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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Ink？
关于 Ink 的宏观速览

Ink，是面向世界不同文化圈原创内容产业，涉及主权联盟链、可信公链，以及跨链交互的去中心化解决
方案。它主要包含如下内容：
æ

面向特定文化圈的可信主权联盟链

æ

基于可信主权联盟链的去中心化内容产业基础设施

æ

基于全球稳定可信公链的 Token、应用及经济体系

æ

文化资产交易平台

æ

与产业落地融合的跨链交互协议、及技术和业务解决方案

所以，Ink 的蓝图是：面向特定文化圈提供主权联盟链，对产业的角色、内容、行为进行重新定义，搭建
内容产业的去中心化基础设施，使得基于此可以生成各式内容应用平台，并彼此成为弱相关体系；基于可
信稳定的公链，建设文化资产交易平台，为内容交易变现提供新的可信通道，并发行 Token，使之成为一
个经济体系；同时，定义和开发 Ink 跨链交互协议，使得价值和信息可以在公链和联盟链、联盟链和联盟
链之间有效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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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 Ink？
原创内容产业正遭遇的问题、及区块链跨链融合的迫切需求

n

“原创内容+IP+互联网”的化学反应，使得产业模式不断创新升级，行业规模空间壮大成长。
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与挑战。

内容产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产业，但同时也是一个活跃、创新、不断突破的产业。
“世界是平的”，在互联网技术和理念的推动下，内容产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产业模式被相继打破。
以网络文学、短视频、视频直播、知识付费等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产品或模式，不断涌现，人人都可以成为
内容的生产者、发现者、传播者、和消费者。
伴随着这些突破创新，整个产业的市场规模急速增长。优秀原创 IP 的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和惊人的
放大。围绕着一个优质 IP，在电影、版权销售、广告、游戏和衍生产品等领域，可以构建一个复合、多
元、庞大的商业体系，其市场规模可以高达数十亿美金。
无疑，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它还将继续不断成长。
然而高速发展的 IP 风潮也不可避免的为产业带来了挑战。由于落后的底层基础设施、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与中心化的治理思想，整个原创内容产业正遭遇着许多问题：
æ

权属不清晰，导致许多优秀的 IP 和内容无法进行有效的孵化，纠纷频出；

æ

数据真实性不足，导致利益分配不公，极大挫伤了许多优质内容创作者的创作热情；

æ

中心化的出版、发行和平台管理机制，导致以次充好、资源配给不合理、对新晋的创作者不友
好、优质的内容和 IP 被埋没等问题；

æ

变现门槛高，大部分创作者当下迫切需要更早期和直接并且多元的内容变现渠道；

æ

行业生态和基础设施不健全，对价值的挖掘、创造、流动效能不足，除极少数头部对象外，处
于中上层的许多优质内容仅能进行一次或初步的转化，潜力并未被充分挖掘；

所有这些问题，最终表现为我们常常看到或抱怨的两点：利益的不公平，运转的不合理。
Ink，期待解决这些问题。基于区块链的内容生产、发现、流通、消费、投资和商业化体系及相关生态的
建设，将有效利用区块链技术的优势，让利益分配更加公平，产业运转更加合理。最终为所有原创内容提
供新的广袤生态。
n

区块链世界的百花齐放，造就了繁荣也造就了一个个价值和数据的孤岛，跨链融合成为一个显而易见
的、必须要直面和应对的问题。

一方面，在 Ink 构想的蓝图中，跨链的价值和信息流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另一方面，Ink 也渴望
在跨链融合上，提供自己的，和产业落地融合的解决方案，为区块链世界回馈我们的贡献，同时，也因此
为未来布局更多商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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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 如何解决问题？
PART A – 面向特定文化圈的可信主权联盟链、及去中心化内容产业基础设施

n

面向特定文化圈的可信主权联盟链
n

Ink 的技术选型：公链 vs 主权联盟链

近年，业界对区块链技术的关注呈现爆发态势。这既来源于公链提供的越来越强的去中心化通用计算能
力，也来源于传统主流技术圈对该技术的引入与应用。
如果说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提供了区块链思想的实验原型，以太坊为代表的智能合约平台延伸了区块
链技术的应用场景，那么以超级账本 Fabric 为代表的许可联盟链则开拓了区块链面向商业应用的全新领
域。区块链不再仅仅是极客们的玩具，也同样在与主流技术体系融合，进入企业应用场景。以超级账本
Fabric 为例，首次实现企业场景需要的身份管理机制，并大量结合现有分布式和安全领域的技术成果，围
绕区块链分布式账本平台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务和安全增强。
对于区块链应用项目，常常面临平台技术选型问题。公有链搭建相对简单，通过经济激励机制鼓励参与者
维护，天然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但往往性能较差，同时缺乏权限管理，信息完全公开。许可联盟链则更
多应用在商业联盟场景下，假定参与多方存在一定信任前提和利益约束。许可联盟链往往在架构设计上对
去中心化、可访问性做出一定妥协，来换取性能和安全性上的提升。
Ink 所面向的跨地域不同文化圈原创内容经济生态场景十分复杂，要考虑法律、文化、地域、行业、可扩
展、安全、稳定性等多个非技术和技术指标，核心需求包括：
n

法律、监管及文化的地域性差异

n

行业、业务场景的特殊需求

n

多中心协作的优化治理机制

n

吞吐量、延迟等性能需求

n

可接入性和可访问性

n

安全性和隐私性

n

系统调整和修复机制

在考量了这些复杂指标后，我们发现，已有的单一类型的区块链平台无法同时满足上述需求。这不再是一
个简单的“选取最合适的公有链或联盟链方案”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据支持业务场景需求设计一套全新的
技术方案”的问题。
Ink 提出了“面向特定文化圈的可信主权联盟链”的概念，它本质上是一个运行在特定主权范围内的联盟
链，这使得应对来自不同法律框架、不同监管政策的问题，变得容易。同时，Ink 专注于原创内容产业，
而内容拥有极强的文化属性，因为民族、历史和地域，全球不同地区有着各不相同的文化，所以一个面向
特定地区、特定文化圈的联盟链，在提供产业服务方面，便拥有了独特、天然的便利。

-4-

Ink whitepaper
同时，“面向特定文化圈的可信主权联盟链”，它不是一个局部、简单、孤立的方案设计，它是 Ink 整
体、系统、全面构思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连同“基于 Qtum 的文化资产交易平台、及相应的 Token 和经
济体系”和“Ink 跨链交互协议”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关于后两者，将在下文分别介绍。
n

Ink 主权联盟链技术实现上的核心突破

Ink 主权联盟链，是一套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区块链解决方案，其底层技术框架遵循超级账本项目的规范与
标准，并针对可信主权的典型应用场景（如文化产业）进行了一系列自主改造和增强。
Ink 联盟链同样采用业界推荐的数字证书机制来实现身份鉴别和权限控制。CA 节点实现了 PKI 服务，可
以提前签发身份证书，发送给对应的成员实体，控制实体对网络中各项资源的访问权限。同时，Ink 联盟
链可以通过权限策略（policy）来对数据的各种操作权限进行管理，解决“谁在某个场景下是否允许采取
某个操作”的问题。
n

Ink Account

在上述能力的基础上，Ink 联盟链面向数量庞大的匿名用户（或来源于公链用户，或来源于该
主权联盟链覆盖的消费者）设计实现了一整套用于管理数字资产，且可与联盟链直接交互的账
户体系。称之为 Ink Account。
用户可以自行生成密钥对，由此得到 Ink Account 和相应地址。同一个账户可以存放多种 token
资产，并在给定权限下能够以账户名义发起特定交易（既可以是转账，也可以是对链码的调用）。
账户的设置可插拔，不同的主权联盟链可以选择是否开启 Ink Account，以及采用哪种账户算
法（如和比特币、量子链一致，或和以太坊一致）。同时，Ink 联盟链添加了资产系统链码 ASCC
（Asset System Chaincode）来对链上的 token 资产进行管理。
对于一个以 Ink Account 名义发起的链码调用请求，既需要通过签名组合满足指定的规则（视
该联盟链的开放程度，可以批量授权及共享），也需要发起人用 Ink Account 的密钥对 Channel、
ChaincodeSpec、交易计数器（用于防重放攻击）等内容进行签名。签名会被 Peer 验证。
n

可扩展的转移集

Ink Account 力图弥补 Fabric 对于 Token 及转账能力的缺失。一个容易被提及的问题是，为
什么不直接基于链码实现账户与 Token 机制？这与链码的局限性有很大关系。除了当前跨链
码调用支持的不完善等问题，还有一个需要指出的问题就是基于读写集和 MVCC 的验证机制。
具体，Fabric 中链码提供的基础能力是对状态的读和写，由 endorser 模拟执行交易并返回读
写集（read-write set）作为结果，由 committer 对排序后的批量交易进行 MVCC 验证。如
果一个交易在验证环节进行了状态写操作，则对应读集合中所有状态的当前版本必须要跟执行
背书时一致。否则，该交易会被标记为不合法。这是可用性向一致性的妥协，一个典型的影响
是，对于基本的转账操作，一个账户在同一个区块中只能被操作一次（无论转入或转出）。
对于上述问题，Ink 联盟链为 Ink Account 和链上 token 资产设计实现了读写集之外的另一种
状态操作方式，称为转移集（TranferSet），用来记录账户之间的转账操作。转账操作由于只涉
及相关账户余额的增减，对转账集的检查相对读写集更为宽松。基于转移集，Ink 联盟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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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同一批次交易中，同一个账户的多笔转入或转出交易都能够生效。在链码容器侧，也为
ChaincodeStubInterface 新增了若干接口，使得链码开发者能够灵活使用上述能力。
n

SDK 与 BaaS 平台

Ink 主权联盟链将为上层应用提供 gRPC API，以及封装了 API 的 SDK 供应用调用。应用可以
通过 SDK 访问 Ink 主权联盟链网络中的多种资源，包括账户、交易、账本、智能合约、监听
（由智能合约发送或区块生成的）事件等。SDK 同时将封装更多场景下的特有功能，包括钱包、
IP 内容查询与访问等。SDK 初期将包括 NodeJs 和 Python 版本。
对于社区应用的开发和测试者，构建一套分布式的区块链方案绝非易事，既需要硬件基础设施
的投入，也需要全方位的开发和运营管理。Ink 主权联盟链将上线完全公开的区块链服务（BaaS）
平台，提供一站式的测试网络搭建、分布式账本内容可视化呈现、智能合约开发与测试、网络
监控与分析等功能。BaaS 平台提供的区块链模拟环境将贴近实际应用场景，使开发者可以将
经过检验的业务模型很容易地迁移发布到 Ink 主权联盟链。
除此之外，Ink 主权联盟链继承了超级账本 Fabric 的所有优越特性，并还有其他一系列创新设计，比如，
激励机制、文件内容链下存储、以及下文会特别陈述的跨链交互、等。总之，它是一个完整、出色、良好
设计的许可式区块链解决方案。

n

去中心化内容产业基础设施

“去中心化内容产业基础设施”，是建立在 Ink 联盟链之上的一套行业区块链基础设施。它提供一系列面
向内容产业的特殊能力，使得人们可以基于这一基础设施，搭建能力强大的各式去中心化内容应用。
n

变革的根源
因为区块链、智能合约、以及相应的独特经济体系，使得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去中心化应用，
能够利用智能合约，获得规则定义的能力，从而实现利益分配规则的改变。

n

带来的变化
n

角色的重新定义，去中心化的模式，使得内容产业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之前许多繁复的
中间角色将不复存在或者被极度弱化，产业里只剩下两个主要的角色，作者和用户，利
益也将在新的角色中重新分配；

n

内容的重新定义，透过良好的经济模型和规则，最大化的消除免费内容，使得所有内容
行为背后都是经济行为，消费内容要么付费、要么收费，即使是极低的费用，而消除免
费，也就从机制上消除了垃圾信息；

n

行为的重新定义，用户对内容的所有行为，评论、转发等，都会朝两个方向产生作用。
在内容侧，它会增强或者削弱内容的传播，从而构造新的去中心化的内容传播与分发机
制。在用户侧，行为的结果，会作用给自己，提升或者降低用户自身的“鉴别力评分”。
共识体系中的背书节点，在这一环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行为背后，有与之关联的经
济机制，比如转发应该带来回报，也应该付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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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基础能力与服务
n

原创内容确权服务，基于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和时间戳，提供原创权利声明及确权保护
服务；

n

可选择的实名制，提供实名制的基础服务（包括实名认证、验证服务等），不同内容应用
或场景可以选择实名制或非实名制，但不选择也会带来不同能力或限制；

n

基于共识的内容审查及过滤机制，内容审查及过滤，主要在共识机制中的背书环节，系
统提供一个半开放的能力，使得背书节点在可控和带有审核的方式下，部署特定的内容
审查及过滤的规则和策略；

n

反垃圾机制，通过对内容的重新定义，最大限度的消除免费内容，使得所有内容行为背
后都是经济行为，可天然的从机制上消除垃圾信息，包括一些没有机智的盗版、剽窃等；

n

数字资产创建，通过智能合约可便捷的创建各类数字资产，使资产能够基于区块链网络
自由的流转和交易，

n

产业变革的愿景
基于这样一些基础规则的改变、和基础能力的提供，使得原创内容产业的变革成为可能。我们
期待的、变革后的原创内容产业的长期愿景是：
在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生态体系当中，内容的“发现”和“传播”，最主要由用户和基于可信
智能合约的规则共同完成，因为透明和新的利益分配机制的驱动，一切都将以最合理的方式运
转。
所有的中间环节，将大量被自动化的智能合约所代替，效率将大幅提升，同时各种不必要的干
扰和价值损耗，也将被最大可能的消除。
而原创者，则可以安心专注于高质量内容的创作，满足需要、表达自我。价值将自然以合理的
方式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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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 如何解决问题？
PART B – 基于 Qtum 的文化资产交易平台、及相应的 Token 和经济体系

n

文化资产交易平台

基于 Qtum 的文化资产交易平台，是一个重要的行业公链应用，它主要包含如下几部分内容，共同支撑起
以原创内容交易变现为主要场景的商业体系：

……

n

星探体系，它的核心价值在于透过技术和专家手段高效发掘高潜力的原创内容，它包含
两个部分，星探团队和智能星探服务。前者是利用行业专家经验，后者是利用技术和数
据，同时，两方面彼此协同；

n

文化资产交易平台，以 Token 方式，实现 IP 资产类代币化交易；

n

商业化及收益回报体系，它包括了在 Ink 业务体系内的商业化团队和基于智能合约的收
益回报机制。商业化团队，主要做两件事情：第一，监督所有登陆文化资产交易平台的
IP 资产的孵化交易，保护生态和投资人的利益；第二，推动、挖掘、服务于 IP 资产商业
化。收益回报机制，是基于智能合约来实现的，这些智能合约在 IP 资产 Token 化阶段
就已经设计完成；

n

其他相关参与者，包括原创机构、原创作者、投资者、原创内容消费者/作品粉丝、影视
机构、出版机构、周边开发商等链上参与者，和其他可能的非链上参与者。

n

文化资产交易平台的核心价值
n

能够实现 IP 资产代币化交易，一键发行 Token；

n

基于 Qtum 成为一个重要的虚拟场所和纽带，将各主权联盟链、以及它们背后的应用、
原创内容、产业上下游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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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基于和主权联盟链及其背后应用的连接， 有机会做到融入阅读或其他类似内容消费场景
的投资，从而将优质 IP 和更大范围、更精准、更专业的投资者连接在一起；

n

以区块链技术、智能合约等为基础，实现权属的海量切割、流转过程追溯、收益管理等，
使得 IP 资产投资变得小额化、平民化；

这些带来的好处是：作品更早变现、作者更早获益；利用大众投资，使优质作品更好浮现；将资金
和 IP 更好结合，利于更长期、多元的商业化。

n

交易平台的工作机制

文化资产交易平台的核心工作机制和流程如上图所示，主要涉及如下几个环节：
n

原创内容申请登陆交易平台；

n

弱中心化的登陆审核，这一工作由一个“审核委员会”来执行，关于审核委员会的构成，
目前的构想是从 Ink 的治理组织中产生，同时吸纳星探团队和投资人中的部分人员；

n

IP 资产 Token 化准备，这一工作是由“Token 化服务工作组”会同原创者共同完成，关
于 Token 化服务工作组，它的人员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平台的常设人员，另一部分
是由 Ink 社区和投资人中的志愿者组成；

n

IP 资产 Token 发行；

n

文化资产交易平台市场化交易；

n

IP 资产孵化交易及收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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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 whitepaper
n

Token 及经济体系

Ink 会基于 Qtum 发行权益币 TokenINK，并围绕文化资产交易平台，利用 Ink 跨链交互协议结合主权联盟
链构造一个经济体系。

n

商业运转的其他考虑或可能性

n

国际 IP 生态网络

Ink 以面向特定文化圈的主权联盟链为产业应用的载体，为中国、韩国、泰国等地区的原创内容产业服
务，提供多个主权联盟链。同时，Ink 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针对美国、欧洲等区域，Ink 将努力与其他
原创内容产业的区块链解决方案提供者进行合作，促进建立一个“国际 IP 生态网络”。

n

文化资产交易所的更多可能性

文化资产交易平台在商业运作上，Ink 有更多的考量。首先，可能会有“主/次板”的设计，在初次登陆交
易所时，依照原创内容的作品品质、商业价值、受众规模等因素评估确定其登陆的板块。其次，考虑设计
“升降板”及“退出机制”，依照特定 IP 的交易表现及市场反馈，按一定规则进行升降板或退出处理。
另外，考虑不同地区的法律合规性及与传统金融体系的关联性，关于交易所的布局，伦敦、东京或首尔，
可能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Ink 如何解决问题？
PART X – Ink 跨链交互协议

Ink 跨链交互协议，是 Ink 为区块链世界的重要回馈之一，在当前的 Ink 规划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对于分散在不同主权框架下的联盟链，跨链交互能力是实现价值网络的关键。而处于 Ink 生态中心的公有
链 Qtum 天然需要成为价值和信息传递的桥梁。
早期，类似双向挂钩的侧链方案为拓展比特币的扩展性做出了努力。之后，以太坊等平台的兴起为跨链交
互的场景和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由此诞生的，不乏一些精巧的项目比如 BTC Relay，使得以太坊 DApp
开发者可以通过智能合约验证比特币网络活动；也包括一些项目致力于实现“区块链的互联网（Internet of
Blockchains）”，诸如 Cosmos 和 Polkadot，通过 hub 或 relay 实现链链价值转移或全局共识。截止目前，
大多数跨链互操作的努力停留在早期阶段，或者局限在公有链范畴内。后者与联盟链的发展成熟度不足有
关：缺乏探索和测试的土壤。
由于 Ink 主权联盟链前瞻性地增加了 Fabric 对多资产账户和 token 功能的支持，上述问题终将有所改变。
作为盘活 Ink 生态的必要环节，我们致力于设计实现 Ink 主权联盟链与量子链的互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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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操作性的实现将充分得益于以下两点：其一，作为通用性强的智能合约平台，无论 Qtum 支持的以太坊
虚拟机还是 Ink 联盟链支持的链码都拥有灵活和强大的表达能力；其二，Ink 联盟链自身提供、也依赖于
成员身份管理和权限策略机制，使得跨链操作也可以像交易背书一样依赖于多个可信的背书者，同时不为
联盟系统增加额外的信任假设。
在联盟链一侧，参与整个共识流程的节点的职能解耦为背书、排序和验证。我们将背书职能进一步区分为
交易背书和跨链中继背书。负责跨链中继背书的各节点需要独立读取和验证 Qtum 侧的跨链操作事件及相
应状态值（并保证公允的 finality），也需要为联盟链侧的合法跨链操作请求进行数字签名。如同在实例
化链码时所设定的交易背书策略一样，也需要为中继背书的有效性设置策略。具体，有效的中继背书策略
可以采用 SignaturePolicy 结构进行指定，基于 MSPPrincipal 结构构建任意复杂的签名校验组合。例如，
“OR(‘Org1.member’, AND(‘Org2.member’, ‘Org3. member’)”表示要么组织 Org1 的成员签了名，或者 Org2
的成员和 Org3 的公证者同时签了名，才满足中继背书策略。
在 Qtum 侧，以智能合约的形式注册需要进行跨链互操作的联盟链。联盟链的基本信息和当前中继背书策
略都会注册在合约上，对合约跨链条款的触发也需满足对应的签名组合。
n

应用场景

首先我们指出最直接的应用场景。即对于 Qtum 上基于 Ink 标准发行的某种 IP 资产 token，某个持有
方可以将其中一部分 token 通过跨链协议安全转移到某个 Ink 主权联盟链进行流通，并享受该联盟链
特有的服务。在联盟链上流通的部分可能通过转账、智能合约的执行等方式进行流转。同时，用户
可以在需要时将 token 安全转移回 Qtum。
同时， Ink 跨链交互协议也拥有更多可能的想象空间，包括但不限于跨链预言机和合约互操作等。Ink 主
权联盟链的 SDK 和 BaaS 服务将会对跨链交互做抽象，为开发者屏蔽底层细节，而又能享受到跨链带来
的优越性。Ink 还会持续探索更多能够更加弱化信任假设的跨链方案，并和主流跨链项目保持兼容、探索
合作。

经济模型
社区应用支持、内容生态激励、币回收机制

Ink会基于Qtum的QRC-20标准发行TokenINK，属性使用币。INK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工具，将在诸多场景
被使用，例如，消费、传播等内容行为，文化资产交易平台等。
INK 总量为 10 亿，按如下方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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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分配方案

内容生态激励
15%

社区建设
15%

代币发行
50%

创始团队及早期贡
献者
20%

n

5 亿，50%，Token 发行；Token 发行后的收入将用于支撑 INK 后续几年的运营，包括
技术开发、市场拓展、法律咨询、IP 投资等

n

2.0 亿，20%，分配给创始团队和极早期贡献者，他们是为 Ink 的早期发展提供资源和技
术的支持

n

n

1.5 亿，15%，用于内容生态激励

n

1.5 亿，15%，用于社区建设；主要包括品牌建设、应用支持、生态构建等

社区应用的支持者
在 Token 公开发行所筹资金当中，将有相当比例，用于支持和孵化各式去中心化内容应用或内容平
台，以期为原创作者和内容用户，提供丰富多元的内容和场景。当然，当底层设施建设完成之后，
Ink 团队也会参与到这样的开发当中。从资金和能力方面给予社区应用支持，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策
略，它促进真正的繁荣。

n

内容生态激励机制
这是另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系统将通过 Token 奖励的机制，激励为内容生态繁荣做出正向贡献的
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内容的生产、评论、转发、流量的交换等。（任何基于 INK 协议搭建的 DAPP
规定的量化对 IP 资产产生正向交互的行为）

n

基于 INK 发行的 IP Token 的回收机制
在内容消费的场景下，未来 IP 将更多的基于 INK 发行自己的 IP Token，在发行成功之后系统获得很
小比例的利益提成，并最终销毁这些提成所得的币，这相当于 Ink 收取了一定的使用费用，作为盈利，
并将这些盈利回馈给 INK 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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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治理结构及风险管控

æ

治理结构

Ink 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国际性社区, 将在新加坡设立非营利性基金 INK LABS FOUNDATION LTD，以
维持 Ink 社区的正常发展和运营，以及所募集数字资产的管理和安全性，INK LABS FOUNDATION LTD
将由以下部分组成。
“执行人”：执行人将负责保证基金会理事会在基金会的宗旨和规则下行使职权。
“基金会理事会”：基金会理事会将负责基金会的日常管理和运营。
“理事会工作组”：四个工作组将负责基金会不同职能的运营。
1.

技术指导工作组：由基金会首席科学家领导，负责整体技术把控及社区开发者管理。

2.

投资工作组：由一位理事会成员领导，负责通过对外进行 IP 投资来保持 INK 项目的可持续性。

3.

风控工作组：由一位理事会成员领导，负责控制基金会法律和金融风险。

4.

运营工作组：由一位理事会成员领导，负责事务部和市场单元的管理，促进 INK 品牌影响力提升。

æ

风险管控
n

交易安全
Ink 通过区块链共识、不可篡改等技术以及数字签名、终端用户加密钱包等安全手段确保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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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及资金安全；文化资产交易平台将提供金融级的安全服务；数据存储、网络等资源高效整
合，将数据、应用、交易集成到区块链云中，构建安全交易网络环境。同时，还有其他一系列
手段，确保 Ink 安全和值得信赖。
n

审计
æ

Ink 基金会理事会必须保持高标准的诚信和道德的商业行为标准；

æ

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章程；

æ

提供透明的财务管理；

æ

Ink 基 金 会 理 事 会 每 年 会 邀 请 国 际 知 名 第 三 方 审 计 机 构 对 INK LABS
FOUNDATION 的资金使用、成本支出、利润分配等进行审计和评估；

æ

Ink 基金会理事会每年将邀请权威第三方机构进行代码审计和评估；

æ

Ink 将无保留的公开第三方机构的评估和审核结果。

团队
Ink 成功的信心源泉

æ

团队成员

马耳他最大的通讯公司Forbesfone的CEO、主席和管理合伙人
Walter Komarek
欧洲
联合发起人

Angel Investment的CEO，专注于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币的投资，此外Walter毕
业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在电信、通讯行业有丰富的经验，并且擅长战略规
划和市场拓展。他精通英语、俄语、荷兰语。
日本 recruit 集团在职

月川雄

日本区块链发展推动者，早期比特币投资人，与日本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日本

ZAIF 长期合作并提供顾问服务，月川雄具有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和北京大学

联合发起人

国际关系双学位，并曾在中国担任湖南卫视《向上吧，少年》和《天天向上》
节目主持人。精通日文、英文及中文。
区块链行业爱好者，数字货币早期参与者、跨文化交流使者。

June CHOI

曾在中国留学，获得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及硕士学位。

韩国

具备极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由于其在跨文化交流和众多国际性活动中的突出

联合发起人

贡献，被授予韩国仁川市长奖状。曾任若干跨国项目规划，精通线上线下营销
推广以及商务合作。

Alexey Kalina
俄罗斯
核心开发者

资深全栈工程师
曾为多种加密数字货币开发 SPV 代码库，精通以太坊智能合约开发，参与过区
块链通讯协议、浏览器设计与开发；并且为 50 家以上数字货币交易所提供过
API 开发及市场数据分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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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的区块链产品经理和技术负责人，曾经主导开发著名的 Changelley，作为
Paul Sokolov
俄罗斯
核心开发者

世界上最大的聚合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其在全球拥有数百万的用户。此外，
他还主导过 Guarda，一款支持多币种加密货币交易的手机钱包；以及开发了
Chainthis.com, 一个专注于记录和预言机的区块链解决方案。

Alexandr Dorozhkin

资深后端开发工程师，为多个区块链产品开发了网页钱包和区块链浏览器。并

俄罗斯

开发了基于多种加密货币的 RPC 协议，此协议可以和多个交易应用端口互换市

核心开发者

æ

场数据。

投资人与支持者

Alex Kotenko

Sergei Chmel

Bruce Elliot

欧洲金融科技独角兽 BlockEx CTO
欧洲最权威的区块链专家之一，比特币支付系统 XBTerminal Ltd 创始人。
ICOSHARK 对冲基金管理合伙人，Le Genepi Cosmetics 创始人，私募基金投资
顾问，Virtown.ru 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Boston Multi Family Office 主管，Cube Limited 战略主管，Microgaming Systems
营销和商务拓展总经理。
连续创业者，Business Instincts 集团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Slyce Draganfly

Cameron Chell

Innovations, Raptor Rig, ColdBore Technologies, UrtheCast, ASP Industry
Consortium, Engyro 和 FutureLink 联合创始人。
SCAL 首席投资顾问，Brilliant Already 首席技术官，Dev Bootcamp 软件开发工

Stefano Schiavi

程师，Violet Jade Holdings 期权交易员。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擅长算法
设计与分析。

æ

法律支持

Adam Killip
Aki Corsoni-Husain

英属曼岛 DQ 律师事务所的 数字货币法律专家，为数十个英国及曼岛的区块链
项目担任法律顾问。
Harneys Law管理合伙人

如何展开工作
Ink 工作进度情况及后续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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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Ink 理事会成员纸贵科技获得种子轮融资，并开始深耕于 IP 领域

2016 年 10 月

Ink 理事会成员纸贵科技的区块链版权资产管理平台上线（ziggurat.cn）

2016 年 12 月

Ziggurat.cn 上登记的作品突破 6000 件，合作方达十余家

2017 年 3 月

Ink 早期团队确定 INK 的核心使命和功能，并完成架构规划

2017 年 4 月

Ink 早期团队获得百万级美元顶级天使轮融资，项目进入崭新阶段

2017 年 5 月

Ink 早期团队受邀参加数博会，与中国贵阳签署版权区块链项目共建协议

2017 年 6 月

Ink 正式团队成立，横跨底层技术、IP 发掘、管理、运维各领域尖端人才

2017 年 7 月

Ink 硅谷区块链实验室成立

2017 年 9 月

Ink 主权联盟链进入测试阶段

2017 年 10 月

Ink 白皮书正式发布

2017 年 11 月

Ink 完成全球路演

2017 年 12 月

Ink 主权联盟链正式上线

2018 年 1 月

Ink 区块链浏览器正式上线

2018 年 2 月

Ink 官方钱包正式上线

2018 年 4 月

Ink 跨链协议内测

2018 年 4 月

INKubator 众筹平台 beta 版上线

2018 年 5 月

INKubator 交易平台 beta 版上线

2018 年 5 月

INKchain 主权联盟链集成 Tendermint 共识

2018 年 5 月

INKchain 浏览器 beta 版上线

2018 年 5 月

Ink 区块链开发者服务（BaaS）平台—INKstone beta 2.0 版上线

2018 年 6 月

INKchain 去中心化 DApp—INKwork beta 版上线

2018 年 6 月

INKDAppstore 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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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INKubator 众筹平台完成首次 IP 众筹

2018 年 8 月

INKubator 交易平台正式开启 IPToken 交易

Future

持续开发新的应用构建区块链 3.0 生态

结语
以终为始

Ink 以敬畏之心面对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圈及她们滋养的原创内容产业，渴望借助区块链技术，让这个产
业更加和谐、合理、繁荣。同时也期望通过 Ink，特别是文化资产交易平台，使得文化及其背后的价值更
好的流通交融。
同时，作为一个热爱技术的团队，我们也期望透过 Ink，尤其是 Ink 跨链交互协议，为区块链技术的积累
和进步，贡献力量。
Ink，以终为始！

了解更多
æ

访问 Ink 官网：https://ink.one

æ

Ink 邮箱：inklabsfoundation@yahoo.com

æ

加入 Ink 社区：
Telegram 全球社区: https://t.me/joinchat/GHiS0A7C841w1NbTNwIYIQ

Telegram 韩国社区: https://t.me/joinchat/Ft0uOA6DN6fYzuM5pQ_oOg

韩国 Kakaotalk 社区（INK Korea）：https://open.kakao.com/o/gyyhHpB
日本 line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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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 whitepaper

æ

关注 Ink：
Twitter：https://twitter.com/inklabsfound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inklabs.found.9
LinkedIn：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27001961/
Medium：https://medium.com/@inklabsfoundation/
Bitcoin Talk: https://bitcointalk.org/index.php?topic=2328717.0
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InkLabsFoundation/
INK 微信公众号：InkLabsFoundation

æ

白皮书将会时刻保持更新，敬请持续关注 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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