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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在缺少可信任的中央节点
和可信任的通道的情况下，分布在
网络中的各个节点的共识机制。



数字货币：依靠校验和密码技术来
创建、发行和流通的电子货币。其
特点是运用P2P对等网络技术来发行、
管理和流通货币，理论上避免了官
僚机构的审批，让每个人都有权发
行货币。（微信、支付宝）



ICO：（Initial Coin Offering），
首次代币发行，源自股票市场的首
次公开发行（IPO）概念，是区块链
项目首次发行代币，募集比特币、
以太坊等通用数字货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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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航运界网的不完全统计，最早探索区块链在航运方面应
用的项目来自于以色列，在2015年，主要聚焦于提单。
随后，在2016年出现7个项目，2017年出现16个，2018
年出现19个，涵盖船舶资产买卖、提单、集装箱追踪溯
源和共享、订舱押金、海运运费支付、贸易融资&信用证、
海事保险、船舶登记、货物追踪与优化供应链、船舶燃料
追溯、对接“一带一路”、匹配货运需求与供应、实现航
运物流自动化、追溯第三方物流合作方的服务等14个细
分应用场景。













市场现状

集装箱特点

长寿命资产12-15年

全球流动，调运频繁且闲置严重

空箱调运200亿美元/年，至少1/3可避免

市场参与者

服务方式单一、固化

风险不可控

融资成本高、提还箱效率低

市场容量

2017年全球集装箱吞吐3.35亿

集装箱，同比增长5.6%

全球集装箱海运费每年约5000

亿美元

集装箱总价值

全球拥有（购买、租赁、储存、

维修）集装箱每年成本1000亿

美元

全球每年集装箱租金收入100亿美元



市场痛点

船公司之间竞争激烈，互不信任，难以合作共赢

管理手段相对落后，无法做到科学最优

箱配比居高不下，箱损责任划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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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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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船公司各自为政，封闭孤立管理集装箱，

租/用双方诉求微妙：

长租箱，船公司成本高；短租箱：租箱公司难以做到

季节性高峰时，箱源紧张，客户提箱难

客户无法提到符合自己要求的箱子

箱损认定模糊，容易造成责任推诿

修箱报价标准不统一，增加堆场业务的复杂度

 集装箱登记信息混乱，且不具连续性

租箱公司商业模式固化、落后



我们的愿景

以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赋能，显著降

低全球海运成本，减少环境污染，打造全新的集装箱商

业业态，让海运更省心，让世界更美好。



集装箱登记平台

 给予注册箱主
Token奖励

 集装箱注册信息： 箱号，箱
主（所有权）；物理特征（箱
型，尺寸），照片，出厂日期，
CSC牌照

 这些信息可以通过网站逐一输
入或通过EDI、API批量导入

 审查合格后，即可接入系统

全球集装箱箱主（船公司、租箱公司、投资人，债权人， Block Box）将集装箱所有权、物

理特征在该平台登记注册，将涵盖全球60%以上集装箱，数据完整、准确、隐秘、不可篡改



集装箱通过平台灵活高效地出租。平台提供标准和流程的制定：智能集装箱规范，箱监控和跟踪

定位，换手交接标准（验箱、修箱、责任认定）、调箱算法、付费结算等。Token可用于结算、

折扣。关键交易信息链上加密，以防篡改 。

集装箱来源
 箱主：船公司、租箱公司、投资

人（包括个人）， Block Box

 通过租金、投资分红、收益等形
式给予回报

集装箱短期租赁

两大核心
 物联网、大数据、AI算法预测箱需求

和箱分布，计算实时最优租金和提/
还箱奖励/惩罚金额（法币+Token）

 智能合同完成租赁交易，简单可信、
高效低成本交接换手

集装箱

租金、分红

 起租
 短期使用：航次

租、～12个月
 退租

用户：船公司和货
代等；提供客服、
结算、修理、验箱、
索赔、堆存等服务

开放式平台

集装箱分享平台



案例 1 – 空箱接力使用

上海

香港 洛杉矶
船公司B运货

案例 2 – 内陆点用箱

上海

洛杉矶

孟菲斯

案例 3 – 空返到不同港口

亚洲（上海、青岛、香港））

鹿特丹 厦门
船公司B运货

案例 4 – One-way Free Use

上海

奥克兰

洛杉矶

集装箱分享平台——应用场景

Fresno
加州



普通人可以通过实体资产Token机制购买集装箱作为投资产品

 简单、透明、合规、稳定，投资回报率高

 平台代为管理集装箱，在集装箱注册平台注册，并在分享平台上租赁

 投资回报稳定、有竞争力

 在集装箱租赁寿命结束后（12-15年），可在二手箱箱市场出售，残值返还投资人

实物资产通证化 (tokenization)，仅面向合格投资人，并不是通过ICO融资造箱

集装箱个人投资平台



公司或个人提供集装箱换手时的位置、
状态、箱况（箱损），提/还箱人等信息

通证管理系统
 管理用于支付租金、信息采集奖
励的Token的记账和结算及因此而需
要的对Token的买进/卖出交易

箱主（船公
司、租箱公
司和个人集
装箱投资人）

用户（船公司、货代等）

用Token
付租金

以Token形式
获租金折扣

平台给予
Token奖励

箱主在平台注册
箱子，获得平台
的Token奖励

平台向箱主以
Token形式付租
金、投资分红

转让Token

转让Token，获取分红

转让Token

全球购买集装箱TOKEN

的统一管理平台

投资人 1

投资人2

投资人3

投资人 n

买卖集装
箱Token

…
…

…
通证流通管理平台



区块链技术平台

前端界面/DAPP

API接口+SDK开发包接口层

服务层 资产网关+智能合约

网络层 P2P网络+共识机制+验证机制

数据层 区块数据+哈希函数+Token结构 数字签名+Merkle树+分布式数据库



价值创造

$3-5Bn 15-20% 4600KT

减少空箱调运成本 降低集装箱闲置率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航海日志



MarineX+腾千里



谢 谢

官方微信公众号：MarineX-Tech
官方Twitter账号：MarineX

齐银良
1381722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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