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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OT

UCOT Australia

UCOT（优物链）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专注

区块链与物联网的工业互联网公司，也是一家

全产业链解决方案运营商。现已在学位防伪、

智慧农业、食品溯源、医药追踪、酒类鉴真、

冷链物流、资产追踪等领域落地应用。 

优物链致力于帮助品牌企业完成工业互联与转

型升级,已研发出基于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企业

级平台。 

优物链全球专利保护的区块链+物联网综合 生态

系统， 配合平行多业务链结构实现无 限扩展可

能， 将建立同生态内企业间的信 任通道和合作

方式， 让供应链从线成面， 形成高效、安全、

低成本且易于管理的立 体体系。落地产品有 

UTracer 优物溯源宝、溯源管理系统 UTMS 优

平台、智能发射器 UTracker 优追客、区块链相

机 UPhoto 优真拍、区块链证书 UCerti 优证书

、区块链底层搭建服务 UCOT-Chain 等。

优物链全面实现以大数据加强规范化运营、品

牌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优秀

产品追溯，区块链技术软硬件系统落地，做到

真正意义上的助力销售增长。



UCOT

UTracer App

UTracer App

UTracer（优物溯源宝）APP是由UCOT（优物链）打造的一款全

球领先的鉴真溯源物联网区块链移动平台，是UCOT（优物链）区

块链防伪溯源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之一。

优物溯源宝

info@ucot.world

www.ucot.world
Level 1, 23 O’Connell 

st, Sydney NSW 2000

现已上线App Store

欢迎扫描下载App



UTracer App

UTracer APP通过融合区块链技术与先进的智能物联网设备可达到实时追溯、精确防伪、可靠溯源。消费者可通

过识别UCOT（优物链）智能标签（NFC及二维码）轻松获得商品的原产地、生产批次、生产日期、溯源轨迹等

信息。全程追溯、一物一码、通过区块链智能判定商品真伪，为消费者打造安全、放心的消费体验。

01 优势

扫描 QR code：通过商品上的防

伪二维码进行商品初级鉴真

02 溯源方式

感应 NFC：通过商品上的智能标

签进行商品详细鉴真溯源

5G物联网 IoT：通过IoT设备唯一ID的二维码

来实时追踪IoT设备的位置，温度等状态

近年来，假冒伪劣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猖獗，假疫苗，假奶粉，假酒威胁群众生命安全，供应链溯源成为市场刚

需，UTracer应运而生。UTracer溯源宝试图从源头解决溯源核心问题：伪劣产品猖獗，溯源能力低下，供应链

难度大，信息传递不畅等。配合即将到来的5G时代，假货将无处遁形。

03 使命



UCOT

UTMS

UTMS（优物链企业溯源管理系统）是由UCOT（优物链）打造的一款全

球领先的鉴真溯源物联网区块链企业管理系统，是UCOT（优物链）区块

链防伪溯源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之一。

UTMS

优平台



UTMS
简介

消费者可通过使用UTracer APP

识别UCOT（优物链）智能标签

（NFC及二维码）轻松获得商

品的原产地、生产批次、生产日

期、溯源轨迹等信息。

UTMS通过融合区块链技术与先进的5G IoT（物联网）通信技术实现定制化智能物联网设备，并通过连接UCOT（

优物链）动态密码防伪智能标签使商品数字化、区块化，记录供应链全程流转过程，做到一物一码、实时溯源、精

确防伪。 企业用户可通过配套自动化机械设备进行流水线贴标，帮助商品快速匹配智能标签，商品相关信息直接

批量上链。

分销商、供应商、仓库等

可通过申请授权加入UCOT

（优物链）溯源防伪系统

成为商品溯源节点的一员

，共享供应链资源。

流程图

登记产品，举报虚假、错误信息

【授权注册获取身份】通过实名注册系统审核获取企业系统唯一身份。

【定制化智能标签】定制化智能物联网标签匹配品牌定位。

【追踪商品帮助决策】查看溯源流转报告帮助企业制定决策方案。

【流水线机械设备】自动化快速贴标即时信息识别上链部署高效流水线贴标读写一体化流程

【大数据分析】通过海量数据对用户进行分析，精准描绘用户图像,为企业赋能。

对于企业来说，品牌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需要长期的努力，而假冒伪劣产品其造成的伤害尤为致命，追本溯源

是对其品牌价值最大的保证。在此环境下，UTMS企业级溯源管理系统凭借其独特的优势脱颖而出。

优势：

生产商 仓库 物流 经销商 渠道商 消费者

质检部门



结合5G中M2M（机器到机器）通信技术，研发领先的精准感知和实时发送的IoT设备。该

IoT设备能够检测所在环境的温度、湿度、加速度、光照等信息，并通过M2M通信技术实

时上传到本项目的区块链。为后续实时分析，智能决策，综合优化等业务提供数据支持。

UCOT

UTracker

UTracker
优追客



UTracker 

配合企业版管理系统UTMS、UTracer、

UPhoto等App的使用，对商品或原材料流通

进行整合溯源。支持OTA远程升级及远程配

置，根据运营需求实时管理设备。

数据直接写区块链存储，不可篡改，同时确保

消费者、渠道商、政府海关和保税仓、保险公

司、和发货方基于可信数据交易。支持

HTTPS/ TCP/ UDP 丰富协议接口，支持阿里

云、Amazon等主流第三方IoT平台。

01

采用高性能、高容量物联网专用电池，智能

场景判断，满足3年以上续航（取决于通讯

的频率）。

02 更靠谱

软硬结合

03更节能，长效工作周期

多元化探测设备，即插即用多种感应器，如湿

度、温度、位置、时间、加速度、辐射、光敏

度、气味等信息。配置箱内无线传感器，实时

监测箱内状态部署简单，免布线及打孔安装。

04 全能型，有线/无线传感器

采用卫星、基站、蓝牙多种定位方式，货列

车、堆场、仓库定位，掌握货物轨迹。“实

时”温控，及时报警，帮客户减少数百万甚

至千万美元的货损。

05更精准，多功能精准定

支持4G/3G/2G, 全球170+国家网络漫游，支

持SIM、SMT SIM、 SoftSIM灵活配置。

06 更智能，全球漫游

采用粘胶或者挂孔方式安装，可灵活安装到

集装箱多个位置，满足-40℃~85℃环境使

用，全球全年无休工作 支持IP67，通过严

苛的三防测试。

07更贴心，便捷安



UCOT

UTracker

UTracker 产品规格

CPU
双核32位处理器, 性能600DMPIS, 硬件浮点加速器 
一个8位低功耗处理器. 

内存
RAM :      4 兆字节
Flash :   8 兆字节

信号传输

802.11b/g/n 速度 16mbps
Wi-Fi Protected Access (WPA)/WPA2/WPA2– Enter-
prise/Wi–Fi Protected Setup (WPS) 
Infrastructure BSS Station mode/SoftAP mode 

蓝牙
兼容蓝牙 4.2 BR/EDR
BLE4.2
蓝牙BT 4.2 控制器和主机控制器协议栈
Class–1, class–2 和 class–3 传输 
增强功耗控制 
SDP/GAP/SMP/ATT/GATT

移动数据支持
支持LTE CAT-M1/NB-IoT
LTE-M 支持从699Mhz到2690Mhz 34种带宽
CAT M1 and NB1
3GPP 标准 13 LTE
窄带 LTE UE 类型 M1/NB1

内部低功耗时钟

-20~+85C

功耗
输入电压（充电） 5V/1A
工作功耗(无射频) 60 mA
LTE 峰值功耗 300 mA
Wifi 峰值功耗 140 mA
Bluetooth  峰值功耗 114 mA
睡眠功耗 40 uA

传感器
环境光传感器
气压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
3轴加速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SSL/TLS 1.2
WPA 企业版
AES 加密
SHA, MD5, DES, AES

安全与加密

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
15.8cm(L) x 8.0cm(W) x 3.2cm(H)

工作温度

150kHz

UTracker是一款集成4G/5G，WiFi等通信模块的IoT设备。 可采集包括温度，湿度，气压，6轴加速度，
亮度，GPS等传感器。并通过M2M通信技术实时上传到本项目的区块链。为后续实时分析，智能决策，
综合优化等业务提供数据支持。

WiFi

GPS

50 通道, GPS L1 频段, 支持C/A 编码, 
SBAS: WAAS, EGNOS, MSAS

搜星速度
冷启动 27秒
热启动 1秒

WiFi

灵敏度 
支持LTE CAT-M1/NB-IoT
LTE-M 支持从699Mhz到2690Mhz 34种带宽
CAT M1 and NB1
3GPP 标准 13 LTE
窄带 LTE UE 类型 M1/N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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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hoto

UPhoto 
优真拍

优真拍是基于区块链开发结合智能合约技术实现

对物理实体和数字文件的去中心化验证，在扫描

、拍摄时，图像生成的第一时间锁定其可信性，

确保直接上链存证的是未经修改的一手图片和视

频，全程把关，保证用户电子证据的取证安全与

法律效力，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性也让用户的美

好或难忘瞬间记录成永恒。

扫描二维码

下载UPhoto App



UPhoto

扫描二维码

下载UPhoto App

电子数据第一时间上传区块链智能合约加密存证，不依赖中

心服务器，运营方无法篡改，保护用户数据隐私。

02 数据更安全

通过网页、拍照、视频等多元化专业取证方式，一键加密存

证，保证每一次取证合法有效。电子证据可用于法律纠纷、

法院诉讼、调解仲裁，维权从记录身边小事开始。

01 规范取证流程

支持在线分享，微信、Facebook等，与亲朋好友共同存证。

用户每天使用UPhoto，将会得到特定奖励。

03 互动让生活更美好

新用户注册可免费将5张照片上传至区块链，照片永久保存，

让记忆成为永恒。

04 开户惊喜

根据不同类型客户需求定制方案，多种套餐选择。

05 企业版与个人版

照片屏蔽、文件公证等更多特权。

07 VIP特权

06 在线电子合同签约



UCOT

UCerti

UCerti 
优物链证书

UCOT证书溯源系统，与学校数据库匹配

获取毕业生基本信息、证书唯一编码、成

绩单等，运用UCOT区块链物联网技术生

成智能防伪毕业证书和成绩单，操作及数

据即时上链，确保流程有据可查。并通过

使用UCOT防伪证书打印机进行批量打印

含有UCOT智能物链网芯片的学校官方证

书和成绩单。每一份证书和成绩单鉴真数

据将被采集接入UCOT证书溯源系统，便

于校方直接获取大数据报告。



UCerti

学历认证在当下国际化市场至关重要，优物链将

支持提供官方认证材料，认证过程可使用区块链

加密数据进行匹配，一旦出现虚假信息，将无条

件披露给相应人才市场和招聘企业。系统还与有

关司法机关关联，信息披露将带来连锁反应，进

一步监管行业规范。

全球唯一编码 加密永久储存，无法篡改 定制多层防伪纸张

动态防伪技术的NFC标签 随时随地验证 一键补办，多语言切换



UCOT Chain

通用型高效的区块链底层搭建

UCOT 
Chain

基于以太坊底层的区块链系统

1. 世界一流水平的交易速率，1000TPS，秒级延迟。

2. 自主研发的共识算法 UxBFT，降低节点计算能力要求，

节省服务器成本。

3. 系统可 扩展性 强，可定制开发，出块节点数量提升到数

百到千级。

4. 未来可结合 多链 结构与跨链分片技术，无限可扩展。

5. 自主研发的属性加密的链上 权限管理 技术，可用于实现 

精确粒度 的内容分发管理。

6. 可升级智能合约架构，可持续性开发迭代、提高开发效

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