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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区块链及其提倡的思维模式实现治理

我以前是一名经济学家和分析师，我与 CFO 和 CEO

变革

一起工作的时间比与 IT 领导者一起工作的时间多。

全球贸易欺诈给全球经济造成了逾 6,000 亿美元的损

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

失。很多国家/地区的政府已花费数十亿用于加强反

当今全球经济变化的性质和规模意味着整个高管层所
担心的问题正在不断集中。IT 基础架构和经济基础架
构一直都互相关联，而且我们至今仍旧无法回避这个
问题。
2016 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召开以后，Reuters TV
邀请我就“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主题发表演说。第四
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多关键趋势今天仍在延续，比
如，数据大爆炸、千禧一代客户的按需型预期以及中
国与世界的新型关系等等。
不过，在召开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后，影响力更为
深远的经济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区块链的出现不仅是
为了改变全球企业的业务运营方式，也是为了从根本
上改变业务运营的基本点。
分布式账本从概念上看十分清晰，它使地球上的所有
公民都有机会拥有自己的数据，使企业诚信无可置
疑，同时也是一种在不影响价值的条件下自然地重新
调整价值链的方法。作为一个商务社区，我们一直在

腐败立法，但反腐战役仍然需要倾注更多精力，而且
代价高昂。一项 2013 年的 Ernst & Young 研究显
示，欧洲、中东、非洲和印度的接近一半的工作人员
认为，要在经济低迷时期生存下来，贿赂和腐败是可
以接受的。1
尽管至今仍没有国际反腐败法律，但英国的 2010 年
贿赂法令和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在应对全球范围内的
贿赂和腐败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反腐机构
透明国际组织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在 2015
年 对 撒 哈 拉 以 南 非 洲 地 区 的 28 个 国 家 / 地 区 的
40,000 多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五分之一
的非洲人认为自己受腐败影响。
反腐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收益前景非常广阔。这就使
区块链有了用武之地，尤其是无可置疑的智能合约，
因为它们有助于将透明性和明确性融入各种业务关
系。籍此，企业便能够提升严谨性，同时保护小组织
的权利。

为“改变世界”而努力，而且很关键的一点是，现在已

客户和企业期望建立更具响应性、更真实

经发生了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

可信的关系

若要了解未来 10 年和更长时间内企业可能发生的事

在世界范围内，智能手机用户的数量仍在不断增长。

情，就必须了解技术基础架构的最新进展。

非洲的移动采用率在过去两年内翻了一倍。世界越来

以下是对于高管层如何实现互助共赢的一些思考。

越互联互通，因此需要通过设备完成更多事项。10 年
之后，如果看到有人一边在大型购物中心闲逛，一定
盯着智能手机，会让人感觉很奇怪。
我们都知道，今天的设备可能会在将来被融入我们生
活之中的“事务”所取代。到 2020 年，汽车、服装、
传感器等 200 多亿种其他“事务”将接入互联网。这些
系统将会越来越多地与人们现实生活的基础架构保持
同步，而非强迫客户适应新的技术。

[1] Growing Beyond a Place for Integrity. 12th Global Fraud Survey by Ernst & Young

视频和社交媒体对于企业内容的创建越来越重要。与

虽然这个技术解决方案看起来不错，但该项目无法推

社交媒体的消息传送相比，宣称喜欢视频内容的消费

动真正的市场竞争，因为大型银行已在项目治理中充

者是宣称喜欢文本内容的消费者的近 4 倍。营销组织

当了控制角色。

同样也注意到了这一趋势，69% 的营销组织表示其
视频内容预算正在“增长”或“显著增长”。尽管如此，
但超过 70% 的公司仍未收集社交媒体渠道的数据。
快速响应这一渠道对于支持基础架构至关重要，因为
它不仅改变了规模，还彻底改变了需要存储和处理的
资产类型。压缩和存储解决方案需要具备响应性，但
若要获得成功，必须具备“客户至上”的思维，还需要
智能规划以及相应的技术。
Direct Marketing Association 预测，未来五年社交媒

一流的技术与传统思维的结合只能使我们发展到目前
这一步。更糟糕的是，公众能够通过社交媒体上的清
晰视图进行观察，而社交媒体上的很多言论都是华而
不实的。社交媒体无处不在的开放性特点意味着客户
和公司有望实现真正的合作关系，而且能够识别以协
作形式呈现的各种企业控制措施。
在商业变化不断加速的这种新环境中，区块链技术能
够彻底改变合作模式，进而实现更好的发展。

体的使用率将发生巨大变化。预计日益分散的可用数
据和更大的社交媒体市场投入会导致全球范围内加大
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到 2021 年，预计四分之一的市
场预算集中在社交媒体领域。
轻松高效地处理非结构化数据并提交无缝分析（无缝
分析并不总是需要一位数据科学家进行快速解释）已
变得非常重要且十分紧迫。

超级账本 (Hyperledger Project) 项目是区块链基于协
作的理念将大型企业与独立的创新者相结合的典范。
众所周知，分布式账本会改变全球业务的交易方式，
而该项目的目标就是识别并解决分布式账本跨行业开
放标准的重要功能，进而推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该
项目属于 Linux Foundation 的项目，而且实施了很多

业务合伙关系正在彻底地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看到，

与其他领先的项目类似的开源最佳实践。如果您是企

大型企业与初创公司之间近年来开展了很多协作。但

业家、领导者或对该领域有兴趣，我推荐您在

在某些情况下，“伙伴关系”是一个带有偏见的词汇。

Hyperledger Project 网站上进行查看。

通过 API 建立伙伴关系已成为主流，但他们所设想并

区块链和安全：需要让董事会放心

部署的方式通常仅仅适合规模较大的企业。为了让银
行更具竞争力，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最近尝试推出了 API 项目。
该项目将于下一年度启动，旨在帮助规模较小的合作
伙伴访问之前被大型银行所保护的数据，并迫使规模

Greenwich Associates 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
示，很多银行和技术领导者都对区块链技术的安全性
和机密性表示担忧，不过也有部分银行和技术领导者
已经将区块链投入生产。

较大的参与者接受新挑战者的 API。因此，有望出现
一种更强大的客户产品，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多特定情

•

56% 的银行和技术领导者担心交易的机密性问题。

境。

•

52% 的银行和技术领导者担心私有密钥的保护问题。

• 不过，接近四分之一 (23%) 的银行和技术领导者担忧交易中所采
用密码算法的强度。

[2] Securing the Blockchain. 2016 年 8 月 17 日. 作者：Richard Johnson、Greenwich Assoc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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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和可用性是大多数董事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但

利用区块链的数字账本能够帮助 Everledger 记录宝石

相关研究已经明确表明，空谈并不能带来实效。在安

的归属和出处。这种账本使得盗贼很难出售钻石，除

全和数据隐私方面，领导者越来越关注有助于确保安

非对钻石进行重新切割，模糊其识别标志或序列号，

心的实际措施。

不过这样就会降低钻石的价值。

确保速度、安全并提高速度
有证据显示，IT 基础架构的进展确实能够开始应对我
们的部分最大经济挑战。
由于数字世界的巨大需求会对企业产生影响，因此旧
有做法必定需要予以改进。即使是摩尔定律，现在人
们也普遍认为只不过是在垂死挣扎。全球变化的需求
迫使各种形式和规模的企业进行创新，否则这些企业
就会面临消亡。
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顶级品牌纷纷将 IT 基础
架构转移至云环境。这种惊人的变化速度要求公司必
须具备一流的敏捷性，同时还要能够快速适应董事会
和股东在安全方面的苛刻要求。

案例研究

“通过与 IBM Blockchain 合作并以此作为我们的运营
支柱，我们能够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构建一个平台，
用以解决钻石行业当前面临的系列问题，此外还有助
于改变我们对全球市场上所交易商品的保护方式。”
- Leanne Kemp，Everledger 首席执行官、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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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ledger 采用了 IBM 技术（IBM Bluemix 上的 IBM
Blockchain High Security Business Network，通过云
交付并由 IBM LinuxONE™ 提供支持），现在能够直
面这些问题，并确保在 80 个国家/地区进行交易的数
百万钻石非常安全。
其中一个关键的成功因素在于战略思维的质量。
Everledger 并未简单地将旧有方法改变为云，这种伙

Everledger：是一种钻石安全数字账本，能够

伴关系能够配置一个微妙、真正的战略方法，更适合

利用区块链防止盗窃或欺诈

于企业的远大目标。

对于高度安全性而言，全球钻石市场就是最好的示

由 于 IBM LinuxONE 十 分 独 特 而 且 安 全 ， 因 此

例。Everledger 是位于伦敦的一家初创公司，该公司

Everledger 采用了 IBM Blockchain 来防御内部威胁，

提供用于钻石识别和事务验证的固定账本，而且目前

保护数据、切入点和网络的完整性。IBM LinuxONE

正与 IBM 进行了通力协作，大规模纳入了最高级别

是全球最大的安全服务器，符合钻石行业的严格安全

的安全性和防欺诈措施。钻石市场存在很多需要解决

要求。

的问题，而 Everledger 正借助区块链以及 IBM 的支
持在业内进行大量可持续的变革。保险索赔和假冒问
题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造成 1.7 万亿美元的损失，这一

“由于 IBM LinuxONE 非常安全，因此我可以高枕无

数字是令人震惊的。欺诈、文件篡改和规模庞大的黑

忧。”4

市对数代人以道德、安全的方式开展业务的能力带来

- Leanne Kemp，Everledger 首席执行官、创办人

了巨大冲击。Everledger 是一种全球数字账本，旨在
跟踪并保护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钻石欺诈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Everledger 技术可通过交叉引用账本来
检查钻石的出处，防止买家上当受骗。

[3]“Everledger 推出了区块链平台，旨在通过金伯利进程对出口钻石进行数字化认证” ECONOTIMES. Blockchain Revolution Series. 2016 年 9 月 28 日。
[4] IBM Edge 对 Leanne Kemp 进行的访谈。2016 年 9 月 20 日。

利用 IBM LinuxONE 保护区块链

3. 可用性

LinuxONE（IBM 的安全开源 Linux 服务器）计算速

LinuxONE 具有无与伦比的安全性、可用性和性能。

度十分惊人，而且还具有一些地球上最高级的安全功

借助可支持 8000 台虚拟机的容量，最多 10TB 的内

能。IBM 团队认为，某些流行的云环境敞开了“后

存以及能够支持所有大型工作负载的 141 个专用处理

门 ” ， 进 而 造 成 敏 感 的 私 有 数 据 易 受 攻 击 。 IBM

器内核，该系统的垂直可扩展性对于所有任务关键服

LinuxONE 解决方案能够对整个堆栈和数据进行签名

务器来说非常重要。未来，通过与您的任务关键应用

和加密，而且其内部容器均为安全的服务容器。

进行区块链集成，您将能够在相同的位置运行区块

唯有确保区块链服务在实际中能够与概念上一样安

链，进而能够获取所有相同的优势。

全，才能够说服董事会尽早采用这些新方法。越来越

具体来说：IBM LinuxONE 的特性与董

多的企业开始采用“混合方法”来应对基础设施挑战：

事会目标一致

既充分利用现有技术，同时又根据特定情境谨慎地实
施转型。

以下所述是为何首席技术官需要考虑在

•

业内经独立认证的最高安全性。

•

每个级别均保持独立，包括应用、容器、虚拟服
务器和分区。

IBM LinuxONE 上运行区块链的三大技

•

将安全功能内置于系统的各个部分。

术原因：

•

具备防纂改的专用加密处理区块链等独特功能。

1. 安全

•

充分检查硬件和内存，实现数据完整性，确保安

该平台是唯一一个具有最高商业安全等级的平台。它

全的事务吞吐量。
•

专为业务关键应用而构建，不存在任何故障。

区。此外，凭借固件和加密卡内具有区块链散列、签

•

确保平台能够维持数十年的无间断运行。

名、安全和防篡改加密密钥的内置加速器的硬件加密

•

容错内存有助于确保持续运行，不会发生中断。

功能，IBM LinuxONE 是可进行区块链事务处理的最

•

预备备用处理器内核，以便应对活动内核内的任

能够单独保存账本，将账本置于存储器内的不同分

安全的平台。IBM LinuxONE 实际上可提供无限数量
的活跃签名。

2. 速度
借 助 该 硬 件 平 台 ， 可 加 快 与 CICS 、 IMS 、 TPF 、
DB2、VSAM 或其他流程中的现有业务数据的互动速
度。由此，该平台的内存网络容量能够加速访问业务
数据，前提条件是这些数据是您的区块链事务中的一
部分。IBM 测试结果显示，与 x86 区块链基础架构
相比，访问业务数据的速度要快 7 倍。

何紧急问题。
•

可借助智能分析来预测并防止潜在的未来故障，
确保全面的业务连续性和灾难恢复。

执行摘要
最后，经过测试，IBM LinuxONE 能够承受地震，而且在火灾和洪水
事件中都能够幸免于难，而其他所有基础架构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简而言之，LinuxONE 为开放式社区的速度、规模、安全性和可用性
设定了新的标准。
总之，这种企业 Linux 平台具有处理区块链所必须的速度、规模和安
全性，因为他们的规模和复杂性在不断增长。
IBM LinuxONE 有助于交付预期的区块链，进而实现安全的交易和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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