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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injected fresh vitality into various industries.
Block chain technology, for exampl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inancial field, great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is study will briefly introdu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ock chain technology,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of block chain technology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financial regulatory policies on this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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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各行业领域注入新鲜的活力，以区块链技术为例，被广泛用于金融领域中，极大
程度上推动金融业的发展与变革。本次研究将对区块链技术特征做简单介绍，分析金融业领域中区块链
技术的应用表现，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金融监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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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产物，区块链技术延伸到许多经济社会领域中，特别在金融业方面更加成熟
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区块链技术应用下，相关部门需做好引导工作，确保技术应用效果得到充分发挥
[1]。因此，本文对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业的场景应用探析及相关金融监管政策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区块链技术特征介绍
关于区块链技术，可将其理解为按照去信任、去中心化方式对一个可靠数据库进行维护的方案，一
般又叫做分布式账本技术。技术应用下有其自身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透明化。技术应用下，强调
系统中的运作规则、内容记录均透明公开，禁止做任何修改处理，其中的节点无法被修改或摧毁。第二，
去中心化特征。该特征主要表现为在点对点网络构建下，存储区块链数据均会在各节点中存储，而无管
理机构与中心化硬件，所依据的为密码学原理，而非第三方信任机制，即使其中有节点损毁，系统运作
不受影响。第三，匿名性特征。系统中的任何节点均可匿名存在，节点无需将身份公开。此外，区块链
技术的应用也有其安全性特点，表现为分布式网络应用下，数据库拷贝由各节点实现，数据无法被篡改，
冗余性较高，且容错功能较强，数据传输相对稳定[2]。区块链从狭义来讲是一种按照时间顺序将数据区
块以顺序相连的方式组合成的一种链式数据结构，并以密码学方式保证的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的分布式
账本，从广义来说区块链技术是利用块链式数据结构来验证与存储数据、利用分布式节点共识算法来生
成和更新数据、利用密码学的方式保证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利用由自动化脚本代码组成的智能合约
来编程和操作数据的一种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构与计算方式[3]。

3. 金融业领域中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
3.1. 资产交易市场
以往资产交易市场中，有交易效率不高、交易流程繁杂等情况，如证券交易市场，发行证券需经过
多个流程实现，若正式上市，也需耗费较长的交割时间。而在区块链技术应用下，数据网络系统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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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在资产交易速度上明显提升，且有助于交易成本控制，交易活动中的内幕交易、暗箱操作等行为均
会减少[4]。相关研究发现，若证券市场都在风险控制上相对成熟，引入区块链技术，以往 1~3 天的股票
交割时间将会减少至 10 分钟，其意味系统性风险与成本均会得到控制。另外，从流程管理角度出发，区
块链技术应用下，有助于证券交流流程优化，整个交易活动均被记录，市场运转效率因此提高[5]。

3.2. 票据供应链金融业务
金融领域中，票据与供应链业务涉及的环节较多，实际操作中往往有客户欺诈、违规操作等风险，
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实现去中介化，人工成本减少的同时，操作风险降低[6]。近年来国际上大多供应链
金融均较为复杂，有明显的分散式特征，各参与方之间的合作均要求有一个可信任第三方。而在区块链
下，将去中心化公共账本提供给各方，包括银行、进货商与供货商等，按照智能合约条件，实现自动支
付，手工操作失误问题得到有效控制[7]。

3.3. 国际支付结算
区块链技术引入到金融业领域中，在支付结算方面，考虑以点对点支付方式为主[8]，无需由第三方
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成本降低，且能够满足全天候服务、实时到账等要求[9]，特别对于跨境电商，支付
结算过程更有便利性、快捷性与及时性特点。当前许多国家金融业均借助区块链技术，在跨境支付结算
方式上不断更新。以 Ripple 所设计的分布式支付网络，无中央节点，设计目标在于进行全球统一网络金
融传输协议。再如 Circle 的 C2C 跨境支付平台[10]，也将区块链技术引入，技术应用下在帮助各国货币
资金支付结算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3.4. 数字货币
与传统货币比较，数字货币流动安全性更高，发行成本低，与电子商务、电子金融时代要求更能吻
合，这种数字货币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认可的一种货币形式，对帮助央行在控制货币流通能力提升上有
重要意义[11]。近年来许多国家在数字货币推出过程中，也对其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分析，主要表现为如
何从技术层面上实施数字货币，以英格兰银行为例，因退欧事件波及，需在金融服务清算系统上重新设
计，加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保证数字货币的推行[12]。而中国、俄罗斯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也逐步探
索如何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到数字货币发行中[13]。

4. 金融领域中区块链技术应用相关金融监管政策
不可否认区块链技术引入到金融领域中的价值，但仍需做好相关金融监管工作。如从金融监管部门
角度出发，应在区块链金融相关政策上不断完善，对整个行业市场需求、最前沿动态充分了解，确保国
内金融业领域中区块链技术真正落实。而从金融机构自身，在引入区块链技术中，也需结合自身实际，
可考虑构建试点，或在沙箱容错机制上完善，通过反复试验，保证技术应用下，实现金融体系完善、金
融业务架构重构的目标[14]。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监管政策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区块链技术的跨境结算与支付
作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我国每年对外交易额是非常客观的。目前，我国正在不断推动人民币汇
率的改革升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作为了结算货币，面对这样的国际贸易量，将区块链技
术用于境外贸易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提高运行的效率，从而保障支付结算安全。
2) 区块链技术对供应链金融的影响
区块链的一个优点是去中心化，这样可以帮助个人和企业等任一参与者减少中间商、中介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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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榨”，实现真正的 P2P。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

5. 结论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为金融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在实际引入区块链技术中，应正确认识技术
特征以及在金融业中的应用场景，同时做好金融监管工作，且结合金融机构，自身强化技术应用。这样
才能使区块链技术优势充分发挥，推动金融业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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