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联网让虚拟经济从时间、空间

两个维度上全面感知实体经济行

为、准确预测实体经济的走向，

让虚拟经济的服务和控制融合在

实体经济的每一个环节中，推动

金融模式的新革命——物联网金

融。 

——《光明日报》物联网与金融模式新革命 

物联网金融是指物联网和金

融的深度融合，变革金融的

信用体系，将带来金融模式

新革命。 

       ——平安银行行长邵平 

感知集团董事长刘海涛 

2015，聚焦钢铁行业 平安银行——物联网金融的先行者 



2013，全面布局 
 

大数据下的 
物联网金融 

物联网 
新金融 

物联网 
仓单 

增强非标 
仓单流通性 

基础实践 

 2013年6月，平安银行成立专题项目组，研究物联网技术与金融的结合。 

 平安银行与技术合作方选择了多个行业的大量客群以及众多仓储物流企业进行实地走访，调研行业
特点、客户需求、产品特性及解决方案，深入探讨物联网技术与相关行业客户金融需求的结合。 

 在大量深入调研、认真思索及征询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平安银行物联网金融的
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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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全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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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从汽车智能监管开始 
 

天线：外置 

传输：GPRS 

防拆：机械 

安装：粘贴 

天线：内置 

传输：GPRS、NFC 

防拆：机械 

安装：粘贴 

天线：内置 

传输：GPRS、NFC、私网 

防拆：机械+算法 

安装：吸盘 

 快速迭代 

 外观越来越小巧、美观 

 支持NFC功能，实现与车辆的快速绑定、查询和

解绑 

 信号传输方式逐步完善，实现长距、中距、短距

三种传播方式 

 防拆方式的逐步优化和完善 

 安装方式的转变，适合所用车型 

1.0版本(2014年2月) 

2.0版本（2014年5月） 

3.0版本（2015年2月） 

 
2014年以来，车押卫士已在宜兴、南通、上海等多家经
销企业成功应用，实践效果显著优于传统人工操作方式。 
 
平安银行现有70多家汽车行业核心客户，直接授信客户
3300余家，年发放授信金额逾3000亿元。未来，如果
全部采用物联网智能监管方式，将大大降低汽车行业的
监管成本。 



汽车智能监管系统投产应用 

 可对车辆移动实时跟踪 

 历史轨迹回放查询 

 设置电子围栏 

 

后台软件实时显示监管终端工作状态 

货押车辆运行轨迹 车辆非法移出安全区域报警 

    车押卫士与监管系统的使用弥

补了传统人工监管模式下，信

息传递不及时、无法掌握抵质

押车辆最新状态等不足。 



2015，聚焦钢铁行业 

庞大的市场体量： 

 2014年，全国粗钢产量8.2亿吨，同比增0.9% 

 国内粗钢表观消费7.4亿吨。 

 

行业转型升级： 

 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初见成效，企业效益已

有所好转，节能减排取得新进展，钢铁行业将

在洗牌后走向规范化和有序发展。 

 

需求提振： 

 政府稳增长保需求政策，促进钢铁下游产业链

逐步复苏。 

 
 

2014年 
较上年变

化 

建筑行业 

房地产开发投资 95036亿元 增10.5% 

机械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22.2万亿元 增9.4% 

进出口总额 7225亿美元 增8.1% 

船舶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5626.9亿元 增10.5% 

利润总额 244亿元 增21.3% 

汽车行业 

生产汽车 2372.29万辆 增7.3% 

出口金额 763.56亿美元 增6.6% 

各行业钢材表观
消费量比重 

造船行业 
4% 

汽车行业 
7% 

建筑行业 
53% 

机械行业 
20% 

其他行业 
16% 



物联网技术支持下的钢铁行业动产融资 

 为促进物联网技术与钢铁动产融资业务的结合，平安银行通过实地走访，

与仓储物流企业及物联网技术公司共同探讨钢铁动产融资的物联网解决方

案，提出了多种技术方案。经仔细甄选，最终选定“感知罩”技术方案： 

感知罩：重力传感器+精准定位+电子围栏+仓位划分+轮廓扫描 



 物联网解决了动产的监管难题，融资功能的恢复将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健康良性发展。 

银行改善风控、提升效率 

改善对抵质押物的管控丨降低信息不对称丨降低道德风险丨提升预警时效丨提高突发事件响应能力 

变被动管理为主动管理   变事后追踪为事先防范 

核心生产企业 

• 促进销售，降低库存 
• 稳固销售渠道，提升

链条整体竞争力 
 

优质经销企业 

• 盘活库存，解决融资
难题，扩大经营规模 

• 实时掌握库存变化，
科学决策采购 

 

物流仓储企业 

• 全面升级仓库管理水
平 

• 节省人力成本 
• 减少操作风险和道德

风险 
 

物联网科技企业 

• 扩大产业辐射，抢占市
场先机 

• 依靠庞大的物联网动产
市场规模，优化成本控
制，实现规模经济 

 

物联网动产融资的价值 



钢铁行业物联网金融布局 

 平安银行联合多家钢厂、

交易平台、物流仓储企业，

以及大量商贸企业，在全

国十几个省市率先布局钢

铁物联网金融。 

广东佛山智能仓库 

上海钢联智能仓库 

江苏无锡中储智能仓库 

山东日照钢铁智能仓库 

天津大邱庄智能仓库 

河北地区智能仓库 

上海分行、南京分行 

北京分行、天津分行 

青岛分行、济南分行 

深圳分行、广州分行、佛山分行 

大连分行 

武汉分行 

太原分行 

石家庄分行 

沈阳分行 



2016，平安银行物联网金融将覆盖更多大宗商品领域 

压力传感器 

• 全球大宗商品年交易额
约90万亿元 

• 中国年交易额约30万亿
元，约占全球三分之一 

 以钢铁行业为突破口，逐步将物联网动产融资覆盖至有色金属、能源、建材、矿产品、农产品等多个行业。 

在钢铁行业试点物联网金融，
优先选取中东部区域钢铁客
户开展合作，优化融资体验。 

向全国的钢铁客户、有色金
属客户推广物联网融资 

大宗商品领域复制推广，打
造物联网大宗商品金融范式 

钢铁 有色 

能    源 

建   材 

矿产品 

农产品 

……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智能视频 



应用情景：2021年，澳大利亚某农场 

 100多年来，约翰·马丁的家族一直在其农场

中种植小麦。如今，微传感器正在监测农场

日常运作的各个环节，包括土壤和作物环境、

施肥水平、家畜健康，甚至是约翰的卡车和

农业设备的使用情况。约翰通过这些数据更

妥善地管理自己的农场，而他的银行也借助

相同的数据，评估农场资产和设备的价值、

预测可能的产量，并据此不断调整提供给约

翰的贷款资金。过去几年，银行通过对农场

数据的分析，已经发现了多个提高土地价值

的机会，显著改善了农场的财务状况。 
 

——埃森哲《物联网将如何改变金融服务》，2015 

 在物联网技术支持下，企业可以实时掌

控采购渠道、原料库存、生产过程、成

品积压以及销售情况，实现对供应链全

程无遗漏的监管，改变了上下游商业模

式，提升了整体供应链的竞争力。 

 

 对于银行来讲，将更加了解客户，从而

提供针对性的、前置化的金融产品和服

务。 

大数据，缔造物联网新金融 



跨界合作，共建全新的商业生态环境 

生态 
系统 

 在生产环节推广应用
工业二维码、RFID 
等物联网技术 ，实现
商品的 溯源、特定 
化和实时跟踪. 

 通过物联网技术提升仓储管理

的智能化、标准化水平 

 推动仓单国标化，形成统一的

仓单编号规则、仓单格式和记

载要素等 

 作为全新的金融模式，物联网金融

需要政府机构及司法机关在政策、

法律环境、征信体系等方面予以重

点支持 

 

 行业内部形成在中登网

等登记机构上查阅动产

抵质押权利的行业习惯，

防范重复抵质押 



物联网金融全景图 

不远的将来，物联网技术将全面渗透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各个节点，从而产生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

经过分析、加工，将提炼出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与金融机构的共享一定会实现全新的物联网金融。 



万物有联  智融无限 
平安银行物联网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