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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在中国商品交易市场中的应用
符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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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信息技术不断创新的背景下，围绕区块链所展开的市场竞争趋于激烈，区块链在未来研究中将成

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于大宗产品的交易而言，要持续针对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展开探索，以此降低商品可

疑交易出现率，切实有效降低市场交易监管的成本，为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硬件环境，有效维护

大宗产品的公平交易过程。本文将对区块链技术在中国商品交易市场中的应用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其未来的发展

过程提出有效、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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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数字货币系统的出现，带动了区块链技术

的发展。区块链技术是一种新兴的信息技术，但是区

块链涉及的内容并不是全新的，而是信息技术不断地

发展与积累，以及不断地创新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的

技术。区块链技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是通过对块链

式的数据结构进行利用，来实现数据的存储，以及通

过对分布式节点算法的利用，来实现对数据的生成与

更新，同时也通过有关的密码学来进一步提高数据的

安全性，使得数据传输的过程能够更加的安全，同时

对自动化的脚本代码进行利用，使得数据呈现一种分

布式的架构。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区块链的重视程度都

较高，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能够促使业务运作方式发生

重大的改革。

1 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加大区块链应用力度的

必要性

虽然目前商品交易市场方面的法律法规还需要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但是国内的商品交易市场发

展速度非常的迅速，与此同时也呈现出了很多的问题。

例如某些企业对市场的规则进行随意操作，对交易的

数据进行随意的修改，导致很多的投资者在资金上都

受到了极大损失。诸如此类的很多事件都与数据信息

有关，这就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地加强数据的安全性，

才能够更好地维护市场中的交易环境。区块链技术具

有去中心化、去信任的技术特点，在商品交易方面加

强对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探索，能够使得可疑交易的

可能性进一步减少，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减少监管的成

本，为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环境，很大程度上

促进商品交易行业的健康发展 [1]。

1.1 提升交易的透明度

在进行市场交易的过程中，交易的透明度问题一

直都是比较令人困扰的重要问题。因为在进行商品交

易的过程中，特别是对于某些大宗产品而言，一般都

需要多方参与进去。在进行商品交易的过程中，为了

能够尽可能地去保护交易双方的权益，需要对交易的

信息进行严格的保密。通过利用区块链技术，交易双

方可以对交易的信息进行共享，并且相关的交易信息

在任何的时间节点都可以被查询，只需要对相关的数

据信息进行上传并进行保密处理，对密钥进行良好的

管理就可以完成保密的工作。因为利用区块链技术可

以使得数据更加的透明化，同时也更加的不容易被修

改，可以有效地避免在交易的过程中出现数据篡改的

情况，从源头上规避一些违规行为。将商品物流的相

关信息储存到区块链当中，第三方可以对区块链中的

相关信息进行随时的监督和查询，有效地保证仓单信

息的准确性，同时避免因为信息的透明化低，仓单重

复质押而出现问题。在商品交易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普及，将进一步地被解决。

1.2 利于分布式监管系统架构的建设

传统商品交易的系统，如果服务器出现了一些故

障，就会中断进行交易的过程。区块链技术的利用，

使得交易的过程不再仅仅依靠中央服务器来展开，不

管是区块链中哪一部分节点出现问题，整体的区块链

系统都不会受到影响，会继续保持原有的工作流程，

正常地开展。因为区块链中的数据，每一个节点都会

对数据进行备份，不管是哪一个节点出现问题，整个

系统都会保证其安全性。区块链系统的分布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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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商品交易过程数据篡改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对商品交易的过程展开监督。监管

方只需要对区块链中的某一个节点开展监管工作，就

可以掌握整个区块链上的整体情况，及时地发现整体

区块链系统中所存在的问题。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使

得行业能够更好地对企业的实际运行进行监管，对企

业的一些违规行为进行约束，并且能够发现在交易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保证市场环境的安全性 [2]。

1.3 促使行业企业的协同发展

商品交易行业的发展过程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

是不同的地域在发展情况上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另

外是市场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同质化问题，商品交易的

市场和产业链之间无法实现有效的结合，不能够有效

地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有效地保证经济运行的整体

效率，市场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显现。并

且因为没有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市场的组织程

度以及规模都比较小，企业在经营手段方面也缺乏创

新，分布比较的分散，而且规模也较小，企业之间并

没有形成联盟作用，彼此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都较少。

同时也导致中国的传统产业在国际社会环境当中受到

一些影响，始终都处在比较被动的位置当中。区块链

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去信任性，可以使得企业之间形

成更加完善的合作，也使得市场体系更加的有层次，

通过现货市场来进行电子交易品种的培育，同时也能

够在采购和定价过程中，保证多个市场之间能够在战

略上形成合作，市场之间形成更加协调的关系，通过

开展合作来最终实现共赢，促使行业中的企业能够实

现更加深度的协同发展。

2 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区块链应用面临的问题

分析

在商品交易行业当中，区块链技术有非常广阔的

发展空间，但是基于其目前所处在的环境，其发展的

过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2.1 技术问题

区块链技术属于一种新兴技术，在技术方面如果

想要实现进一步突破，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首先是

区块链系统在性能方面的问题，节点通过对自身的计

算力进行消耗，以此来得到区块链的出快权，为了能

够避免区块链网络当中出现分叉的情况，在区块链公

有链比特币中将出快的时间设置为 10分钟，但是对于

联盟链以及私有链来说，很少能够直接地对区块链进

行写操作，区块的时间一般都是几秒左右。如何有效

地选用共识的算法，从而能够最大化地优化系统的性

能，需要根据商品交易的系统以及网络架构，来进行

进一步的讨论。对于数据保密的环节来说，这也是区

块链技术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商品交

易在传统的模式当中，中心服务器负责对交易的数据

进行存储，运营中心负责对数据进行有效的保密工作。

但是现在通过利用区块链技术，每一个节点上都会对

数据进行备份，数据的公开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在对

数据进行安全性保障的过程中，也不需要依靠运营中

心的工作。针对商品的交易环节，哪些数据需要协助

到区块链中，以及需要对哪些数据提供高效的保护，

都是区块链技术升级的关键，所以还需要对权限的管

理以及数据访问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技术升级 [3]。

区块链是由很多个相互独立的节点所组成，针对

分布式系统的升级，因为系统的分布结构比较的松散，

所以在升级方面可能会比较的困难，区块链不可能直

接地将整体的系统关闭来完成升级工作。区块链以旧

版本协议能否接受新协议数据为基准，分为软交叉以

及硬交叉，软交叉可以向前兼容，新的节点和旧的节

点在同一条区块链上可以完成块的添加。硬分叉并不

能向前兼容，区块链可能会出现新版协议区块链的分

叉，或者并不包含新版区块链。针对不同的方式来说，

各自具备一定的优势或劣势，所以还需要根据商品交

易的实际情况，就区块链协议的升级过程进行进一步

优化。

2.2 应用方面

在区块链技术正式地被应用之前，还需要考虑到

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监管机构方面，商品的交易

方面以及行业方面。对于监管机构来说，区块链技术

目前还属于新兴的技术，处在发展的前期，需要经过

一定的时间积累，才能够发展成熟。在监管机构中的

应用，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来进行推广。并且区块链

的商品交易过程，其生态的系统还在建立的初步阶段，

关于人才的培养问题以及相关的配套系统都需要得到

进一步的发展，另外监管机构也必须要重视对区块链

上商品交易过程的流程制定，以及在区块链上进行商

品交易的相关标准与规范。

区块链技术与商品交易的业务之间的融合，使得

商品交易的过程面对一些挑战。对于商品交易中心来

说，首先就应该能够对区块链的技术特性有一定了解，

将区块链技术可能会对相关业务带来的优势充分地挖

掘出来，并且要考虑区块链技术是否会对原本的业务

模式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在实施相关项目的过程中，

在对技术的扩展性进行保障的同时也要考虑技术的应

用是否能够和现实的情况融合，在运营过程中是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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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定的可操作性。需要从战略的角度出发，进行合

理的长期规划，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特性，合理

地预判在技术融合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对于行业的发展而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使得原

本的管理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品交易中心在传

统的模式当中会对整个交易过程进行把握，但是分布

性是区块链的一项重要技术特性，商品交易的流程当

中引入区块链技术，管理的架构不再单纯地以交易中

心为核心。并且，因为区块链技术和商品交易还在不

断地结合当中，原本的行业流程可能会在未来的发展

中失去效用。所以为了能够满足未来发展的实际需要，

需要及时地完成新流程的建立 [4]。

3 区块链技术在中国商品交易市场中的应用

发展

3.1 半中心化逻辑架构

很多的机构和体系的业务系统一般都是中心化的，

中心化的系统可以掌握所有节点的信息，并对各节点

的行为以及信息传递过程进行掌控。所以中心节点一

般都会面对更多的安全性问题，出现一些恶意的行为，

分节点并不会对恶意行为的发生进行监控，也没办法

及时地进行应对。但是区块链技术因为是分布式进行

验证以及存储，所以管理结构不再是中心化的，节点

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等的，彼此之间具有相同的权利

和业务，具有维护功能的节点来共同地对系统的安全

性进行维护，这就使得区块链系统更加的开放，并且

能够有效地防止数据出现被篡改的情况。

总体来说，不管是中心化的系统还是去中心化的

系统，各自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但是因为国家在

政策方面对监督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利用去中心

化的系统结构，能够更好地对商品交易的过程进行监

督。超级节点在系统当中的添加，能够有效地解决去

中心化结构所存在的一些风险问题。通过对超级节点

赋予相关的特权，根据相关业务的实际需要，对集中

式结构和去中心化结构的优缺点进行综合，获得一定

的平衡，从而能够使得系统结构更加的具有适用性。

3.2 以行业链为基础的业务发展

基于应用场景和设计体系的差异，区块链系统可

以分为公有链，联盟链以及私有链。公有链具有非常

明显的去中心化特性，共识过程可以由多方进行参与，

不管是个体还是团体都可以通过对区块链交易进行发

送并获得确认。私有链具有明显的中心化特性，节点

的权限需要由内部进行统一的控制和管理，读取的权

限是针对性地进行开放。联盟链的开放程度在公有链

以及私有链之间。行业链是联盟链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某些产业部门在技术经济方面存在一定的关联，具备

一定的逻辑关系，以相关的联系为基础，产业部门之

间具备了区块链的形态。行业链的主要特征是半去中

心化，如果产业部门能够在行业链中形成一致，那么

超级节点或者其他节点的管理和监管工作都可以很方

便地进行，这将是推动区块链技术在国内进行大范围

应用的重要发展方向。以此为基础， 区块链技术还可

以实现更加深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首先

是可以通过对侧链技术进行应用，与公有链之间在业

务方面形成互通，而公有链中所具备的理念也可以有

效地融入行业链当中。另外，可以根据当前行业链的

发展特性，各产业部门可以进行企业私有链的建设，

从而能够有效地提升产业部门在区块链应用方面的整

体水平 [5]。

4 结语

综上所述，商品交易市场为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提

供了一定的空间，而区块链技术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的

应用，也使得商品交易过程更加的高效，可以有效提

升数据的安全性，防止出现数据被篡改的情况，提供

更加安全的市场环境。而为了能够进一步推动区块链

技术在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当中的应用，需要在技术方

面加强研究的力度，对关键的技术进行攻关研究，积

极地建设相关平台，从而能够使得区块链技术在国内

的商品交易过程中发挥更大的效用，助力商品交易行

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许欢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国际贸易结算新模式探
究——以 Blockchain World Wire平台为例 [D].长春 :吉
林大学 ,2021.
[2]　郭警慧 ,马惠军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装备采购诚信
交易机制研究 [J].军事交通学院学报 ,2021(05):49-54.
[3]　张芳宁 .区块链技术在铁矿石国际供应链的应用研
究 [D].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20.
[4]　唐恒 .浅谈区块链技术在实体贸易领域的应用 [J].
中国商论 ,2020(11):3-4.
[5]　魏生 ,戴科冕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私募股权众筹平
台变革及展望 [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 ,2019(02):37-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