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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全球公有链在民生领域的

“第一单”开启应用。由上海市房地产

经纪行业协会、上海树图区块链研究

院和零幺宇宙联手推出的“房屋租赁

服务平台”上，数百套徐汇区公租房的

房源信息正式“上链”。

公有链是全世界任何人都可读

取、发送交易且交易能获得有效确认、

也可参与其中共识过程的区块链。一

旦开启，谁也不能让它停下来。目前，

全球共有比特币、以太坊和树图三大

公有链社区，分别代表着三代公有链

技术。在达到相同性能和可靠性的前

提下，上海原创的树图区块链每秒可

处理3000笔以上交易、23秒即可确认

交易，其速度是比特币系统性能的428

倍、以太坊系统的75倍。

“房屋租赁服务平台”只是树图公有

链上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的冰山一

角。华能“碳账本”、湖南卫视数字主持

人……过去一年，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

都在寻求与树图的合作，这条世界第三

代公有链迎来了应用爆发期。

这样的速度比上海树图区块链研究

院院长龙凡预料的快了些，不过这并未

打乱他的工作计划。龙凡始终认为，树

图区块链研究院应该做的，就是解决区

块链科技领域最核心的问题，给这个蓬

勃发展的新天地“打地基、铺铁轨、拉电

线”——等这些基础设施建好了，就会吸

引越来越多的应用，未来这里会变得鳞

次栉比、车水马龙。

树图区块链上线一年多来累计处理上百万名用户超20亿笔交易，迎来应用爆发期

“上海原创”世界第三代公有链上正在发生什么

眼下，在树图区块链上，一些互联

网的既定规则正在被打破，一些新玩

法正在出现，应用生态日渐蓬勃。

近年来，短视频、直播等行业飞速

发展，互联网平台不断做大。《中国网

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2020）》显示，

2020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市场规模

超 11000亿 元 ，较 2019年 增 长

23.6%。互联网上的数字内容主要涉

及上游合作方、内容生产方、内容平台

与用户四个环节，而内容创作者和作

品往往需要挂靠商业平台以寻求知识

产权保护。由于平台方的议价能力更

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内容生

产者的创作热情。

上海树图区块链研究院院长助理

廖方表示，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分布式账

本提供了一群独立个体之间的信任机

制，内容生产者可以在区块链上发表创

作并实现作品确权，实现大规模内容流

转，这将使内容生产者获得更多收

益。基于该理念，2021年8月，“光笺收

藏家”NFT数字收藏产品展示平台在树

图联盟链（又名“光笺链”）上正式运行。

它将为阿里拍卖生态伙伴提供基于树图

共识算法支撑的 NFT存证和展示服

务。该平台的最大特点是，拍卖收入

的一半左右归于创作者，并通过智能

合约将藏品后续流转收益持续回馈创

作者，此举极大激励了内容生产者的

创作热情。

“NFT的价值其实是一种身份认

同。”在龙凡看来，NFT这一能有效保护

数字资产、极大激发IP潜在价值的新事

物，很可能是进入“元宇宙”的“钥匙”，

或将催生出新的内容产业。比如，拥有

大量视频资源的芒果TV，正在探索能否

利用数字资产搭建新的虚拟社区，增加

用户黏性；小红书则希望打造基于区块

链的虚拟展示系统；而那些已经“逝去”

（游戏关服）的游戏角色，也有望在区块

链上获得“永生”。

龙凡太忙了。这两年来，他像一只

候鸟不断往返于北京、上海、湖南等

地。如果说前几年还是区块链的“科普

年”，所有人尚在“试探”哪些领域能用

上区块链这一新兴技术，近一年来，一

系列高质量应用案例开始层出不穷。

2020年9月，树图区块链研究院

入驻徐汇西岸的智塔后，就开始全力

攻关“房屋租赁服务平台”项目，将其

部署在树图公链上。此前，全球还没

有公有链应用于民生的先例。

房屋租赁存在房源真实性求证

难、多中介租赁确权难、房租收入验证

难等多重“痛点”。比如，当房东将一

套房源委托中介A和B共同出租，当

A找到租客后，信息可能未能及时同

步给B，导致B继续寻找租客；也有二

房东拿着租约临近到期的房子与租客

续签长期合同……要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是要打破信息不对称。

区块链可以较好地提高数据获取

和共享流通的透明性，且数据一经上

链，不可篡改。树图以区块链的方式，

赋予租赁链条上所有参与者“信用

值”：房东或中介将向租房人提供溯源

二维码，凭此可以查询到可供租赁的

房屋是哪一套、目前的租赁情况等，支付

房租后，租金等信息也会记录在链上。

通过区块链赋能的租赁平台，参与方的

所有记录是其信用的背书，同时也为社

区、街道和公安的管理提供了便利。

目前，房屋租赁服务平台主要解决

的是租赁服务，未来还可拓展到生活相

关服务，比如维修、保洁等各种生活设施

的服务，构建“社会人的元宇宙生活区”。

如果说徐汇公租房是多主体交织的

复杂数据上链的一次全新尝试，那么零幺

宇宙携手华能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推出

的“碳账本”，则是对能源数字化资产管理

的一次开创式探索。零幺宇宙是树图区

块链研究院孵化的数据可信治理技术公

司。基于华能提供的场景，零幺宇宙研发

了基于区块链的工控数字资产管理系统，

并将进一步与华能联合构建基于区块链

的“下一代清洁能源工业数字化平台”，在

企业“碳账本”方向实现产品化落地。

所谓“碳账本”，就是记录什么情况

下会产生碳排放，以及数据如何采集、认

证等一系列问题，并为能源生产关键数

据资产、碳资产、供应链数字资产提供专

业化管理。据悉，该项目有望为全国的

碳排放、碳交易和碳治理提供行业标准。

本公租房到碳账本，程块链让复杂流程“循迹可循”

2021年初，迈克 ·温克尔曼（昵称：

Beeple）的NFT作品《每一天：前五千

天》拍出6900万美元的高价，引发业界

对NFT加密艺术的空前关注。到了年

底，艺术家Pak的NFT作品《吞食》又拍

出9200万美元的天价，打破全球NFT

销售纪录。一时间，这种集艺术与技

术于一身的“新物种”卷入无数玩家。

NFT即非同质化代币，是一种应

用区块链技术验证的数字资产，它可

以在区块链上以铸币的方式为数字作

品赋予一个哈希值，使其永久保存在

区块链上。而基于区块链的不可篡改

特性，数字作品也就在真正意义上具

备了唯一性，其归属也得到了确认。

NFT暴涨的热度，让国内外各行

各业、各大巨头都闻风而动。作为想

要入局NFT的重量级玩家之一，香奈

儿也慕名找到树图区块链研究院谋求

合作。事实上，奢侈品与区块链的结

合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区块链技术有

望为奢侈品分销、溯源等环节消除“痛

点”，改善市场生态。而对于寻求突围

的应用方而言，想要在中国选择一条公

有链发布NFT，树图几乎是唯一选择。

树图公有链于2020年10月上线，迄

今系统已累计处理了来自上百万名用户

超过20亿笔交易，峰值期间每秒处理超过

2000笔，其间从未发生交易拥堵。正式上

线之前，树图公有链试运行了四个月，其

独创的“树型结构算法”得到了充分验证。

龙凡坦言，尽管当时并未预料到仅

仅一年后，火爆的NFT市场就能将区块

链技术迅速“带出圈”，但那时他已十分

肯定，这是一个关乎互联网“下半场”的

重要领域，而“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将

决定未来“上层建筑”的繁荣程度。

小红书、芒果TV、奥利奥……近一

年来，已有多家龙头企业正在或计划在

树图区块链上发布NFT产品，这对树图

公有链的发展非常重要。龙凡表示，如

同当初的互联网，区块链技术也需要大

量应用推动，而年轻的树图相较于比特

币、以太坊等公有链最薄弱的地方，就在

于使用者还不够多，NFT的火爆将带动

大量应用涌向树图公有链。

“力技术力”持持，TFT用爆带动程块链应用

00%者益归创作者，晰晰“权字版权”法生行业新玩法

2020年1月，上海树图区块链研

究院在沪揭牌。研究院由多伦多大学

教授龙凡发起、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

院士担任首席科学家，集聚了一批年

轻顶尖科学家和世界级开发极客。9

个月后，首个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区块

链公链系统“树图”上线。这一“上

海原创”区块链底层操作系统打破了

欧美计算机系统底层代码的垄断，让

中国有望抢占国际公有链技术规则的

一席之地。

作为元宇宙的底层核心技术，区

块链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

技术——在诞生至今不到20年的时

间里，已经经历了比特币、以太坊、

波卡链等技术迭代，极大地改变了我

们的世界。

就像华为研发5G，提高了网络通

信的带宽，树图区块链相当于是区块

链公有链的“5G”。它破解了区块链

公链在共识机制和网络传输上的瓶

颈，在达到相同性能和可靠性的前提

下，让每秒只能处理几十笔交易的区

块链系统性能提升了两个数量级，实

现了每秒可处理3000多笔交易的速

度，使用体验已接近传统的中心化系

统，足以承载大规模的区块链应用。

目前，树图公有链社区已经汇聚

了近百万用户，建成规模仅次于比特

币和以太坊的全球第三大公有链社区，

越来越多的应用竞相入驻。而其核心团

队始终专注于一件事——打地基。2021

年9月，IEEEP3217《区块链系统应用

接口规范》国际标准在上海树图区块链

研究院启动编制，树图得以被IEEE（电

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指定为此项国际

标准工作组的主席机构，主导该标准的

制定。

龙凡表示，如果把区块链系统比作

汽车，目前行业还处于没有统一汽车模

型的阶段，驾驶员（区块链应用）在驾驭

不同链时需要更换“驾照”。此次制定的

标准将统一汽车模型，让驾驶员无需申

领驾照就能“上手”各种车型。

与此同时，这个平均年龄30岁的年

轻团队还在向降低区块链存储成本、提

高系统吞吐量的同时降低硬件成本、提

高交易安全性并降低被攻击风险等难题

发力。他们穿着T恤、趿着拖鞋在徐汇

滨江的办公室里踱步，在公司特设的冥

想室中发呆，脑子里却不断勾勒着改变

世界的创意。他们期望，所有来到这条

名叫“树图”的公有链的用户，都能被“优

美的环境、便捷的交通、贴心的服务”所

打动。

“只要是需要多方合作又涉及信任

的场景，区块链都可以试一试。”龙凡说，

区块链下一代技术的发展，全世界站在

同一条起跑线上。围绕着树图区块链，

上海区块链的网络生态已初现雏形。

树图研究院：我们的工作是“打地基”

元宇宙本质上就是虚拟空间。对

于由计算机、网络、算法构建的虚拟空

间，我们并不陌生。当第一台电子计

算机在1946年诞生之时，虚拟空间就

如影随形地出现了。世纪之交出现的

互联网则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切身

体会到：虚拟空间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大有可为。

虚拟空间发展到今天，有了一些

新的特点，以至于我们希望给它一个

新名字：元宇宙。这就好比地质学上

把物种大爆发的纪元命名为寒武纪。

“元宇宙”这个词来源于科幻作家尼

尔 · 斯蒂芬森发表于1992年的小说

《雪崩》，其中有一个虚拟空间称为“元

宇宙”。小说中的元宇宙脱胎于现实

世界，又与现实世界平行、相互影响，

且始终在线。

以“元宇宙”命名的虚拟空间新纪

元，有两个新特点：第一个是感知技术

的快速进步，第二个是区块链技术的

突破。

先看第一个特点。感知技术把

计算机生成的内容进行形态转换，让

人的眼、耳、鼻、舌、身、意能够体察，

从而为人接收和理解。反之，感知技

术也能够让人的意志通过语言、动

作、表情、意念等更加便捷地传递给

计算机。感知技术的进步，在逐渐弥

合人类这种碳基生物与硅基世界的

感知鸿沟。

第二个特点更加重要，也更加本

质。区块链技术的成功应用，改变了

虚拟空间里的经济活动范式。经济活

动必须基于参与者共同认可和遵守的

规则展开。在传统经济生态中，这样

的规则需由信誉卓著的机构来设立和

维护。然而，在区块链技术支撑下，一

群互不相识的普通人可另辟蹊径，基

于算法构建和管理一个可信的账本，

从而为资产确权和资产转移提供了底

层的逻辑基础，并在此之上展开形形

色色的经济活动。

可以预见，未来元宇宙项目将会

形成两大流派。一个流派强调感知技

术的应用，另一个流派强调经济模型

的变化。强调感知技术的流派会以炫

酷的特技效果作为卖点，强调经济模

型变化的流派将践行Web3.0的理念，

将项目收益和治理权更大程度地还给

用户。一般而言，一个元宇宙项目会

两者兼具，只是有所侧重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元宇宙虽然是虚

拟空间，但并非脱离现实世界而独立

存在。人作为纽带，连接着元宇宙和

现实世界。元宇宙内活动的主体是虚

拟用户，但每一个虚拟用户都关联着

并受控于现实世界中的一个自然人或

者法人，简称“真人”。也就是说，元宇

宙的虚拟用户是现实世界里真人的化

身。当然，一个现实世界的真人在元宇

宙中可以有多个化身。可见，元宇宙内

虚拟用户的活动，本质上都是现实世界

里真人的活动。由此，目前主流观点认

为，关于现实世界真人的经济逻辑、伦理

规范和法律体系，原则上都应该适用于

元宇宙内的虚拟用户，即适用于虚拟用

户背后的真人。

元宇宙产业的繁荣离我们还有多

远？回想35年前，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

“飞跃长城，走向世界”。35年后的今

天，互联网世界已经与我们的现实世界

深度交融，浑然一体了。元宇宙这个虚

拟空间的新纪元从萌发到繁荣，将以10

倍于互联网老世界的速度演进。据此，

我们不妨形象地说，在世界范围内，元宇

宙产业将在三四年内初现锋芒。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
融学院教授、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专
委会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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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区块链，就没有元宇宙

■本报记者 沈湫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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