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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出行服务的区块链
借助安全的数据，实现个性化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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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出行服务的区块链

推动变革浪潮
汽车共享、拼车和打车服务已屡见不鲜。优步以及
其他一些个性化出行服务重新定义了人们的出行方
式。如今，这些服务开始重塑传统的汽车所有权本
身。当人们从一辆汽车换乘另一辆汽车时，个人信
息和喜好也需要如影随形，就如同驾驶的是自己的
汽车一样。根据定义，区块链是指不可变的共享总
账。它可以应对新型个性化出行所带来的许多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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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推动的个性化出行
出行绝不仅仅关乎汽车本身。消费者要
求根据个人特点和生活方式喜好，量身
定制出行方案。自动化、人工智能、数
字商务和物联网 (IoT) 彻底转变了车辆
操控方式，车辆使用和所有权模式也可
能随之发生全面改观。这一系列颠覆性
转变所引发的连锁效应必将推动相关行
业（如保险、能源、旅游和石油行业）
发生巨变。
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近期开展的一项
调研显示，在未来的 10 年，将个人汽
车作为主要出行方式的群体将减少
5%。1 大部分汽车的实际使用时间非常
有限。汽车的使用有了全新的选择，人
们不必再预先付费购买汽车，从而避免
私家车大 多数 时间都 在“睡大 觉”的情
况。驾驶员和乘客现在可以通过出行服
务，付费用车。例如，car2go 是不设定
固定租借场所的汽车共享系统。该公司
还不断拓展业务，组建商业车队，提高
车辆利用率，降低车辆成本。

不买汽车并不意味着放弃个性化出行。
人们期望的是，无论汽车是否归自身所
有，都能获得同样的个性化体验。他们
希望汽车像其他个人设备一样，能够提
供心仪的娱乐内容和信息，可以进行购
物、预定酒店乃至监测个人健康状况。
消费达人对个性化互动的期望值更高，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零售等其他一些行
业 所 带 来 的 高 度 个性 化 和 定 制化 的 体
验。随着车辆对软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
深，实现车内个性化的数字体验不再是
奢望。通过使用个人相关信息，车辆可
以提供人们所需的个性化体验。因此，
汽车就变成又一种智能设备，在人们出
行过程中提供贴心服务。但是，为实现
车内个性化体验，采用可靠的方式保护
数据是关键。

人们期望的是，无论汽车是
否归自身所有，都能获得同
样的个性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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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出行服务的区块链

安全统一的数据传输

什么是自我主权身份？
“自我主权身份”概念是指人员和企业
有权存储和控制自己的身份数据。他
们可以自 行将身 份数据 提供 给验证
方，而不 必依赖 身份数 据中 央存储
2
库。

未来，人们可以运用基于区块链的安全
总账来管理车辆数据、个人喜好信息和
交易信息。在区块链的帮助下，可在可
扩展的个人和机构群体之间共享分布式
总账。这有助于提升各参与方的信任
度、透明度和可设计性。与事件或交易
相关的数据都有时间戳记，附加在记录
之中，而且只有授权参与方方可实时获
取这些数据。鉴于只能根据各参与方一
致同意的规则添加记录，因此各方均无
法规避相关规则。这样，数据就成为了
牢不可破的信任链的一部分。

在个性化出行环境中，区块链可用于识
别驾驶员、乘客和车辆的数字身份。特
定 汽 车 的配 置 和喜 好 可锁 定 至个 人 身
份。这些身份数据将随个人在车辆间流
转。因此，某一天驾驶员可能在驾驶宝
马，但第二天可能又去驾驶大众。驾驶
员的动力、娱乐乃至保险费率喜好将随
人在车辆间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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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业务模式和智慧合同
区块链还可以管理驾驶员的小额支付，
包括汽车充电费、通行费或停车费。所
有这些信息均与驾驶员和特定车辆的身
份关联。有了区块链，就可以安全地确
定特点时间段内汽车使用者的身份，因
此新型业务模式也随之出现，比如按里
程付费。鉴于能够确定驾驶员的责任，
因此保险公司可以根据里程和驾驶员行
为计算保费。借助永久性的驾驶资料，
可以根据个人驾驶风格调整保险风险模
型。这种方法有助于鼓励用户提升驾驶
技能，从而避免沉重的保险负担。
另外，区块链还可以作为一种机制，将
业务逻辑保存为智慧合同，使服务提供
方能够跨越企业边界提供服务。由于依
赖于第三方机构，因此目前的汽车共享

业务范围还十分有限。例如，如果驾驶
员租车并在特定城市取车，那么只能在
规定的半径范围内驾驶，因为目前必须
在始发位置终止合同。驾驶员必须将车
开回始发城市才能终止合同。有了智慧
合同，更多的企业可以参与提供其他服
务，如充电、清洁及保证车辆资源持续
可用。在智慧合同技术的支持下，整个
流程可以自动分散运转。

个性化出行不再是车主专属

由于驾驶员的个人资料是极为宝贵的数
据集，因此管理至关重要。对于由区块
链、加密及智慧合同支持的服务，安
全、认证和隐私至关重要。出于道德和
法规原因，企业必须对区块链网络进行
管理和监控。

BlaBlaCar 和 vRide 就属于拼车服

汽车共享：短期汽车租赁，用户可在
无人监管状态下使用车辆。此类服务
包含燃 油费 和保险 费。Car2Go 和
Zipcar 就属于汽车共享服务。
拼车：一种合乘私家车的形式。出
发地或目的地相同的乘客之间互相
联系后，就可以安排拼车。
务。
打车服务：按需向驾驶员索取出行
服务，驾驶员驾驶私家车为乘客提
供付费服务。Gett 和滴滴就属于打
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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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发展新业务

案例研究：Car eWallet
汽车制造商 ZF Friedrichshafen、
投资银行 UBS 和 IBM 正联合打造一
款基于区块链的汽车行业移动支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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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Car eWallet 是一种数字化汽
车助理，可在行驶过程中安全便捷地
完成支付。采用区块链后，不再需要
通过第三方供应商或中央计算中心处
理交易和命令，同时还能提供可靠且
不可更改的数据记录。安全的区块链
基础架构将向授权用户显示车辆信
息，并执行任务和交易。

消费者是推动汽车 行业变革的 核心力
量，因此问题不在于出行方式是否会发
生变革，而是何时发生变革。据 IBM 商
业价值研究院近期对 16,000 多位消费
者进行的一项汽车行业调研显示，传统
汽车拥有模式已不再能够满足消费者的
未来期望。 3 在受访者中，39% 表示汽
车共享是一种非常 重要的未来 出行方
案，36% 认为打车服务非常重要。 4 甚
至点对点租车也是 一种可行方 案，有
1/3 的受访者表示对此很感兴趣。5

69% 的受访行业高管将“打
造基于新服务的产品”作为
重要的行业发展领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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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专家

未来展望
未来，汽车制造商应考虑采用新型方
法来保护数据安全和增进信任。以下
是推进战略的过程中需要思考的一些
问题。
•

•

贵组织在区块链发展之旅中处于哪
个阶段？贵组织打算以何种力度将
区块链应用于特定职能和活动？
在处理人员数据时，如何保证数据
安全并建立信任？

•

•

•

在消费者行为从拥有车辆向使用车辆
转变的过程中，如何营造品牌归属感
和品牌忠诚度？
您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在具有不同数
据共享规则的不同地区打造始终如一
的体验？
如 何 运 用 自 我 主 权数 据 管 理 ，在 客
户 、 车 辆 和 服 务 提供 商 之 间 实 现 无
缝、合规而又可持续的数据共享？

Julian Fi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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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richshafen E-Mobility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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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 At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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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全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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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atanda@uk.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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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er Gahr
创新、区块链和物联网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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