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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JoorsChain 公司将通过“宙斯协议”，即开发去中心化的应
用程序（dApps）和分布式帐本，重塑“数字广告”，使其
回到应有的样子。JoorsChain数字广告链正努力实现通过
使用高性能的区块链技术，让数字广告系统变得更加透明
和高效。今天的数字广告每年可创造超过2000亿美元的高
额价值，然而其中50％以上都浪费在中间商和广告欺诈，
大多数利润并没有到达出版商和终端用户的手中。
数字广告链由行业内领先公司创立，这些公司将逐渐把它
们现有的成熟业务（包括全球日均5000万次以上的广告播
放展位和超过20个国家的业务范围）转移到数字广告链的
dApps和分布式账本之中。有了这些商业基础，数字广告
链团队的重心将是扩大适用范围，让更多的广告商和发行
商加入数字广告生态链中，而非拓展新的业务。

“宙斯协议”将启用智能合约和dApp，并通过数字广告币
JoorsCoin（JIC）进行节点间的交易和清算。未来JIC将
在世界领先的交易所上线，从而与其它加密货币和法币兑
换。
JoorsChain的区块链数字广告生态系统将在2018年底上线
后，持续开发和加强用户服务及解决方案（包括向更多广
告商、出版商和发行商启用“宙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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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选择去中心化、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广告系统?
1.1 数字广告业的问题 – 营入流失、不透明、低效、充满欺诈行为的生态系统!
国家广告商协会（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s, ANA）首席执行官Bob Liodice在2017年10
月的ANA营销专家会议开幕致辞中表示：
“只有25％的首席营销官（CMO）在数字媒体投资中触及到目标受众。”
这相当于每年近1500亿美元的广告支出都被浪费。这些浪费主要是由于当今数字广告生态系统的四
个问题;：中间商拿走大量投入、广告欺诈、流程低效、以及最根本的问题，即流程不透明。 除此之
外，还因为数字广告市场被谷歌、脸书、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垄断。

为了迎合数字广告中间商的主导地位，替代传统广告渠道
的数字广告网络（Affiliate Network，也称联盟网络）已
遍布全球。这些广告网络只是为广告商和发行商创造一个
替代线下的线上广告市场，但最糟糕的是，大量的欺诈活
动也因此而生。这些活动包括：使用机器人点击广告；自
动订阅用户不需要的服务；模拟订阅认证流程；公然夺取
眼球或通过点击违法的非广告数据，广告服务或广告内容
等。

上的资源浪费和耗时的争论”。

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广告产业的主要问题，即透明度的
缺失。“宙斯协议“旨在通过创建透明度和可追溯的数字广
告系统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了解信息来源，明确交易方（
以及各做了什么），和识别流氓中间商等。

“欺诈性的广告活动已经迫使非洲的几家移动网络运营商
屏蔽在线订阅，并强制安装昂贵的防欺诈系统，并对中
间商进行罚款。某种程度上来说，非洲地区的在线业务
已经停滞不前，导致许多公司已经破产！”Starfish Mobile
International联合创始人兼主席Per Ostberg如此说道。
低效的流程会影响整个价值链。从创立广告营销活动开
始，创意元素和活动参数将通过手动或各种自动界面，沿
着数字广告产业链，从一个系统转移到另一个系统，在缺
乏准确和安全的终端用户定位中继续（基于Bazaarvoice.
com所做的研究，有四分之三的营销人员不相信他们的广
告能够吸引合适的人群），并以低效的报告、对帐和支付
流程结束（许多中介机构都依赖excel数据库和不准确的
网络报告工具，同时使用货币兑换网站转换不同的货币，
从而产生额外的手续费用）。Wiget Media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Soheil Amorpour认为这一切都导致了“整个价值链

4

Advertisers
广告商

Intermediary

中间商

Intermediary

中间商

Intermediary

中间商

Delivery statistics

传递统计

Delivery statistics

传递统计

Delivery statistics

广告系列配置
Campaign
config.
& 和创意
Creative

广告系列配置
Campaign
config.
& 和创意
Creative

广告系列配置
Campaign
config.
& 和创意
Creative

传递统计

发行商和数据
Publishers
& Data
网络
networks

End-Users
终端用户

图1：目前的广告网络系统

1.2 数字广告链的解决方案 - 基于区块链
的去中心化广告生态系统
JoorsChain数字广告链的愿景和目标是“重塑数字广告”
。JoorsChain将基于四项核心设计理念为新的和现有的数
字广告生态系统开发“宙斯协议”。
“宙斯协议”的四大设计理念如下:
1. 广告商应有一个高效、透明的渠道，可以无欺诈地触
及目标受众。 （参阅图2）
2. 发行商应作为供应商直接进入生态系统。
3.为希望成为广告发行商的移动网络运营商创造额外营
收。
4.终端用户通过查看赞助内容，共享个人信息和偏好，
以及允许广告商为他们定位，可获取真实的利益。

发。（参见图3）
在“宙斯协议”的广告网络中，各方之间的交易和协议将写
入智能合约中执行。

第一个理念会在数字广告链开发的区块链广告生态系统的
第一阶段实现，第二和第三个理念是第二阶段的需要实
现的一部分，而第四理念会用于第三阶段中的生态系统开

中间商
Intermediary

Delivery
Statistics
传递统计

发行商和数
Publishers
& Data
据网络
networks

Advertisers
广告商

End-Users
终端用户

广告创意和配置
Creative & Campaign Config.
图2：未来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广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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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广告系统与终端用户直接互动

1.3 新的代币流通
在当前的数字广告系统中，超过50％的广告费都进入了中
间商的手中，如图4所示。

使用数字广告链的区块链解决方案，广告收入将最大价
值地分配给各方（包括广告发行商和终端用户），如图5
所示。

充斥着欺诈行为和低效率的广告生态系统
+200 BUSD

Advertisers
广告商

Intermediary
中间商

Intermediary
中间商

Intermediary
中间商

60%
60%

15%交易平台
10%媒体机构
10%预算
15%
Trading desk 10% Media
agency 10% argeting
10% Ad verification
10%
Demand-platform
5%
Exchange
10%广告验证
10%需求平台
5%交易

发行商和数据
Publishers
& Data
网络
networks

End-Users
终端用户

40%
40%剩余

0%

Remaining

图4：在传统数字广告生态中典型的资金流通
10%

透明公平分配

10%
d-app
dApps
验证
validators
70%

70%广告发行商
Publishers

广告商
Advertisers

2000亿美元
+200
BUSD

10%
10%终端
End-Users
用户

交易所和电子商务

10%
10%验证
Validating
节点
nodes

图5：基于通证的数字广告生态系统中的代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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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区块链升级现有业务
JoorsChain数字广告链并非致力于开创新的业务。主要的创始公司都活跃于现有的数字广告生
态系统中，并运营成熟。这使得JoorsChain能够通过将现有的传统数字广告业务纳入到使用区
块链技术和JoorsCoin（JIC）作为结算代币的“宙斯协议”系统中，来实现JoorsChain快速的市
场推广。

2.1 数字广告链的创始公司和现有运营生态
数字广告链的四个创始公司（Joors，TalkPool，Wiget Media
和Starfish Mobile International）都在数字广告生态系统中成
熟运行，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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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iget Media覆盖了线上拥有数亿广告观众的在
线广告位，而Joors与合作伙伴TalkPool AG和Starfish
Mobile International则在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
约30个市场建立了集成商、整合商和技术供应商。 参
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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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创始公司在当前数字广告生态系统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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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广告链的创始公司拥有
1300多名员工，他们将各自
的技术和解决方案集成到移
动网络运营商、广告商、内
容所有者和发行商之中。数
字广告链的创始公司将在整
个合作网络中共同营销、整
合和开发数字广告链的生态
系统。创始公司已和全球知
名品牌开展多方面合作，并
将致力于将这些品牌加入到
数字广告链的生态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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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JoorsChain’s partners’ worldwide presence

2.2 “宙斯协议”的用户及利益
“宙斯协议”将使包括广告商和终端用户、数字广告的新老
客户在内的整个数字广告生态系统获得更多收益。
广告商
广告商将获得多项好处。例如，由于减少可能存在的多家
中间商，同时广告商仅需支付经过验证的广告展位，因此
广告费的投入将大大降低。另外，通过JoorsCoin（JIC）
激励终端用户观看广告，将在广告商和终端用户之间建立
更强大的广告网络，广告商也能得到更准确的用户分析。
广告发行商
由于减少了可能存在的中间商，更多的广告费将直接投给
广告发行商。而更为精准、高效地广告投放，将使采用“
宙斯协议”的广告发行商更具有竞争力。
中间商
当下的数字广告行业中，即使是中间商之间的竞争也是
激烈的，由此导致的不良竞争，对于坚守诚信的优质
中间商大为不利。“宙斯协议”将鼓励联盟网络、交易平
台、dmp、dsp、ssp或是目标验证等等，成为透明的数字
广告网络和价值链的一部分，让真正有诚信和有价值的贡
献者得到繁荣发展。

获利/终端用户数据收集器
广告商对于管理更好、高度准确的大型终端用户数据库服
务的需求是明确的，并十分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价格。
移动网络运营商
“宙斯协议”将为移动网络运营商（MNO）带来两方面的好
处的。首先，广告欺诈的发生率将大幅降低，从而将保护
运营商的终端用户和计费系统的完整性。其次，运营商们
将可以加入数字广告链的生态系统，并成为广告商或发行
商，从而为他们带来新的营收点。
终端用户
终端用户也将获得很多收益！他们不再会被肆无忌惮的联
盟网络广告所淹没，这些广告欺骗性地订阅了他们不想要
的服务（这一现象是真实存在于非洲等新兴市场的严重问
题）。他们将有权利选择成为他们自己私人网站、移动网
站、博客等页面的广告发行商，获得JoorsCoin (JIC)的激
励。最后，他们也将能够通过接受和观看广告，或向数字
广告链提供个人数据数据分享，来获取J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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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orsChain AG–数字广告生态系统的推动者
JoorsChain数字广告链是一个开源的解决方案，但为了确保区块链技术和JIC代币的使用不断增
加，JoorsChain在瑞士楚格（加密谷）注册了区块链公司，负责开发“宙斯协议”，并向广告商和发
行商推广。
JoorsCoins（JIC）是JoorsChain 数字广告链的支付货
币，并需要确保在二级市场充满活力。 因此，JoorsChain
公司将主导推动新广告商采用数字广告链，并确保更多和
更多样化的发行商的加入，纳入更多移动运营商和终端用
户，并开发更多功能来增强应用和解决方案。所有这些活
动都将旨在增加JIC代币的交易量，从而增加JIC代币的价
值。在未来，数字广告链将收取支付给验证节点的一小部
费用，以供JoorsChain公司进行产品维护与研发，从而确
保数字广告链的长期发展。此外，数字广告链生态系统内
的广告商，也会为一些增值服务付费，如配置的终端用户
数据库、看广告挖矿等应用程序。

3.1 JoorsChain AG – 在瑞士“加密谷”注
册的区块链技术公司
JoorsChain AG是一家瑞士公司，其总部位于加密谷
Crypto Valley——瑞士楚格，是一家完全符合瑞士区块链
和加密货币法规的公司。
JoorsChain AG
注册号：CHE-442.818.149
地址：Zugerstrasse 76A，6340 Baar，楚格，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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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rsCoin （JIC）及其增值潜力
4.1 通证设计
JoorsChain数字广告链将发行总量8亿个
JoorsCoin（JIC）。目前已基于以太方ERC-20（18位小
数）发行了JIC代币。未来将以1：1转换为数字广告链的
JIC解决方案。发行的JIC代币将按以下方式分配:

终端用户奖励
终端用户可以收到JIC代币作为以下活动的奖励：
•JIC代币将由广告商支付给观看广告的终端客户作为激
励。
•JIC代币将支付给下载及分享dApps的用户。
•JIC代币将支付给分享个人数据的终端用户，以激励他们
分享如广告偏好、社会和心理数据等信息，以增强广告服
务能力和定位。
用户获得的JIC代币，可用于从“宙斯协议”生态中的电商或
移动网络运营商购买产品和服务（如数据包、通话包等）
，也可以在主流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兑换其他数字货币或者
法币。整个“宙斯协议”的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活跃终端
用户，因此用户对JIC的持有与交易需求也将被推高。

•
•
•
•

40% —— 用于社区激励机制
30% —— 出售给外部投资者
15% —— 由 JoorsChain AG 公司保留
15% —— 创始团队及人才激励

除了以上三点主要因素外，JIC代币的需求也将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增加，而由于其发行的总数量恒定，从而推高单个
JIC代币的价值

图8：JIC计划分配

4.2 JIC创造的价值
JIC代币将在全球主流交易所进行交易，因此所有利益相
关方都可以使用它来进行各种交易，从而也将提高JIC
的使用需求和流动性。推动JIC代币价值的三个主要因素
有：
B2B交易
数字广告生态系统中的企业（如广告商和发行商）将使用
JIC代币在数字广告链上进行交易。企业将会通过以下方
式收到JIC代币：
•发行商可以通过JIC代币向广告商支付广告费用；
•全球媒体机构、广告交易、广告指标、广告验证和其他
服务提供商均可使用JIC代币进行付款，减少汇兑损失与
额外的手续费。
验证在dApp中完成的交易和计算
验证者和其他dApps提供者将收到JIC代币支付其为数字
广告链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这些费用的一小部分将支付
给数字广告链（如上文第3章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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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用案例
5.1 一般数字广告

5.5 预防诈欺行为

对于普通的数字广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应用数字广
告链的解决方案“宙斯协议”。JoorsChain的长期目标是使
广告商和发行商采用智能合约进行结算。也就是说，当广
告商想要向特定用户展示广告时，智能合约将被创建来定
义能够触及相关用户的广告发行商。之后，同相关发行商
签订的协议（即智能合约），将可以了解发行商向谁、在
何时展示了什么广告等信息。最后，广告商、发行商和潜
在的一些有价值的中间商，将依据实际发布的广告（也由
区块链监控和管理），由智能合约进行结算。

让移动网络运营商最头疼的问题之一是针对终端用户进行
的欺诈性订阅和计费。通过“宙斯协议”创造的透明的数字
广告链生态系统将最大化减少这种欺诈行为。

5.2 移动广告
广告商希望通过广告发行商或移动运营商向目标手机用户
显示广告、赞助内容或提供服务。广告商可以使用广告集
成的平台或合作伙伴，例如通过 Joors，Starfish （可能
会与现有的广告服务商 / DSP / SSP结合）去注册广告内
容、地理区域、目标营销群体和终端用户的激励行为。

5.6 广告商和发行商配对
在广大的去中心化数字广告生态系统中，广告客户希望找
到合适的广告发行商来覆盖其目标终端用户。创始公司
Joors将为数字广告链开发一个客户端和一个服务解决方
案，帮助广告商快速方便地找到合适的发行商，并轻松为
商定的条款和条件编制智能合约。这种类型的增值服务只
是Joors和其他服务提供商未来为“宙斯协议”开发的众多服
务之一。

5.3 看广告即挖矿模式
目前有多种对终端用户的奖励都可以通过数字广告链来实
现。目前大多数终端用户并没有从观看广告中获得任何好
处（相反，他们还需支付所消费的数据）。在数字广告
链的生态系统中，终端用户将获得用于观看广告的JIC代
币，由广告商支付奖励，并通过数字广告链的智能合约、
代币和钱包来收到奖励。

5.4 分享数据即挖矿模式
当今广告系统的一个重要难题是缺乏对终端用户的了解和
分类。通过数字广告链的解决方案，终端用户可以获得通
过分享用户统计和心理数据获得JIC代币。这些信息的可
用性将使广告商能够击中正确的目标客户，从而提升广告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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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解析
JoorsChain是一种可扩展的分层架构，支持大规模交易，并可以有效地在广告商、发行商、集成商
和移动网络运营商之间的使用智能合约。该技术可满足：
●
●
●
●
●

去中心化
开放化
自治化
匿名化
不被篡改的数据库

JoorsChain数字广告链的智能合约同时具有灵活性和可适
应性以支持当地立法和商业环境。JoorsChain将基于可扩
展且具有弹性的区块链技术，支持上述交易、数据访问和
控制数据流的分层。

6.1 数字广告链、广告合同和执行子链
该体系结构将分为四层：

应用程序
Applications
API&SDK
API
& SDK

Smart
Contracts
智能合约
区块链共识机制
Consensus
Blockchain
图9：数字广告链的四层架构

这一解决方案的基础是数字广告链，由验证者保护的、
具有共识机制的区块链。验证将由验证节点通过改进的
PBFT算法执行，在区块中获得通过。链上可以存储交易
信息、广告合同并保护上层数据。验证器创建的区块链将
支持10.000-100,000 TPS（每秒交易数）的出块速度，从
而可以保护关键交易和控制数据流。
为了实现可伸缩性和高交易吞吐量，广告合同（即智能合
约）和执行子链将被采用。它们会在数字广告链上运行，

并继承了数字广告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6.2验证节点和广告合同服务器
数字广告链中的信任是通过验证节点创建的。验证节点可
以是核心验证节点，具有高计算能力以确保新区块和执行
合同；或是具有有限计算能力的轻节点验证块和执行子
链。核心验证节点将由所有验证节点通过委托合同选出。
6.3广告合同（智能合约）
JoorsChain数字广告链采用的广告合同是由程序代码编写
合同细节的智能合约。
JoorsChain的广告合同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从而支持
交易速度、信任程度和相关方的多样化需求。合约的详细
信息会在数字广告链中得到保障。广告合同的执行和结算
都将由核心验证节点控制。而执行合同的验证节点将通过
JIC代币进行奖励。
每个广告合同都有唯一的一个公共地址作为标识，与普通
钱包相同。每个地址都有相应的密钥，用于交易和签订合
同。合同创建后密钥被丢弃，因此只有共识协议才能更新
合同的信息和余额。
合同包含四个基本要素：{code，state，[call]，balance}
。代码由用户定义合同条件（例如目标群体，每个广告的
补偿等）生成。状态将保存为当前的内部信息。
命令将定义子链的完整功能。余额是合约所拥有的数字货
币。
与合同相关的工作流程将由传输方TX触发。有三种基本传
输类型：支付交易TXp、数据存储TX和控制流TXc。它们
会在底层验证节点中被处理。所有的节点都将同意相同的
全局状态。
1）付款TX：{sender-> receiver：amount}
资金转移的基本交易。付款人需要使用密钥对交易进行签
名。签名可由任何人验证。
2）数据存储TX {sender-> contract_address：data to
store}
处理的此事务类型的验证节点不会验证任何与余额相关的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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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流程TX1
a）合同部署TX
用户发送init TX以开始新的合同。在合同中，用户需要提
供指定合同代码、init资金和执行类型这些信息。
b）合同电话TX
在合同的运行时间内进行交互。

所有交易都可以由合同方或算法验证，以检测合同是否违
规。例如，广告是否是被机器人而不是被真正的手机用户
观看。子链的详细信息可以被清除或匿名，从而可以符
合通用数据保护法规（GDPR）。需要隐私的数据将被加
密，通过代理可以进行重新加密从而确保在不同方之间也
可以访问加密数据。

6.4通过子链执行合同
与广告合同相关的详细交易信息将存储在合同执行子链
中。交易包括广告视图、点击次数、订阅量、应用下载
量、移动电话用户类型、奖励等。

6.5奖励和交易费用
节点可以通过贡献其计算能力来获得两种类型的补偿支
付。首先，验证节点将为它们所贡献的每个区块得到奖
励。其次，ACS服务器将因节点参与了子链及其广告合同
的处理工作而得到奖励。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服务耗电量
并不大大。

广告合同通过控制流程TXc来定义子链属性（参与节点的
百分比、共识协议、策略、状态存储等）。一旦建立了子
链，每个参与的广告合同服务器（ACS）将在其执行中采
用可插拔协议。子链上的任何后续请求将通过所选的ACS
百分比进行验证。并将根据需要在子链上生成新区块以节
省资源并实现扩展。子链将继承底层区块链安全和强大的
属性，还可以通过ACS中的更新算法升级子链，升级子链
并不会影响底层的数字广告链功能。

低耗电量将会大大激励普通的电脑端用户，甚至移动用户
参与到数字广告链升天中。相较于POW（工作量证明）
网络中的普通用户几乎没有机会从采矿中受益，在数字广
告链的设置中，用户可以设置ACS节点并获得其提供的工
作奖励。这将鼓励更多用户加入共识系统并提升ACS的处
理能力。另一方面，广告合同所有者或子链创建者将需要
为所有的ACS工作支付费用，但考虑到其带来的好处和低
启动成本，这依然是非常划算的。整个合约过程都将促进
生态系统更加去中心化并可以使各方都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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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来方向
2017年11月，JoorsChain AG成立，并成功组建了一支强大且具有国际经验的团队，现在已经进入
到设计代币（JIC）、钱包和智能合约的开发阶段。 接下来的12个月将专注于推出数字广告链，将
创始公司的数字广告业务转移到链上，并推广给更多的广告商和发行商。

发展蓝图

2018 Q2
• 顶层技术架构
• 底层区块链评估调研
NOV 2017
数字广告链创立

2018 Q1
团队建设&技术设计

2018 Q4
• 链上业务实现商用
• 继续其他业务和用户的上链
• 为dAPP开发更多附加功能

2018 Q3
• 现有业务逐步上链
• 开发智能合约、钱包
• 及生成JoorsCoin

2019 Q4
• 为合作伙伴技术及客户上链提
供资金支持
• 不断添加新的功能及开发新
应用

图10: 数字广告链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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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创始公司
数字广告链由以下四家创始公司共同建立，他们将通过把目前各自公司现有的数字广告业务转移到
数字广告链中，为数字广告链生态系统的成功做出贡献。

IntJoors Holding AB
( www.joors.com )

TalkPool AG
( www.talkpool.com / www.talkpool.io )

Joors是一家瑞典领先的移动广告技术平台。Joors通过提
供优质内容及视频广告服务，增强移动通信商和媒体公司
在终端受众体验的营销模式。Joors将和JoorsChain数字
广告链一起研发一个先进的服务平台，达到通过签订智能
合约，促进广告商、广告发行商以及移动通信网络商之间
的合作。该商业模式是Joors以及其他广告集成商们想要
从数字广告链的生态系统中获利的众多商业机遇当中的一
种。

TalkPool向全球提供先进的通信网络和物联网技术支
持。TalkPool成立于2000年，并在纳斯达克斯德哥尔摩第
一交易所上市。其总部位于瑞士库尔，目前在20多个国家
拥有大约1300名员工。公司通过领先的专业技术、长期积
累的经验和灵活的商业模式及时地向全球通信运营商提供
技术支持。JoorsChain数字广告链将会提高TalkPool的技
术整合实力，赋能团队区块链技术开发，加强TalkPool与
移动通信商的合作以及扩大商业业务板块。

Wiget Media AB
( www.wigetmedia.com )

Starfish Mobile International
( www.starfishmobile.com )

Wiget Media是一个全球化的数字广告交易平台，旨在
提供例如实时竞价等一系列不同的广告服务。过去6年
中，Wiget Media已向全世界提供超过1500亿广告印
象。Wiget Media从2008年起致力于向成千上万的合作广
告商提供最优的广告服务以及最大幅度提高广告发行商的
广告收入。

Starfish Mobile International是一家在非洲领先的移动增
值服务公司，其为非洲提供领先的移动增值服务，范围广
泛，包括移动内容、快消产品（FMCG）营销活动、零散
广告营销，乃至移动运营商内容服务的运行。自 2002 以
来，海星移动国际已经在各种受众群体中开展了数千次客
户活动，合作方包括报纸、 媒体、快消客户、个人及移
动运营商，在合作的过程中，海星移动国际一直专注于及
时向合作伙伴提供最新消息，以保证他们跟上技术和市
场的发展。Starfish将通过手机开展项目调研，并将成为
JoorsChain 解决方案的一个关键的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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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现有的优秀客户
数字广告链的合作伙伴目前已经与全球知名广告客户开展
各项合作，如下图10所示。

图11:现有的优秀广告客户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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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创始团队
数字广告链和JIC代币的开发正由一支强大且经验丰富的国际团队领导。

9.1 核心成员
Carl Aspenberg

数字广告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曾在瑞典爱立信担任副总裁，负责亚洲、中东和欧洲地区市场和销售。Carl也是一位专注于全球市场
的连续创业者和投资人，在物联网、数字健康以及数字广告领域成功创办或投资多家企业，其中包括
Agada、Joors 等。同时Carl还参与并协助过多家公司上市，也是包括 C-security system 在内的多家创
业公司和上市企业的董事会成员。

Cecilie Chen

数字广告链联合创始人
Cecilie在全球最大音频点播平台 Acast 任高级职位，主要负责国际市场的扩张和发展。Cecilie还曾帮助
并参与阿特拉斯 ·科普柯以及 seabay 资本等多家公司的扩张和发展。Cecilie在中国和瑞典的科技领域，
特别是数字广告和内容等方面都有丰富的创业经验。 Chen还拥有来自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背景以及瑞典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硕士学位。

Stefan Lindgren

数字广告链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Stefan Lindgren是数字广告链的首席技术官，同时也是瑞士上市公司Talkpool的CTO及董事会成员。他
有电信、标准化、物联网和国际商务领域的长期工作经验，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工程物理硕士，并拥有 78
项国际专利。熟知物联网、区块链及分布式账本相关知识。在瑞典爱立信任职期间，主导了与苹果、联
想等公司的合作，及其他重大项目，如WiMax，的研发工作。

Stefan Arenbalk

数字广告链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战略官
Stefan Arenbalk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国际商务建设者，集麦肯锡战略观点与实操技术理解于一身，曾任瑞
典商务中国分区（原瑞典贸易投资委员会）副会长及驻广州经济事务领事。Arenbalk还拥有斯德哥尔摩
皇家理工学院的工程物理硕士学位和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硕士学位。

Per Ostberg

数字广告链联合创始人
海星移动国际（Starfish Mobile International）主席，作为是非洲撒哈拉以南最大的移动增值服务公司之
一，海星移动国际目前在全非建立移动网络。Per Östberg拥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学位，他曾在东南
亚为爱立信无线电系统的重组供应链工作了五年，在2002年联合创办了海星移动国际公司，并在6个非
洲国家建立了移动网络。他还是一位作家、演讲者并在2018年荣获瑞士IMD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Soheil Amorpour

Wiget Media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拥有超过12年的企业家经验。在没有任何外部投资者的情况
下，Soheil将Wiget Media广告网络的年收入提高到约2500万美元。 Amorpour还拥有作为各种垂直行业
投资者与早期阶段初创企业合作的丰富经验，并拥有南安普顿索伦特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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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in Eftekhari

数字广告链首席工程师
Wiget Media广告平台首席技术官，拥有7年广告科技的经验，负责管理开发团队，数据分析和系统运
营，同时拥有包括分布式服务和高性能高事务分布式系统架构的全堆绽开发的高级经验。

David Sandgren

Wiget Media业务发展负责人，他拥有近二十年的企业家、首席执行官、投资者和投资经理的经验。作为
企业家David创立了Hitta.se和Mortgageloan.com。 Hitta.se是瑞典现在最强大的品牌之一，挑战了瑞典
前垄断企业Eniro.se，并在后期增长幅度上超过了Eniro.se。Sandgren还拥有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经
济学硕士学位，和瑞士圣加仑大学的金融学位。

Boris de Bruin

数字广告链市场和公关经理
Boris在荷兰海牙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并拥有荷兰Ahold的快速消费品行业管理经验。作为技术市场品牌
和沟通方面的专家，Boris负责Talkpool物联网业务的营销和销售工作。

9.2 Advisor
Jimmy Zhao

Y investment的合资伙伴，与其共同管理1亿美元基金。Jimmy还是多家企业创办人、欧洲加密技术投资
者，是欧洲数字货币交易所ZBX、欧洲区块链咨询顾问公司ChainX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线下社交媒体
Lunchback、Guanxi及Manto Networking（曼托网络）等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他的故事在
包括NBC新闻、爱尔兰独立报、Breakit新闻、欧洲本土新闻以及Arctic Startup（北极创业）在内国际媒
体上都有报道。目前Jimmy正致力于在欧洲建立一个监管完善的密码交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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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词汇表和略缩词
广告商 - 任何想要向终端用户推广其产品和服务的个人、
组织或公司
联盟网络 - 整合各类广告发行商并从广告收入中收取费用
的广告网络
ATC - Advert Contract Serve，广告合同服务器
BTC - 比特币，广泛交易的数字货币，用作支付货币并由
比特币区块链控制。
比特币 - 见上面的“BTC”
区块 - 区块链的组成部分，带有时间戳，内含每个交易的
记录，在它被发布后，将无法更改
区块链 - 是借由密码学串接并保护内容的串连交易记录
机器人 - 例如使用计算机（程序）作为终端用户来点击广
告，即用于欺诈
加密货币 - 基于区块链产生的货币或代币
加密密钥 - 用于解锁加密数据的“密码”。在区块链世界中，
用户拥有两把钥匙：一个是公钥，允许任何人以只读模式
查看钱包中的内容；另一个是私钥，允许用户写入钱包，
从而启用用户之间的交易
数字钱包 - 用于存储数字货币的软件应用程序（如加密货
币）。所有钱包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能通过公钥和私钥进
行访问
DSP - 需求侧平台
终端用户 - 针对广告和/或正在查看广告的个人
ETH - 以太坊加密货币
以太 - 见“ETH”
以太坊 - 见“ETH”
法币 - 主权储备银行控制的美元，欧元等传统货币
Gas - 支付给验证节点以验证区块链交易的报酬
GDRP –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法规
哈希值 – 意思是为了访问数据或数据安全性而生成的哈希
值。哈希值（或简称哈希），也称为消息摘要，是从一串
文本生成的数字。广泛用于区块链行业中。
中间商 - 在广告价值链中执行不同服务的中间人
物联网 - 物联网是一种概念，机器通过定义的接口来相互
连接和通信，从而无需人工干预
JIC – 数字广告链使用的代币
宙斯协议 -用于访问数字广告链及其社区生成的分类式帐本
和dApp的协议
JoorsCoin - 见“JIC”
矿工 - 服务器（可以是个人、组织或公司）运行以验证区
块内的交易是否合法。这将通过解决日益复杂的数学问题
来完成
移动网络运营商 - 移动电话网络的运营商，使终端用户能
够执行诸如呼叫、数据冲浪、支付等交易。
MNOs - 请参阅“移动网络运营商”
节点 - 可以共享区块和事务的区块链网络成员

链下交易 - 在区块链之外记录的交易，可选择在稍后时间
在区块链上发布并创建永久记录
链上交易 - 直接记录在区块链交易平台上的交易
支付通道 - 一个已建立法货和加密货币之间连接的支付通
道
广告发行商 - 拥有允许广告客户在其网站投放广告的任何
人，通常会吸引到相关目标和终端用户
RTB - 实时竞价。广告技术世界中的一个常见表达，指的
是销售发行商和购买广告商之间的实时匹配
智能合约 – 双方或多方之间的编码自动执行协议，在区块
链上传达和执行协议
SSP - 供应方平台
代币 - 在区块链上创建的自定义货币，用于数字钱包持有
者之间存储和交易相关的价值
验证器 - 检查网络中正在处理的不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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