设备配置在商品包装上，该智能标签包

含有商品全球唯一编码、真伪标识证书、生产时间、保质期等参数信息。UCOT 还将

为企业提供 5G IoT 设备，在商品出货时进行安装，全程实时监控，数据加密保存并披

露在区块链上，从而加强商品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减少人为因素干扰，为商品供

应链提供安全保障。供应链过程中采集的数据将接入 UCOT 企业溯源管理系统，方便

厂家直接获取大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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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 

质检环节在奶粉供应链中至关重要，UCT 将支持质检监控，记录不规范操作，并无条

件披露给相应各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一旦企业情节严重、不符合要求，系统

将自动吊销 GMP 证书，企业生产作业也将自动停止。系统与企业信贷关联，信息披

露将带来连锁反应，进一步规范和监督行业发展。 

 

仓储、物流、经销商、零售商 

通过使用 UCOT 手持设备 APP 进行上链操作，UCT 帮助婴儿奶粉制造商建立溯源体

系。UCOT 将为该溯源节点配置优真拍设备和溯源物联网设备，分别用于入库和出库

影像存证以及监控商品存储条件。所有数据将加密保存于区块链上，一旦异常出现将

即刻触发警报，工作人员可在 UCOT 企业溯源管理系统进行全程操作处理。 

 

消费者 

消费者可使用 UTracer（优物溯源宝）APP 进行商品鉴真溯源，并可对商品进行即时

反馈，该反馈将被企业直接受理，该操作可帮助消费者再次进行潜在鉴真，并确保双

方信息对等。加入 UCT 公信社区，消费者还可以匿名提供消费偏好和生活环境等信

息，换取订制性优化服务。 

 

葡萄酒行业 

葡萄园&制造商 

葡萄酒制造商将配置 UPhoto（优真拍设备）监测葡萄园、工厂制造流程和环境（光照、

温度、湿度等）。在生产流程中运用智能合约设置商品标准属性参数，操作数据及结果

即时上链，确保每瓶酒的数据和流程有据可查，要求企业从原料、人员、设施设备、包

装运输、质量控制等方面形成一套可操作的作业规范，一旦任意环节操作有误将触发警

报，自动启用预设应急预案。 

 

在对葡萄酒进行包装时，定制化的 UCOT 智能标签通过流水线设备配置在葡萄酒瓶上，

该智能标签包含有葡萄酒的全球唯一编码、真伪标识证书、生产时间、保质期等参数信

息。UCOT 还将为企业提供 5G IoT 设备，在商品出货时进行安装，全程实时监控，数

据加密保存并披露在区块链上，从而加强商品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减少人为因素干

扰，为商品供应链提供安全保障。供应链过程中采集的数据将接入 UCOT 企业溯源管理

系统，方便厂家或葡萄园直接获取大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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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 

质检环节在葡萄酒供应链中至关重要，UCT 将支持质检监控，记录不规范操作，并无条

件披露给相应各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一旦企业情节严重、不符合要求，系统将

自动吊销 GMP 证书，企业生产作业也将自动停止。系统与企业信贷关联，信息披露将

带来连锁反应，进一步规范和监督行业发展。 

 

仓储、物流、经销商、零售商 

通过使用 UCOT 手持设备 APP 进行上链操作，UCT 帮助葡萄酒制造商建立溯源体

系。UCOT 将为该溯源节点配置优真拍设备和溯源物联网设备，分别用于入库和出库

影像存证以及监控商品存储条件。所有数据将加密保存于区块链上，一旦异常出现将

即刻触发警报，工作人员可在 UCOT 企业溯源管理系统进行全程操作处理。 

 

消费者 

消费者可使用 UTracer（优物溯源宝） APP 进行商品鉴真溯源，并可对商品进行即时

反馈，该反馈将被企业直接受理，该操作可帮助消费者再次进行潜在鉴真，并确保双

方信息对等。加入 UCOT 公信社区，消费者还可以匿名提供消费偏好和生活环境等信

息，换取订制性优化服务。 

 

物流行业 

基于区块链物联网的新一代物流系统，帮助建立物流商品全程可追溯体系，可以提供

实时货物追踪，降低工作量，增加透明性。区块链技术还可应用于空运物流、海运物

流等领域，如航运、综合物流的可追踪技术 ，通过智能合约，加快货物流转，进一步

减少码头或空港的停靠时间；另一方面，区块链不可篡改的属性可以帮助在其生产和

运输中独占优势。 

 

传统物流行业公路运输痛点主要反映在不信任、少安全、高成本三大方面。 

不信任： 

支付延迟 → 临时变价，拖欠、拒不付款 

信息不对称 → 货源不真实（假单），接货困难，定价混乱 

缺少物流监控 → 司机偷货偷油、绕路 

少安全： 

缺少报警系统、保险机制 → 货、油、人身安全 

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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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主端收费 → 流程复杂、发货成本转嫁、订单数量受限 

 

智能物流已取得了商业化道路的实质进步。主要包括物流数据、物流云、物流设备三

大领域，2018 年智慧物流市场规模超过 4000 亿元，预计到 2025 年，智慧物流市场

规模将超过万亿。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以及新零售、智能制造等领

域对物流的更高要求，智慧物流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 

 

UCOT 可提供全新的智能物流解决方案，通过链接供应链上下游，打通可持续性优质

商业生态闭环。 

 

收货方通过 UTMS（溯源管理系统）创建订单，付款成功后系统将开通货物位置追踪

权限。货物收到后使用 APP 进行货物确认，智能入库盘点。 

 

货主通过 UTMS（溯源管理系统）确认和管理订单信息，可在平台内自行选择物流承

运公司进行货物运输，在接收货物时可进行智能出库盘点。同时，可通过 UTMS 为收

货方提供在线售后服务。 

 

承运方通过系统接收货运订单，并为入驻司机进行订单分配。帮助司机远程接活，减

少空载几率。通过特殊的智能物联网设备，将货物的状况实时可视化呈现，减少货运

风险。系统提供货车油量监控、保险、ETC 等多种服务，有效减轻物流公司运营管理

压力。 

 

医疗医药行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假药占据医药市场的 10% ，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则接近

30% ，这对患者的健康和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每年医药行业因为假药和患者安全问

题造成的损失高达 2000 亿美元。 

 

针对上述问题，UCOT 向医疗医药行业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它可以监控整个生产与

供应流程，并在区块链上记录数据，防止其被篡改，从而有效地对抗市面上的假药。

针对高端药品，要满足全程都在恒定温度等特定条件下进行运输，是难以监测与把控

的。UCOT 正在研发的智能芯片除了可以追踪定位，还可以感知温度、湿度、气压等

因素，以解决特殊药品供应链的痛点，保证药品的品质，同时，还可以将病人的所有

医疗记录用区块链进行存储和保护，降低因病历或处方等报告上出现的错误信息和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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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导致的医疗纠纷。如此，可以确保数据完整性和零错误，同时加强医疗服务提供者

和患者之间的信任。 

 

冷链运输 

目前冷链运输行业存在下列问题：在复杂的跨地区运输过程中，货物出现问题后，责

任难以界定；中心化的温度记录与追踪缺乏时效性，可靠性不高；运力不透明，利用

率未最大化。 

 

而 UCOT 通过可感知温度、湿度、气压等环境因素的芯片，实时记录货物信息并提交

上链，保证数据透明与不可篡改，当货品因温度变化而产生损坏，可即时预警，避免

更大损失，同时责任方也很容易被界定。同时在智能合约的帮助下，UCOT 提供的设

备可自动触发保险索赔机制，免去传统作业中大量回溯信息和解决纠纷的工作。 

 

此外，冷链运输企业可利用区块链技术的记录公开透明的特性，与更多客户分享自己

承运能力，实现冷链物流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农业 

生产者 

UCOT 向农业生产者提供物联网区块链的智能化改造方案。UCOT 通过物联网技术实

现农业的智能化、自动化、高效化。UCOT 首先通过 NFC、RFID 等技术对如：牲

畜、树木等农业产品进行精准定位。UCOT 开发多种 IoT 智能设备，全面采集水分、

温度、湿度、光照等农业生产数据。 

 

同时，UCOT 设计的 web 控制台能将数据进行统一展示，并提供报警及预警服务，也

提供 API 形式供第三方使用。UCOT 农业控制台也提供自定义规则，将农业生产数据

和智能农业设备联动，实现灌溉、覆膜、施肥、喷药等控制流程的自动化。 

 

此外，UCOT 的物联网区块链智能农业平台将农业生产数据用区块链技术加以保全，

可将全部生产数据可信的分享给农业上下游公司以及消费者，实现可信的原产地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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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 

消费者可使用 UTracer（优物溯源宝） APP 进行商品鉴真溯源，并可对商品进行即时

反馈，该反馈将被企业直接受理，该操作可帮助消费者再次进行潜在鉴真，并确保双

方信息对等。加入 UCT 公信社区，消费者还可以匿名提供消费偏好和生活环境等信

息，换取订制性优化服务。 

 

 

 

 

 

 

 

 

 

 

 

 

 

 

 

 

8.0 盈利模式 

8.1 溯源、验证上链服务 

前期咨询 

需求分析及方案订制：提供咨询，协助企业客户部署UCT综合方案 

个性化售后服务：提供溯源系统大数据、技术支持、增改应用方案、系统升级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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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服务 

定制化硬件配备：根据企业客户需求订制流水线设备装置，并以租赁或出售方式提供物

联网设备 

区块链系统服务：提供溯源管理系统和APP，以及NFC、UHF等智能标签 

 
图表 25 溯源上链服务说明图 

 

 

8.2 开放互通平台，构建生态系统 

UCT平台将开放企业间信息互通，实现资源整合、多方互利的良性生态互动，同时提供

BaaS和BTaaS两种服务帮助更多企业快速接入。凭借平台既有成员的影响力、低成本推

广策略、以及为此设计的自研区块链技术，吸引广大企业级客户（供应商、制造商、分

销商、零售商、政府部门、环保部门、质检部门等）共同构建UCT生态系统。UCT通过

提供技术服务和定期升级、发布UCT产品，并利用平台大数据提供数字化营销等增值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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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 UCOT 生态系统 

 

9.0 联系信息 

需要更多信息请联系: info@uct.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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