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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技术往往会重新定义消费品公司的经营方式。消费品公司可以借助区块链创

造更多价值，提高经营效率，并改善消费者体验。

区
块链、人工智能、数字现实以及云技

术等颠覆性数字技术将为消费品公司

开启一个全新的生产力时代。这些技

术不仅能够提高内部流程效率，推动创新，助

力品牌发展，提升盈利能力，同时还能改善消

费者体验。如何掌握区块链的巨大潜力是我们

颠覆性技术系列短文的开篇之作。为了充分发

挥颠覆性数字技术的潜力，实现收益最大化，

消费品公司可通过了解自身数字化成熟度情况

以及颠覆性技术的应用方式，来实现数字化转

型目标。

消费品公司的数字化成熟之旅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评论》与德勤于2018年
联合发布了《数字化企业年度研究报告》1，报

告分析了多个不同行业的数字化成熟度。基于

123个国家、来自28大行业4,300名企业高管

的反馈，该研究报告根据受访者对公司的评分

（1—10分，1分为最低分）评估了各行业的数字

化成熟度。2

有意思的是，在数字化成熟度方面，相较于其

他面向消费者的行业，消费品行业的受访者给

出的评分中等偏低（图1）。因此，尽管消费品

行业已经通过生产流程自动化、网上购物以及

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等方式显著提升数字化成熟

度，但消费品公司在数字化转型领域仍有巨大

发展空间。

为了提升数字化成熟度，充分运用颠覆性技术，消

费品公司可以重点实施以下举措推动目标的实现：

1. 优先部署数字化系统和基础设施

2. 提升现有人才的数字化技能

3. 采用数字化流程替代人工流程

4. 以核心数字化技术驱动创新

事实上，相对于拥有较完善基础设施的成熟企

业，初创企业更容易灵活应用颠覆性技术。消

费品公司应首先明确业务增长的必要性，挖掘

数据并推动数据结构化以促进业务增长，并借

助颠覆性技术实现数据优化、分析和应用。

颠覆性技术在消费品行业的应用：聚焦区块链

1



图1

消费品行业的数字化成熟度低于面向消费者行业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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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虚线表示其他面向消费者的企业的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评论》与德勤于2018年联合发布的《数字化企业年度研究报告》。

区块链在消费品行业的潜力及用例

区块链技术将会引领消费品公司和消费者步

入一个高度透明的全新时代。德勤近期发布

的《区块链：技术入门》详尽阐述了区块链

的工作原理（图2）。3

区块链在消费品行业拥有大量潜在用例，特别是

用于追踪和监控产品及信息流、服务和资金流动

情况。图3全面总结了部分潜在用例。根据区块

链应用的受益群体，区块链的应用可大致划分为

以企业为中心和以消费者为中心两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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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可对共享分类账实施安全管理，共享分类账上记录的交易可在网络上进行验证存储，而无需

任何中央主管机构干涉。区块链拥有多种不同形式，包括公共的开源网络以及要求明确读写操作权

限的私有区块链。运用计算机科学和高等数学（以加密哈希函数的形式）对区块链进行标记，不仅

能够帮助完成交易，还能保障区块链的完整性和匿名性。

交易 双方交换数据；如资金、合同、契约、病例、

消费者信息，或者其他任何可以数字化形式记录的

资产。

构建 运用网络预先商定的算法推出256位数的哈希值

来标识每个区块。而每个区块包含一个区块头（含前

一个区块的哈希值）和一组交易。互相连接的哈希值

排成一列，形成一个互相依存的链条。

区块链挖矿 在解决方案能够达到整个网络的目标之

前，矿工试图对变量进行渐进式改动来解决区块。这

种做法被称为“工作量证明”。由于不能伪造正确答

案，因此潜在解决方案必须证明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消

耗了适当的计算能力。

验证 根据网络参数，可立即验证交易，或将其转录

为保密记录，并列入待完成交易名单。在这种情况

下，节点（即网络中的计算机或服务器）根据该网络

预先商定的一系列规则确定交易是否有效。

确认 必须确认区块后方可将区块加入区块链。对于

开源区块链来说，最广为接受的确认方式是工作量证

明，即利用区块头解决数学问题的方法。

链条 确认区块后，解决问题的矿工将获得奖励，而

区块将分布至整个网络。每个节点处均会将区块添加

至主链，即网络中不可变更且可审核的区块链。

内置防御 如果矿工试图将修改后的区块恶意提交至

链条，则该区块的哈希函数以及后续所有区块都将发

生变动。其他节点会发现这些更改，并拒绝该区块进

入主链，以防发生腐败事件。

图2

区块链的工作原理

资料来源：《区块链：民主化信任》（Blockchain: Democratized trust），Eric Piscini、Joe Guastella、Alex Rozman和Tom 
Nassim，德勤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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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公司将会受益于总结分析用例和案例研

究（参见补充栏），明确最有可能为公司带来

积极影响的用例，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个性化

定制。此外，制定清晰的实施路线图，确定并

分配包括资金、人才和基础设施在内的各项资

源，推动公司顺利实现区块链的应用。

2017年全球区块链收入约为23.4亿美元，到

2022年，这一数字或将达到139亿美元，复合平

均增长率达到42.8%。4然而，企业需要认识到，

由于缺乏有利的监管和法律框架、技术迅速变革、

人才差距以及区块链运营工作联盟等多重因素相

互影响，区块链的资本投资回报或将在中长期后

才能实现。5

案例研究

嘉吉运用单一区块链系统完成贸易融资交易

由于区块链技术能够简化、保障并加快支付过程，同时降低中介成本与风险，因此，推广B2B支付是区块

链的一大重要用例。2018年5月，嘉吉与排名前十的某家全球性银行合作，借助一款共享的数字化区块

链应用程序（而非多个系统），完成了全球首笔商业贸易融资交易，并将完成交易和书面记录的时间缩至

最短。6

可口可乐应用区块链协助解决饮料行业中的强制劳动问题

有些国家普遍存在强制劳动问题，食品和饮料公司对此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可口可乐因从这些国家采购

甘蔗而成为关注焦点。2018年3月，可口可乐公司与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利用区块链的数字分类账技术，

为其全球员工创建安全注册表，帮助可口可乐这类企业招聘部署真正愿意工作的员工，以确保整个招聘

流程完全透明，员工薪资公平合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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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区块链在消费品行业的潜在用例

以企业为中心的用例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用例

制造商可订购、出售、跟踪和追溯商品并为
商品付款。

可追溯性与可见性：互联供应链

供应链上的每一笔交易，无论是来自供应商还是制造商，

都可以作为有效且可验证的记录添加到产品的来源信息中。

产品的真实性和来源

可从零售及/或直接渠道到消
费者的整个供应链进行追踪。

产品交付

数据透明可实现对广告活动、活动执
行过程以及客户参与度的精准验证。

数字广告的真实性

自动保存记录
基于智能合同确认金融交易，减

少欺诈。

欺诈性金融交易

通过简化金融交易、加快流程并降低中间成
本和风险，使B2B支付更加便捷可靠。

供应链贸易与融资

企业能够识别不安全或有零部件缺陷
的产品，并发起有针对性的召回。

产品召回

企业可通过跟踪正品和隔离假货
来确保产品的安全性。

产品安全性

企业能够开发快速、安全且可
靠的定制化创新应用和工具。

产品开发与创新

消费者可随时获取详细的产品信息。

获取产品信息
消费支付

企业捕获、追踪消费者数据时，消费
者可参与个性化的忠诚度激励活动。

智能手段提升忠诚度 消费者可凭借事先商定的合同及协议获取售后
服务和保修。

获取售后服务

保障区块链驱动型平台上保存的消费者数据及购买信息数字记录的安全，

相比在本地平台上保存的数据更不易遭到入侵。

消费者保护

存储和分析相关产品和供应链数
据，帮助企业改进库存管理。

消费者可借助安全的网络快速、

安全地完成支付。

资料来源：德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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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颠覆性技术前沿

更创新、更大胆的颠覆性技术通过提高运营效率

和改善消费者体验，不断变革着企业的经营方式。

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可带来指数级的影响：应用

颠覆性技术能够提供优势条件，大幅提高相关流

程的产出和效率，形成乘数效应。例如，无论在

应用的前端还是后端，几乎所有区块链用例都涉

及到了物联网。2017年美国感恩节期间，嘉吉应

用区块链技术，使消费者通过智能手机扫描基于

物联网技术的条形码便能追溯他们所购买的火

鸡的来源。8

区块链是有潜力帮助消费品公司实现甚至引领数

字化转型的颠覆性技术，在消费品行业的前景不

可限量。德勤行业洞察力中心在发表的《借助区

块链和物联网技术应对里程碑式的食品行业标

识法》9一文中，介绍了区块链在食品行业的实际

应用，涉及可追溯性、可见性、召回以及产品信息

获取。敬请关注我们有关人工智能、数字现实以

及云技术等消费品行业颠覆性技术的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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