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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智慧贸易中⼼ 
澳⼤利亚合作研究中⼼ （CRC）未来⻝品系
统 (Future Food Systems)研究中⼼第⼀智慧贸
易中⼼研发项⽬开启了 

BeefLedger和昆⼠兰科技⼤学（QUT）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将与澳⼤利亚

和中国的⻝品经销企业合作，探索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法来简化跨境贸

易。这个智会贸易中⼼项⽬涉及多个阶段的研究， 初始阶段是平台概念验

证，将开发⽀持智慧贸易增⻓所需的软硬数字基础设施。新的基础设施将补

BeefLedger 区块链技术 1

后疫情时期重新推动贸易

发展对中国⾄关重要，对

世界上⼤多数其他经济体

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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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区域出⼝枢纽的实体元素，并根据当前的消费

者⽂化和社区趋势，开发新的数字价值创造⽅

法。 

昆⼠兰科技⼤学 (QUT) 的客座教授和BeefLedger 

创始主席Warwick Powell（鲍韶⼭）说：“ 

COVID-19疫情正在挑战各国之间的互动⽅式， 

尤其是贸易关系。” 

“当我们还在反思战略意义时，我们最⼤的贸易伙

伴 （中国）正从疫情停摆中崛起。” 

“让我们的区块链建设井然有序，特别是在⻝品出

⼝领域，符合澳⼤利亚的国家利益。”

“区块链和智能贸易”项⽬是BeefLedger，SCP 

Capital Pty Ltd和QUT研究团队合作开展的多阶

段研究，旨在开发新的数字基础设施，以使后疫

情时代的跨境贸易更安全和更简化。

这个与未来⻝品系统CRC开展的新项⽬是建⽴在

先前由QUT，BeefLedger Ltd和Food Agility CRC合作开展的具有突破性的

研发项⽬ – 出⼝智能合约（Export Smart Contract）的基础上。 

出⼝智能合约研究项⽬侧重开发区块链技术

⽀持的跨境⾦融交易智能合约⼯具。该研究

让我们在⽜⾁供应链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学习

经验。 BeefLedger团队由衷地感谢⻝品敏捷

项⽬中⼼（Food Agility CRC）在概念验证

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并期待着整个CRC社

区开展持续合作。

现在，依托BeefLedger在中国⽜⾁供应链的

⽹络资源和已研发的区块链专业知识，未来⻝品系统项⽬将设计和开发⼀个

新型地智能平台，⽀持⻝品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跨境贸易。中国是关键合作

伙伴，将作为概念的证明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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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让我们在⽜⾁供

应链领域积累了丰富的

学习经验。

“这个新的合作项⽬的⽬
的是依托⽜⾁供应链开
发⼯具，使⻝品出⼝商
可以利⽤供应链追溯
性，产品认证和简化的
跨境⽀付等前沿技术⽆
缝地进⼊中国市场。” 

-WARWICK PO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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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wick Powell 鲍韶⼭ – BeefLedger的创始主席兼昆⼠兰科技⼤学（QUT）的客座教授 – 是为期三年，多阶段的智能

贸易区块链项⽬的产业主导⼈，该项⽬旨在为跨平台开发新的软硬件数字基础设施边境贸易。图⽚来源：BeefLedger 

什么是区块链和智能贸易项⽬？ 
该项⽬的名称是：基于区块链, 治理模式和数字社区的新⽅法构建智能贸易中⼼：模块化及可扩展

的多阶段研究项⽬，旨在后疫情时代的跨境贸易环境中开发⽀持智能贸易增⻓ （中国是将作为主

要交易伙伴）所需的软硬数字基础设施。

作为CRC智能贸易中⼼研究主题下的第⼀个项⽬，它将探索分布式分类帐技术在简化⻝品出⼝供应

链中的作⽤。 CRC⾸席执⾏官David Eyre说，该项⽬将为CRC的贸易和物流创新路线图做出重要

贡献。 

Eyre说：“我们的⽬标是开发和展示可缩短供应链时间和降低成本的技术和业务解决⽅案，同时为

消费者提供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品的安全性。”

“贸易伙伴，尤其是在北亚主要市场中的贸易伙伴，正在就订购，履⾏，贸易⽂件和合规流程进⾏

数字化变⾰。在这个背景下，澳⼤利亚必须致⼒于实现与主要市场交易的数字化对接。 

“在这⽅⾯，区块链是关键的驱动技术。”

该项⽬研究将由QUT研究团队开展，该团队成员包括城市信息学教授和⾸席研究员Marcus Foth, 

法学院的Felicity Deane博⼠以及科学与⼯程学院副教授Xavier Boyen。另外，QUT客座教授

Warwick Powell是该项⽬的产业负主导⼈。

Foth教授说：“我⾮常兴奋能领导这个项⽬并继续与BeefLedger Ltd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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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品供应链项⽬过于侧重于物理和农业⽅⾯或数字技术⽅⾯。 QUT的智慧贸

易项⽬是真正的跨学科项⽬，汇集了区块链和智能合约开发⽅⾯的技术专⻓，国际贸易和治理⽅⾯

的法律专业知识， 以及在⻝品溯源和消费者⽂化⽅⾯的⼈⽂专业知识。” 

“该项⽬由QUT设计实验室主持，它是由设计主导的，它可以通过横向思考以及模块化和可扩展的

研究计划来实现创新。” 

“区块链和智能贸易项⽬将不仅能让我们的⻝品供应链合作伙伴和澳⼤利亚⻝品出⼝⾏业受益，还

将以新的⽅式⽀持整个澳⼤利亚区域的经济发展。”

QUT的城市信息学教授Marcus Foth将领导研究团队。图⽚来源：昆⼠兰科技⼤学 

安全，简化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智慧贸易 
区块链和智慧贸易项⽬将从2020年5⽉开始为期三年，分为四个阶段开展： 

第⼀个阶段是在平台概念验证，计划于2021年4⽉30⽇完成。项⽬团队将设计基础技术，重点是整

合区块链资产注册以及在供应⽅层⾯的跟踪和⽽消费层⾯的需求聚合。⽬的是（1）在区块链技术

（更笼统地说分布式账本技术 – DLT）的基础上，（2）在脱链治理系统的⽀持下，以及（3）在现

代消费⽂化和社区的背景下，开发新的硬件和软件数字基础设施，以覆盖和补充现有出⼝中⼼的物

理要素（包括，运输基础设施，仓储和物流等）。

第⼆阶段是验证概念（POC）部署 – 新南威尔⼠州⽜⾁供应链。团队将在更⾼粒度和复杂度的红

⾁供应链中应⽤新技术，从⽽实现以需求聚合为导向的供应计划，⻛险规避和融资模型。随着数据

量和活动的增⻓，将会赋能⼈⼯智能和机器学习能⼒来优化⽹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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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跨境治理。旨在实现“简化的跨境交易流程”，并基于跨境的治理框架⽀持全链数据验

证，以实现“⽆纸化”海关业务流程。

第四阶段是多⾏业拓展。研究团队将就基于第⼀到第三阶段的研究成果构建核⼼技术基础，关系和

业务模型，这些模型将其他⻝品准⼊和拓展中国各地市场。

QUT 客座教授Warwick Powell（鲍韶⼭）说 “该项⽬基于我们在基于⽜⾁供应链的区块链的跨境技
术在开拓中国市场⽅⾯的学习和经验。” 

“这个新的合作项⽬的⽬的是依托⽜⾁供应链开发⼯具，使⻝品出⼝商可以利⽤供应链追溯性，产
品认证和简化的跨境⽀付等前沿技术⽆缝地进⼊中国市场。”

BeefLedger与社交电商平台Liberty Post合作举办的澳⼤利亚⽜⾁和葡萄酒展示晚餐，北京（2019年11⽉北京）。与会
嘉宾有70多位，包括酒店厨师，葡萄酒⾏业的批发商和经销商，酒店经理和社交电商负责⼈。图⽚来源：BeefLedger 

与其他CRC合作伙伴结盟 
David Eyre表示，交流和协作是CRC项⽬的主要优势。 

Eyre说 “未来⻝品系统的许多CRC合作伙伴都是智能供应链领域的利益相关者。为此，

BeefLedger，新洲农⺠协会，Escavox和新南威尔⼠州州政府的农业部（NSW DPI）正在讨论⼀个

相关的示范项⽬，该项⽬将通过可追溯的商品出⼝来在测试市场规模。”  

“新的商业模式和政策模型与技术⼀样重要。⾏业和政府供应链参与者需要获得使⽤新技术的经

验，以便能够探索现实世界中的挑战和机遇。”

Eyre还表示：“这也是我们与其他⼏个CRC相交的领域。” “除了与我们的政府和⾏业合作伙伴合作
之外，我们还期望与iMOVE CRC，北澳⼤利亚CRC，打击⻝物浪费和⻝品敏捷CRC在此领域进⾏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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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利亚国家区块链路线图及CRC⾥程碑的⼀致性
该项⽬拟合澳⼤利亚联邦邦政府《国家区块链路线图》（2020年2⽉发布）中列出的优先发展领
域，特别是以下领域：

1. 农业溯源和规避⻝品欺诈/假冒品牌致使价值下降的问题；

2. 跨境贸易，特别是与相关政府部⻔合作，以确保澳⼤利亚企业可以融⼊到正在开发的新兴
数字贸易基础设施中；和

3. 利⽤双边协议来考虑试点项⽬或与其他国家整合区块链技术合作的机会

这对澳⼤利亚为后疫情时代做准备具有重要意义，在后疫情时代确保产品安全和端到端可追溯性将

变得尤为重要。 

QUT 客座教授Warwick Powell（鲍韶⼭）说 “这是⾄关重要的时机，因为我们开始构建COVID-19

之后的'新常态'。”

 “该项⽬与澳⼤利亚联邦政府在《国家区块链路线图》（2020年2⽉）中对⻝品供应链应⽤场景的重
视程度完成拟合，并且可以展示澳⼤利亚最好的创造⼒和应⽤创新。”

社交电商 （Liberty Post）的微信⼩程序拥有约300,000固定活跃⽤户，并且在不断增⻓ – 通过⼴泛的在线影响者和内部
“关键在线消费者”的社交⽹络，覆盖了120,000多个SKU，受众群体达数千万。社交电商，将电商与社交推荐和数字化游
戏化相结合是中国市场增⻓最快的零售渠道。图⽚来源：Liberty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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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的新常态 
中国是澳⼤利亚最⼤的农业市场以及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诸多的事态发展，正在塑造我们所谓的

中国经济模式和驱动⼒的新兴的新常态，以及与贸易伙伴的互动关系。最近发⽣的COVID-19疫情

进⼀步放⼤了这些关注。中国新兴新常态的要素包括：

1. 随着中国⼈⺠的⽇益富裕，家庭普遍在消费⼤量⻝物。进⼝⻝品（蛋⽩质，园艺等）也在增

加。这将继续为具有成本优势的卓越⽣产商带来需求和贸易机会。保持基本的成本竞争⼒需要

严格把控和提⾼供应链各个环节的效率。就本项⽬的⽬的⽽⾔，重点是信息的产⽣，收集，确

认，存储和传输所涉及的成本。优化信息⽣产链是提⾼效率的基础，另外，通过DLT协议，还

具有降低规避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反复⽆常⻛险的成本。这也将提升向前和向后的供应链可追溯

性。

2. 中国于2016年通过了《健康中国2030年战略》, 并于2019年启动实施。HC2030的战略⽬标包括

改善供应链管理和完整性，数字化和治理。

3. 2019年，中共中央委员会承诺中国采取以区块链为中⼼的途径开拓创新新领域。与此相关的是

宣布了有关密码法和⽹络安全的新⽴法。与区块链开发相关的国家和国际标准也是中国不断发

展格局的⼀部分。中国区块链的战略基于⾏业，学术研究和个体企业的整合，可称之为“协会”

架构。在过去的三年中，涌现了许多区块链⾏业协会，这些协会是设计和开发⽤于不同环境的

凝聚性区块链基础设施策略的基础机构。这种 “协会” 结构体系假定信息（数据）以及配套的基

础设施具有重要的公共物品属性，从⽽为 “整个⾏业”的⻓期治理奠定了基础。

4. 除了销量增⻓，零售业正逐步演变为新模式，其中数字技术处于消费者和产品供应链的接⼝。

“社交电商”的新模型正在扩展传统的电商平台。社交电商将消费者及其信任的⽹络视作价值创

造新模式的核⼼。团购，推荐和以及消费者从被动的产品和服务购买者转变为通过数字化⽣的

积极价值创造者。零售的数字化，⼀⽅⾯对销售，推荐和分销模型产⽣影响，另⼀⽅⾯也为澳

⼤利亚⽣产者社区通过这些新模式纳⼊数字价值环中带来机遇。此外，数字化消费正在与新的

“体验式”的购物紧密结合。

5. 团购⼀⽅⾯正在通过基于信任的⽹络进⾏整合；另⼀⽅⾯，通过动员购买⼒来调动更好的供应

链价值创造。到⽬前为⽌，团购主要来⾃社交⽹络（朋友和家⼈），但新的团购模式也正在涌

现，⽐如社区团购。这种整合模式借鉴了更为传统的居住安置模式，“社区”（包括城市村庄，

住宅⼤院等）正在将整个社区的采购责任分配给该社区的特定⼈员。随之，产⽣了对可信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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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凭证的新诉求（⽐如采购团⻓寻求与其互动的供应链的可信性）以及上游供应商采取买⽅

发起模式来规避⻛险的新模式（预购买；应收款融资）。

6. 消费者专业化是基于社交电商，社交电商将传统的单向买卖关系拓展到在线模式，并转变为多

维关系和⻆⾊。消费者也是新内容的⽣产者，然后通过庞⼤的朋友，家⼈，熟⼈以及陌⽣⼈⽹

络分发和访问。短视频（例如抖⾳和快速）的出现为消费者在其可信任的⽹络上产⽣新价值流

带来可能。从出⼝商的⻆度来看，主要挑战之⼀是如何最好地参与其中（通过内容创建和内容

消费）。这就需要对能⼒建设做出⼀致的承诺，这也在传统供应链相关活动的数字经济基础上

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社交电商 （Liberty Post）的微信⼩程序 – BeefLedger品牌的澳洲⽜⾁的展示界⾯。图⽚来源： BeefLedger 

出⼝商⾯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最好地参与到这些动态中。这样做需要对能⼒建设做出⼀致的承诺，

⽽这⼜将整合数字经济与传统供应链活动的基础上，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到⽬前为⽌，澳⼤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品贸易仍着眼于数量增⻓，并没基于产品差异化和⻝品的
溯源来实现溢价。澳⼤利亚的⽣产者社区和在中国的消费者社区之间⼏乎没有跨⽂化的理解。” 
Foth教授解释说。 “我们的项⽬将对此进⾏深⼊研究。

“我们看到中国出现了新的线上社交零售新⽅式，对于澳⼤利亚来说，借助此⽅式了解中国消费⽂
化的新趋势及其对跨境贸易的影响⾄关重要。” 
Foth教授指出：“社交电商将消费者及其信任的⽹络置于价值创造新模式的核⼼。通过在社交媒体
平台（例如，⽃⾳）上进⾏创造性的内容制作，这种数字化的变⾰将被动的产品和服务购买者转变

为积极的价值创造者。”  
“ QUT的研究⼀⽅⾯将调查这些影响及其对销售，推荐和分销模型的影响，另⼀⽅⾯开展能⼒建设
将研究澳⼤利亚⽣产者社区整合到这些数字价值回路中去。”

BeefLedger 区块链技术 8



中澳智慧贸易中⼼项⽬ 2020年05⽉27⽇

QUT客座教授Warwick Powell （鲍韶⼭）表示：“维持有效的市场准⼊以推动贸易增⻓对澳⼤利亚的⻓期经济福祉由这
⾄关重要的作⽤。”图⽚来源：BeefLedger 

后疫情时代与中国的简化贸易 
“后疫情时期重新推动贸易发展对中国⾄关重要，对世界上⼤多数其他经济体也⼀样，” QUT客座

教授Warwick Powell（鲍韶⼭）解释说： “中国于4⽉8⽇宣布了另外46个电⼦商务贸易区。

 “现在的战略驱动⼒是简化货物，服务，⼈员和数据的安全运输，以降低成本，最⼤程度地减少延

误并获得通过实体经济脉络实现价值流通。”

 “本周，中国启动了其基于国家区块链服务⽹络（BSN），并对其数字货币电⼦⽀付（DCEP）计

划进⾏了测试。 BSN是中国为贸易伙伴提供的多向连接的数字基础设施。它将运⾏⼀个新的互联

⽹协议，以实现数据共享，以及以更有效的⽅式来评估和交换数字化资产。这将会极⼤地降低成

本，并扫除消⼊⽹障碍。” 

“澳⼤利亚农产品出⼝占到了其农业⽣产的70％，” QUT 客座教授Warwick Powell（鲍韶⼭）指

出。 “其中25％出⼝中国。维持有效的市场准⼊以推动贸易增⻓对澳⼤利亚的⻓期经济状况⾄关重

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新项⽬感到兴奋的原因，我们正在与QUT的同事以及未来⻝品系统 

(Future Food Systems CRC)的合作者共同启动这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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