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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本文第一章“背景介绍”中主要讲解了关于Cloud Token的一些基础知识，其中包括区块链，加密货币，智能手机支
付，货币交易以及人工智能（AI）交易。正如此章节所示，了解Cloud Token钱包核心概念能为读者们对此项目提供
一个完整的构想，在此建议所有阅读者仔细翻阅此篇章以确保了解该项目的初心以及目标。
Cloud Token是一个基于最新技术上的全新加密货币钱包。

其一， Cloud Token提供了一个完全分布式的去中心化应用钱包，因此完美的解决了当下市场与各政府对于加密
货币监管不力的问题。

其二， Cloud Token团队从一些成功的智能手机支付应用中学习了他们是如何实施以及完善手机支付功能以确保
能打造一个最成功的去中心化分类账应用软件。 Cloud Token在此过程中利用了第四代分布式账本技术来打造一
个完整的平台以达到给用户提供最佳的体验为我们的最终目标，除此之外，Cloud Token钱包更是会在未来寻找更
多的支付合作伙伴以，及为用户们加入更多的服务。

本文章节“平行分类账”以及“Cloud Token钱包核心技术”中将会更进一步的解释Cloud Token钱包背后的技术支
撑以及如何在应用中集成一系列不同的服务。
目前Cloud Token钱包已推出人工智能（JARVIS AI）交易服务，其能够帮助用户以CTO（Cloud Token通证代号）为
指定收益通证，在完全自动交易的原理下帮助用户们增加被动式收入。其他服务如，支付，加密货币交易以及更多
AI选项将会在此项目正式发布后陆续加入。
此文章的目的是为读者们对Cloud Token钱包提供一个完整的概念以及理解该项目的整体架构。 我们团队力图于
打造一个绝对安全以及透明的平台，方便用户们保存私钥，查看加密货币余额，日常支付以及AI交易增加被动收入
等各种去中心化功能。

Cloud Token团队了解只有用心做好应用才能给予我们的通证更高的价值，为了用户也为了Cloud Token，我们保
证会打造一个实用，便利和安全的分布式分类账技术产品。

Cloud Token Wallet

从www.CloudTokenWallet.com下载并安装Cloud Token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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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此章节主要为读者们解析什么是Cloud Token钱包以及围绕此项目的一些基础概念。包括“区块链”
“加密货币”
“
智能手机支付支付”
“加密货币货币交易”和“人工智能AI交易”。最后，本文也展示了Cloud Token为什么可以在当
下市场中与其他分类账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2.1 什么是区块链？

自从2008中本聪第一次发布了区块链概念白皮书《比特币：点对点电子交易系统》后， 大量研究人员抱着对未来的
幻想涌入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全新领域。在十年后的今天，虽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但也是我们比任
何时候都要更接近成功的一刻。

2017年， 分布式账本技术被FOMO（害怕错过）以及贪婪推动的非理性繁荣占据了主导位。 由于媒体持续的报道关
于加密货币骗局， 黑客攻击等各项负面结果， 导致加密货币市场在2018年遭遇了长达半年的熊市间断。这给予技
术保守的监管机构提供了一个拖延的理由， 反对者们的声讨以及那些对技术知识甚少的人一个不去理解此新技术
的借口。不过，在那些专业技术人员的观念里，分布式账本技术是未来必然的趋势也是必不可缺的一项技术之一，
各大公司以及即时研究人员也在准备着即将到来的未来。
“区块链”的根本理念就是“分布式账本技术”。
传统财务分类账

财务分类账起源于一种非常古老的会计技术，是复式会计系统的核心。主要词典仍然涉及其论文来源：
剑桥：定期记录事物的书，特别是商业活动收到或支付的钱。

Merriam-Webster：一本包含账户的账簿，从原始账簿上发布借方和贷方。
牛津：一本财务账本或其他金融账户合集。

Cloud Token Wallet

柯林斯：一家公司或组织记录其花费和收到金额的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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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来自德国的财务账本 (图片: RaphaelQS 维基媒体)

实体账本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很容易被破坏，盗取，改变或伪造。虽然存储在计算机或服务器上并由个别负责人更
新的数码帐本能提升功能的稳定性， 以及改善一些在实体账本中存在的问题， 但始终不能彻底解决以上所述的这
些问题。然而，分布式账本技术（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提供的冗余，安全性和不变性则从根本上解决了
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烦恼。
第一代分布式账本技术

第一代区块链由比特币领导奠定了分布式账本技术的概念和技术基础， 并引入了 “信任委托” 去中心化金融的概
念。 比特币区块链可以算作是一本分散的公共交易分类账。 互连网节点网络中的每个节点（计算机）都属于维护区
块链（分类帐）的副本，如果一个节点发生故障，其他节点则都会保存着一份副本。其原理不是像依赖或信任诸如银
行之类的集中管理机构，而是在节点网络内验证区块链上加密账户之间的交易。

为了得到新铸造的比特币，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需竞争成为第一个验证点和时间戳新交易链块以此来换取新铸造
的比特币，此过程被称为“采矿”
，也是市场交易成本如此之低的原因。一旦网络中超过一半的节点与挖掘节点一
致并达到“共识”
，新的区块将会被添加到链中，因此名为“区块链”。不幸的是，采矿节点所需要展示的Proof of
Work（PoW）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区块链并不能被描述为完全分布式的分类账，因为只有强大且耗电的ASIC处
理器才有可能挖掘比特币，且绝大多数比特币用户对此过程并不关心。
比特币属于名义上加密货币的起源， 也在名义上拥有着更多人的认知以及认可， 但是其最初设计理念也只不过是
设计为金钱的另一种设计形式，而不是我们现今在此技术基础上所讨论的价值交换。因此，慢处理率以及高交易成
本的缺陷使得比特币至今还无法被大众所接受。例如在2017年末的泡沫估值期间， 一个比特币在某些交易所达到
了超过20,000美元， 在特币交易的需求达到顶峰时， 类似于每秒仅支撑最多七次交易的有效处理率的慢确认速度
以及交易费“GAS”价值高达50美元等问题暴露了比特币其可扩展性等实践缺陷。假如将比特币指定为法定货币用
来实施日常买卖以及购买生活用品还实属不现实。

第二代和第三代分布式账本技术

加强版的第二代区块链由以太坊首度推出了以智能合约的形式为分布式账本技术带来了自动化。 智能合约的引入
允许了开发者们能够发行他们自己的“通正”
（Token）并引发了通证销售（Initial Coin Offering或“ICO”
）的激增，可
其中80%的分开发者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 虽然以太坊的交易比比特币要迅速一点， 但其可扩展性对于日常交易
来说仍然太笨重。

Cloud Token Wallet

比特币当下已远远落后于现代集中支付系统实现的效率和用户友好性。 虽然比特币支持者们为了将比特币置于另
一个角色将其称为“数码黄金”
，可事实确是它并没有金属的审美价值也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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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第三代区块链，如EOS，其目标是提高区块链技术的速度，安全性和可扩展性，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实现
了这些成果，但即使是这样，分布式账本技术也未能实现大规模采用。
第四代完全分布式分类帐

Cloud Token钱包利用了卓越的第四代分布式账本技术来达成使现实世界中的用户受益于各种实际应用程序的所
有属性。Cloud Token钱包在前几代产品的的基础下，如冗余，安全性和不变性之外，还加强了分布式账本技术的
实时结算，几乎无限的可扩展性，与传统系统的互操作性，能源节省，防人为错误和恶意攻击等缺陷。值得注意的
是，Cloud Token钱包使用的分布式账本技术更是完全去中心分布式的，而不仅仅是去中心分散式的。

Cloud Token 钱包的分布式分类账不只是去中心化而且是完全分布的

2.2 什么是加密货币

波动性与稳定性

像比特币和以太坊这样的货币价值直接取决于它们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 它们代表自己和/或它们的 “效用”以及
在生态系统或商业模式中的作用。由于当下相对较少的人群在使用加密货币（尚未达到全球人口的5％）
，波动性成
为了最主要的问题之一。特别是“鲸鱼”(拥有大量增持的人)可以轻易地引发市场对通证估值的剧烈波动。 这就是
为什么在尽管当前不断的有新人开始加入使用加密货币作为日常支付手段的过程中， 大多数企业和消费者还是处
于反对此变革阶段。

Cloud Token Wallet

加密货币（或者“数字货币”
，“虚拟货币”或“通证”
）
，是由分布式账本技术跟踪的数字资产。此技术大约分为两
类， 一为像比特币区块链一样设计为存储单一币种的技术，如比特币（BTC）。另外一种则像以太坊网络一样可以存
储并交易多种币种。以太坊分布式账本技术负责跟踪以太坊（ETH）以及数千个基于以太网标准的第三方通证。
（最
广泛使用的标准是ERC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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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波动性问题， 市场推出了由法定货币， 商品或者其他加密货币支持或挂钩的数字货币。 通常称之为稳定
币，这些可以是抵押品或非抵押品，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它们所支持或挂钩的市场价值。
虚拟与不可替代性

就像美元纸币可以互换一样，比如一美元钞票与任何其他一美元钞票拥有相同价值。比特币，以太坊和绝大多数加
密货币，包括大多数稳定币也不例外，都是可替代以及可互换的。每张钞票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唯一性，它们都具有
相同的购买力，也可以在同一市场上买卖。然而，在加密货币市场里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唯一且不可替代的的通证，
称之为：
“不可替代通证”
（NFT）。 一枚不可分割的NFT代表着唯一的一件物品，而一枚可分割的NFT或多个NFT可
能代表了一种可以获得分数所有权的唯一价值。

例如著名的CryptoKitties在2017比特币疯狂涨值得同时，CryptoKitties也迎来了它的春天。CryptoKitties为代表
数字虚拟猫的所有权开创了以太坊一种早期的NFT标准：ERC-721（当然也加快的暴露了以太坊可扩展性的问题）。
由于每只像素化的数码猫咪都不相同， 因此代表它们的ERC-721的通证价值也不相同。 CryptoKitty通证今天价值
在几美元到超过100,000美元之间。
持久性与无常性

与真正的宠物不同，CryptoKitties不会死，它像很多传统的现实世界资产一样，如房地产，古董和艺术品，其全部
或部分所有权都可以在分布式账本技术上进行标记和记录。

然而，NFT还能代表一些唯一且不能像古董一样保存的东西但确有到期日的价值。例如，12月19日新加坡航空公司
SQ2航班的1A座椅或者五星级酒店指定日期的一晚时间都是属于独一无二且在指定日期时间地点后不再具有任何
价值的一些事物。

2.3 什么是加密货币钱包？

与保存现金和卡的实体钱包不同，加密钱包实际上并不存储数字货币。加密货币是数字化的，虚拟的，更是不能被
掌握在一起的。每个条带的加密资产始终“存储”在其分布式分类帐上，该分类帐还记录着帐户之间的所有交易。
公钥与私钥

每个加密钱包都配有一把存储帐户持有人的公钥和私钥。 分布式账本技术上的加密余额与其各自帐户持有者的公
钥相关联， 类似于银行帐号。 私钥则更像银行帐户密码，正如术语《私钥》所暗示的那样，帐户持有人必须为其私钥
保密并确保其安全性，否则可能会将其加密帐户的存储价值丢失给第三方。

正如Techopedia所定义的那样，私钥是一小段代码，它与公钥配对以引发加密和解密算法。“它是在非对称密钥加
密期间作为公钥加密的一部分创建的的一段代码，其作用是解密和将消息转换为可读格式，公钥和私钥配对经常用
于安全通信，例如电子邮件。
”在加密的上下文中，私钥允许访问与分布式账本技术上的公钥相关联的加密平衡。
公钥和私钥都是由一长串的字母和数字组成，一般很少有人能够记住 ，因此需要加密钱包来储存此信息。

加密钱包中的 “硬”钱包可以认为它形式上就是一张纸，上面印有手写或印刷的公钥和私钥。 它是物理可触及以及
不涉及任何软件的，例如它可以被安全地存放在保险箱中。然而，在进行交易时硬钱包却并不是很方便，因为用户
必须检索硬钱包并手动将两个键分别插入分布式账本技术界面或/和包括扫描QR码。
另一方面，
《软》钱包则涉及软件，该软件可以在线，安装在桌面或移动设备上，或与一块硬件相关联。

1

https://www.techopedia.com/definition/16135/private-key Accessed April 1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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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钱包与软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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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钱包钱包与冷钱包

钱包是否连接着互联网决定了它是“热”或是“冷”。所有存储在第三方服务器上以及永久连接着网络在线钱包都属
于热钱包。热钱包通常需通过密码以及身份验证（例如，一次性密码）授予访问权限，比如传统交易所的客户帐户是
热钱包的标准示例。

硬件钱包则属于冷钱包范例，它们只有在插入网络时才会变热钱包，通常是通过USB端口。插入钱包后，用户输入
PIN并通过专为钱包设计的软件与分布式分账技术交互，一旦交易完毕，用户可重新拔出设备再次冷却。即便如此，
像Trezor或Ledger这样的设备中的“安全元素”也具有很高的抗黑客攻击能力。

另一方面，桌面和智能手机钱包则是安装在设备上的软件应用程序。只要设备连接着互联网，它们就会变成热钱包
（虽然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下都是连接着互联网的）。

2.4 什么是智能手机支付？

近几年， 智能手机支付的便利性以及用户友好的支付体验迎来了大量的人群开始从传统的支付方式转向手机支
付。距数据显示，
“无现金支付”将会成为未来的必然趋势。截止2016年，全球非现金交易量超过4330亿美元，预计
到2020年将以10.9％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在发展中经济体中， 包括使用的非现金交易量支票与银行卡交易预计
将以19.6％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在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全球非现金交易量中， 电子支付和智能手机支付预计将在
2
2020年占据约三分之一（32％）的总交易量。
增长因素

根据德勤表示，实时支付方式（例如移动支付）的增长有一系列重要驱动因素，包括：3

• 技术：新技术的迅速普及正在推动着整个世界变革，例如发达国家的智能手机使用量在当下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在个别发展中经济体中，移动设备更是直接取代了钱包和现金。由于社交媒体，数字货币和近场通信（NFC）
技术的激增，点对点（P2P）支付提供商也正在各地陆续涌现。
• 商业模式：在新技术的支持下，一些初创公司，衍生公司和各合作伙伴相继尝试加入一些新颖的支付选择以及
产品。许多新的金融技术（fintech）初创公司主要推出了一些重点关注与新服务捆绑在一起的移动支付，例如欺
诈检测的安全性，改善的客户体验或快速获得信贷等服务。
• 商家期望：除了享受有保证的付款和降低交易费用的好处之外，许多具有前瞻性思维的企业正在寻求实时支
付，以增强现金流，减少欺诈，并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 消费者期望：当下许多消费者中特别是年轻一代，期望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按需求和实时获得。支付账单或向
朋友借钱的理想状态就是只需点击几下或触及屏幕即可立即交换资金。

• 全球化：消费者和公司通常期望无论他们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都拥有着相同的简单支付和转账体验， 这也是Visa
和Mastercard等大型支付网络的成功和相对普遍存在的原因。同时也给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带来了压力，并开
始建立实时支付基础。

World Payments Report 2017, Capgemini and BNP Paribus, 2017 — “non-cash transactions” defined as check, debit card, credit card, credit transfer, and direct
debit transactions; “e-payments” defined at internet-based e-commerce transactions; “m-payments” defined as transactions in which a mobile phone is used as
a payment mode not just as an alternative channel to send the payment instruction.
3
Real-time payments are changing the reality of payments, Deloitte, 20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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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压力：新技术的改革为监管机构也带来了改进传统银行以及金融行业的机会。例如，实时接收商务税收等
方案。
目前，许多前沿政府正在努力实施全球电子支付。

6

除了Visa和MasterCard以外， 当下也已存在着另外一些更有效的支付解决方案， 且效果也非常好。其中包括美国
的Apple Pay和Amazon Pay，以及中国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些以及所有最成功的移动支付解决方案的共同点
就是除了支付以外，它们还集成了一些其他服务。在分析此前例的基础与理论上，分布式账本技术的手机支付解决
方案在市场中产生类似的重大影响只是时间问题。
简化付款验证与完整付款验证

在加密货币付款领域中存在的两种验证方案：简化付款验证以及完整付款验证。两者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加密货币钱
包与完整节点挂钩。

身为非常强大的智能手机已然超越历史大部分设备， 但其存储容量有限的缺陷还是在分布式账本技术领域中产生
了一些困扰。例如，让手机钱包收纳完整的比特币区块链是不现实的，因为在2018年第一季度末，它占据了210千
兆字节。虽然当下平均现代智能手机的处理能力已然处于高于帮助NASA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的计算机，但仍然没有
机会与耗电量更大的比特币ASIC处理器竞争。 因此， 就算加密货币钱包处于完整节点状态但仍然不能带来任何更
大的效益。
简化付款验证被中本聪在原文中解释为一种用于验证该交易是否被记录在此链块中而无需下载该链块的一种方
法。
该过程同时还检查了该特定节点是否已将链块添加到链中并且具有跟踪记录功能。该过程中得到的两条信息能
有效的查询到交易是否成功。因此，可以在没有完全验证网络的情况下在交易者之间确认交易。

2.5 什么是加密货币交换？

类似于促进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股票交易所和促进商品交易的商品交易所，加密货币交易促进了数字货币的交易。
目前，加密货币交易由两种交易所主导。
中心化交易所

根据Satis集团显示， 尽管有着一部分投资人以及加密货币使用者对去中心化交易所的支持， 中心化交易所还是占
据着市场的主导位置，其中99.8%的数字货币交易是通过中心化交易所而完成的。以下为原因推理：

从根本上说，交易所可以通过架构分为两大类：去中心化交易所（decentralized exchanges：DEX）和中心化交易所
（centralized exchanges ：CEX）。 交易可以分为：法定货币交易所（接受法定货币存款，如美元，韩元，日元，欧元）
和加密交货币易所（仅支持加密货币交易）。 大多数去中心化交易所不允许法定货币交易， 因此允许法定货币交易
的中心化交易所任然持有大部分市场交易量份额 [原文]。

除了能交换法定货币以外， 由于大量的交易量， 中心化交易所的最大优点就在于他们的流通性以及完整开发的服
务系统，通常更加用户友好。克拉肯“中心化交易所”首席执行官杰西鲍威尔代表中心化交易所回应布特林的抨击，
在Reddit.com上写道：
“我们的梦想就是去中心交易能成为未来的主流，以至于能在任何方面都与中心化交易所平
起平坐。可是今天，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中心化交易所则是用来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桥梁。
”6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647523/worldwide-bitcoin-blockchain-size/ Accessed April 15, 2019
“Vitalik Buterin: “I definitely hope centralized exchanges go burn in hell as much as possible””, by Romain Dillet for TechCrunch, June 7, 2018. Retrieved April
15, 2019 fro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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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使用加密技术来投机，投资，支付，慈善捐赠，遣返收入，分布式账本技术网络中的效用，还是其他目的 ，大多
数人都希望有一种更方便和安全的方式进出货币。 尽管以太坊创始人维塔利克 布特林希望中心化交易所“尽可能
地在地狱中燃烧”
， 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法定货币和加密货币之间的桥梁。“法定货币世界只存在于中心化
5
交易所”如是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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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化交易所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 所有用户的私钥都是由他们集中掌控以及储存。 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交易所
掌握着用户们的所有数字资产，因此会很容易的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成为黑客的目标。在其中，总共记录
了14亿美元被盗取的前列。 又或者是像QuadrigaCX创始人在去世后跟他共同带走了唯一进入该公司冷钱包的权
限一样，体现了中心化交易所在加密货币这个管制不完善市场中的风险。
其次，中心化交易所一般都会收取比较高的费用。虽然合理的监管能为用户们带来一定的保证，可是过于频繁的介
8
入以及繁琐的规则会导致一些中心化交易业务破产，并促使许多交易者开始使用去中心化交易或其他方案。
去中心化交易所的缺陷

“信任委托”是去中心交易的主要核心理念， 其原理是使用智能合约来替代第三方信任委托中介以防止中央服务器
被操控，盗取或者关闭的风险。此外，点对点之间的直接交易也省去了传统交易高昂的手续费。

在对未来抱有远大理想以及当下跟中心化交易的竞争中， 去中心交易仍然面对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缺陷。根据Satis
集团解释：
“新兴交易跟传统交易最大的差距在于用户友好度，流动性，确认时长以及社区采用度。
”
“包括他们不能
交易法定货币。
”
据彭博社报道，围绕去中心交易所的监管制度也非常的模糊：

“在点对点交易中缺乏中央运营商的情况下可以使它们绕过传统的金融业法律， 因此造就了很多机构处在一些灰
色地带致使监管机构更难以探讨其内部交易活动。 金融律师以及前监管机构向彭博社法律部透露：
“在去中心化的
基础下，没有人会去深究以及寻求信息真实性。
”Bittrex“中心化交易所”首席合规官与道德官约翰罗斯向彭博法律
部门透露：
“去中心交易不能像我们受监管的交易所这样， 在我们受监管的区域内， 官员与监管机构可以随时联系
我们询问可疑的客户交易。
”
场外交易市场

许多较大的以及着名的场外交易（OTC）柜台只处理价值100,000美元或以上的加密法定货币交易。对于那些寻求买
入或卖出大量头寸的人来说是以相对较高的费用为代价来利用场外交易提供的流动性以方便快速进出市场。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内的产外交易是合法并受到监管的， 用户可放心使用他们的服务。 但是那些在私法管辖区以外
的一个场合则需要高度谨慎，特别是那些看似没有其他业务的个人场外交易。
自动取款机ATM

根据Satis集团的统计， 目前在75个国家/地区中已拥有超过3700台自动柜员机（ATM）以便加密货币用户通过该机
器直接购买和/或兑现加密货币。自动取款机给市场带来了一个更便利以及安全的交易方式，但其交易费通常高于
大部分交易所。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

https://techcrunch.com/2018/07/06/vitalik-buterin-i-definitely-hope-centralized-exchanges-go-burn-in-hell-as-much-as-possible/
6
Retrieved October 22, 2018, from: https://www.reddit.com/r/ethereum/comments/8wkej3/vitalik_buterin_i_definitely_hope_centralized/
7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battle-asian-exchanges-dex-doom-171555495.html Retrieved April 20, 2019
8
“Peer-to-Peer Crypto Exchanges Raise Regulatory Challenges” by Michaela Ross for Bloomberg Law, April 25, 2018. Retrieved October 22, 2018 from https://
www.bna.com/peertopeer-crypto-exchanges-n5798209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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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对于大量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处于无法统计状态， 虽然彼此了解或有共同朋友和关系的个人之间的
交易可能非常安全也可不必担心“信任”问题，然而其中也不乏有很多诈骗前例。

8

本地交易

像LocalBitcoins.com和OOBIT等本地交易所试图将加密货币买家和卖家与当地银行对银行和现金交易进行配对。
这种方法使交易过程更加个性化，为交易者提供交流和相互见面的机会，建立关系，并扩大他们在区块链和加密资
产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的本地网络联系。
为了在加密货币交易中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风险，比如上街跟随机陌生人交换耳语, 司法监管部门在加密货币圈建立
了一个守则，就是帮助相对安全的加密货币本地交易所与社区评级比较高的加密货币卖家连接以换取额外的通证。
虽然本地交易所为用户们提供了安全可靠的交易程序， 例如用户们可以全权托管给本地交易所。 但是假如在交易
失败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具备任何交易追索权的。

2.6 什么是AI交易

“人工智能”
（AI）交易机器人是一个根据基于策略的算法自动代表投资者启动交易的系统。 交易机器人及其算法通
常会根据市场中的历史价格数据进行回溯测试， 以验证其有效性并确定其预期回报率。 唯一能挑战机器人算法有
效性的一个因数就是：因为市场的性质和行为可能会发生变化，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保证未来的表现，
9
AI的以下背景以及其在银行和金融领域的应用解释来自维基百科：

与人类和动物展示的自然智能形成鲜明对比，在计算机科学中，人工智能（AI）
，有时也称为机器智能，是机
器展示的智能。 计算机学将人工智能研究定义为对“智能代理人”的研究：
《任何能够感知其环境并采取行动
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目标机制的设备。 通俗地说，
“人工智能”是用于描述模仿人类与其他人类思维相关的“
认知”功能的机器，例如“学习”和“解决问题”。
》
[…]
金融机构长期以来一直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系统来检测规范之外的指控或索赔，并将其标记为人类调查。人工
智能在银行业的使用可以追溯到1987年美国安全太平洋国家银行设立了欺诈预防工作组以防止未经授权使
用借记卡。像Kasisto和Moneystream这样的程序在金融服务中都有使用AI的例子。
现今很多大银行都会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来组织运营，维护簿记，投资股票和管理房产。AI具备在一夜之间或
在没有业务发生时对变化做出反应的能力。在本世纪的早起2001年8月的时候，AI已有过在模拟金融交易竞
赛中击败了人类的例子。AI还能够通过监控用户的行为模式来减少任何异常变化或异常，从而减少欺诈和金
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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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交易和决策等应用中，人工智能机器的使用改变了主要的经济理论。例如，基于人工智能的购买和销售平台
改变了供需规律，因为现在可以轻松估算个性化的需求和供给曲线，从而实现个性化定价。此外，人工智能机器减
少了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市场更有效率，同时减少了交易量。此外，市场中的人工智能限制了市场行为的
后果，再次使市场更有效率。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其他理论包括理性选择，理性预期，博弈论，刘易斯转折点，投资
组合优化和反事实思维。

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ficial_intelligence Retrieved April 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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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智能手机加密钱包的缺陷

前一章为那些刚接触此科技的人们解释一些与Cloud Token钱包主要相关的主题以及奠定了知识基础，其中包括《
分布式账本技术，加密货币，加密钱包，智能手机支付，交易所种类以及AI交易概念》。Cloud Token钱包旨在提供
一个完全分布式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加密钱包，该钱包集成了移动支付，加密货币交易和AI交易等功能为一体。
在跟其他同行竞争的同时，我们团队研究人员也例出了当下在该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

3.1 很多加密钱包都是中心化的

虽然此类项目大部分以去中心化为最初目标，可当下市场里却还是充满了中心化移动钱包。在数字货币领域，许多
加密钱包的用户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私钥实际存储在何处，而且没有任何透明度可言。 从这个角度上来评价的话，在
没有监管框架来保证组织责任的情况下，中心化加密钱包实属比传统的银行系统更糟糕。因此，许多透明度极低的
加密钱包项目都是骗局。 这些项目一般由少数人来控制内部技术以及他们用户的私钥， 然后利用用户的无知和司
法监管监督不力的情况下行使诈骗。
此现象为Cloud Token钱包提供了很大的机会， 因为我们实现了不仅去中心化而且完全分发式的分布式账本技术
钱包。

3.2 智能手机加密钱包的两个“任务”

Cloud Token钱包不只做好了两个“任务”
，更是在钱包里集成了一系列提升用户友好度的服务，例如，支付，AI交
易等功能。

Cloud Token Wallet

现有的加密货币钱包实际上只有两个任务：1.保护用户的公钥和私钥。 2.使用户能够检查其加密余额。 不像那些传
统的手机支付应用软件， 它们在应用里集成了一系列的周边服务以便顾客使用以增加便利性以及用户友好度。 可
目前大部分加密钱包只触及到了前文所提及到的两个范围， 而用户们则需转移其数字资产到第三方平台才能够顺
利使用出他们的数字货币。这实属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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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TOKEN钱包的优点
4.1 分布式匿名性与透明度

Cloud Token是第一个完全分布式加密钱包，它使用的是公共区块链来存储加密资产，而不是代理帐户的集中数据
库。这使得Cloud Token成为首批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应用程序之一，可在实现去中心化的承诺优势的同时，提
供速度，成本节约，便利性和用户友好性。
匿名性

Cloud Token钱包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保存好顾客的隐私。在设置过程中不会询问任何个人信息。在完全分发式的
优势下，用户们更是可以部署其他钱包来控制其Cloud Token钱包中的资产。
透明度

Cloud Token的完整发行版为数字资产持有者提供了一个集成支付，货币交易和AI交易服务的钱包。该钱包为用户
提供实时的链上透明度，而资产则由用户全权管理，而不是Cloud Token中心组织。人工智能交易的部署是可选且
自治的，风险自然也由用户自己承担。
设计体验

4.2 综合服务与功能

在这条新的道路上， 我们更是努力的在新技术的基础下向传统智能手机钱包学习以便给用户们带来最好的使用体
验。在利用第四代分布式账本技术的适应性下，Cloud Token钱包从一开始就提供了一系列服务并且将在未来开发
和集成更多服务。立即能使用的服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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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区块链应用被称为由工程师为工程师所设计的应用而并不是由用户的UI / UX专业人员设计的。绝多大数的用
户们都以习惯于使用那些比较有直观感的用户界面， 因此增加设计体验也是分布式账本技术中必不可缺的一个环
节。对于那些经历过的用户来说，体验可能是相对直观的。但大可放心， 因为这绝对不会是Cloud Token钱包的结
果，因为我们团队决心发展一个与光滑的传统应用程序无法区分的用户体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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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交易

即将推出服务：
•
•

加密货币交易
支付/付款/转账

4.2.1 人工智能辅助交易系统

如前所述，Cloud Token钱包为其用户提供了部署算法和AI系统以交换密码并可获得被动收入的选项。这些算法和
AI系统包括：
使用VAROOM算法识别噪声中的拐点

VAROOM 会确定趋势内的拐点，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并提供可靠的回报

Cloud Token Wallet

市场在称为《趋势》的方向上移动， 其动量称为《速度》。 趋势在牛市趋势中为正， 在熊市趋势中为负。 当趋势变得
更强，即其速度增加时，它被称之为《加速》, 即为赚钱最简单的阶段。
《拐点》即是当趋势开始减速时，通常是通过
关闭牛市中的多头头寸或关闭熊市中的空头头寸来开始获利的好时机。然而，金融市场嘈杂，因此很难确定拐点。
VAROOM（速度和加速实际操作货币）算法利用各种类型的移动平均线来过滤噪声，识别拐点和启动交易。
（过往表
现并不能保证未来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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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JARVIS AI的智能三角套利

JARVIS AI利用VAROOM算法分析10个主要交易所的主要加密资产的过去和持续变动， 以识别和寻求套利机会。
JARVIS的人工智能大脑基于TENSORFLOW（为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公共和私人公司投入使用， 包括沃尔玛， 万事达
卡，可口可乐，谷歌等等）
，通过新加坡开发人员的试验与测试，JARVIS套利机器人被预测为每月可以获得6％-12
％的回报，这些回报将每天以CTO（Cloud Token通证）支付给使用它的Cloud Token钱包用户。
（过往表现并不能
保证未来表现。
）
HAL，交易算法

HAL分析了10个主要交易所的主要加密资产的过去和持续走势， 以确定和追求最有可能成功的交易机会。 作为一
个适应性强的机器人，HAL部署了多个技术指标，包括TRIX，EMA，MACD，RSI，趋势线和波浪，并从每笔交易中学
习。基于每个加密资产不断变化的趋势，HAL可以在低风险和高风险策略之间切换以最大化总体回报。HAL的AI大
脑基于TENSORFLOW，已经为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公共和私人公司投入使用，包括沃尔玛，万事达卡，可口可乐，谷
歌等等。通过新加坡开发人员试用和测试的修改，这种高度适应性的交易机器人每月可为用户提供18％-30％的回
报，这些回报将每天以CTO（Cloud Token通证）支付给使用它的Cloud Token钱包用户。
（过往表现并不能保证未
来表现。
）

正在开发以及构思的JARVIS， HAL和其他自动交易系统将会在未来陆续的推出并提供给Cloud Token钱包用户使
用。
CTO 回报

用户人工智能交易的回报将以Cloud Token 通证（CTO）为指定标准通证获得其交易利润份额，这些利润将由储备
基金中持有的人工智能交易利润支持。退出CTO将交换以太坊通证价值退回给用户。同时，每个参与者对他们存放
的任何加密货币的主要投资仍然在链上可见，并且可以随时添加或撤销。

4.2.2 去中心交易所

如前所述，去中心交易所旨在使用“信任委托”地运营，智能合约而非中介机构促进结算。没有中央服务器可以操作
或损坏或关闭。而且，由于交易是直接在双方之间进行的，没有中介参与，因此交易费用为零或最低。
虽然Cloud Token 钱包去中心交易的详细信息尚未公布，但预计在易用性，流动性，确认时间速度以及社区采用方
面将会大大的改善现有的去中心交易功能。

4.2.3 支付

Cloud Token钱包支付服务的详细信息尚未公布，目前开发团队正在为用户研制两种付款方式：
1. 与用户的借记卡绑定服务，如Visa或MasterCard。

Cloud Token Wallet

2. 建立支付合作伙伴集群，用户将可以直接在Cloud Token钱包特许经营网络内直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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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平行分类账!

Cloud Token钱包如何能够集成一系列不同的服务？以下为答案：

Cloud Token 没有主区块链或全局分类账, 每个Cloud Token钱包本身就是一个“完整节点”并且每个用户都处在“
并行原子链”上并行，且分类帐中仅保留与它们相关的全局分类账。
Cloud Token利用其并行原子链的用户网络（一个可以“相互通信”的分类账）的功能在平行的分类帐结构中使得以
下几种方式成为可能：
•
•
•
•

促进Cloud Token钱包上的快速日常支付, 比如购买早晨咖啡
通过去中心加密货币交易设施促进Cloud Token钱包快速且便利的货币交易。
部署AI辅助和自主交易系统，可以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的速度启动及时交易。
为组织网络保护完整的不可变分类帐记录，以执行内部流程，例如性能分析，企业资源规划和会计等功能。

此外，Cloud Token钱包的并行架构可以随时加入新链，这意味着Cloud Token可以在任何时候轻松启动新产品和
项目到Cloud Token生态系统中。

5.1 平行共识系统

Cloud Token钱包利用了三重共识系统使消费者能够享受快速，无摩擦以及全分布式加密钱包的日常优势，并提供
便利且用户友好的集成服务。
每个Cloud Token都是一个节点。用户，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政府，都只保留与其相关的全球分类账。在个人层面
上的交易过程是：
•
•
•
•

在个人用户手机上发起（买方的去中心应用为节点）。
根据公平和快速的Proof of Reputation（POR）
，由类似的同行去中心应用见证并确认。
确认分布式P2P去中心应用网络。
为交易参与方的所有去中心应用记录此交易：买方的应用，卖方的销售点（POS）应用以及第三方见证者应用。

Cloud Token Wallet

5.1.1 个人P2P POR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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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区块链的缓慢和双重花费的所有问题都会通过P2P去中心应用软件实时和按时间顺序确认日常交易自动得到
纠正。在Cloud Token钱包上， 每比P2P交易都会保存一份文件且每份文件都会记录在一块链块中。每比交易/文
件/链块按时间顺序链接到下一比交易/文件/链块，以创建一个准确且不可变的分布式分类帐。

比起传统区块链使用的类似耳语的协议更加便捷， Cloud Token钱包通过利用mDHT（主线分布式哈希表）网络实
现了FSDLT（文件系统分布式分类帐技术）解决方案这一目标， 该网络确保了P2P去中心应用可以并行着处理交易。
并且由于Cloud Token钱包的SHOUT（简单启发式对象UDP传输）协议，交易的所有参与者“买方”
，
“卖方”和“见证
者”的节点在交易实现的同时向同类应用在链上“喊”出并确认此交易，以便此交易通过网络更快地复制，验证和确
认。
使用响应时间， 影响连接数和标桩交易数量的混合的交易顺序， 加上一些随机性剂量保证了Cloud Token钱包的
Proof of Reputation(PoR)算法的有效性。POR轻便简易的低功率打样非常适合日常交易所需的速度。任何启用了
Cloud Token 钱包应用的智能手机都可以参与见证过程。

FSDLT， mDHT， SHOUT和POR不仅为平台打造了闪电处理率同时也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由于无法进行轻量级
证明， 任何低功率节点（包括安装在任何入门级智能手机上的云钱包驱动的移动去中心应用）都可以作为交易的见
证人参与。 证人获得交易费用的一部分， 交易费则由任何交易中的资金接收者（
“卖方”
）自动支付给Cloud Token
Super Switch。

5.1.2 公司混合共识

对于像Cloud Token钱包这种具有多个销售点运行网络的平台则会需要多个交易记录点， 公司在POS应用所进行
的所有交易都需要进行整合以便进行分析，核算以及各种内部结算，比如奖金，培训，决策支持，以及法律或监管
等原因。因此，在P2P网络中确认销售之后，Cloud Token钱包还启动了在公司内部混合网络上启动的第二个共识
协议。
内部混合网络加入了OrgNodes，一个能够通过其所有销售点维护完整的交易分类账的系统。
公司系统交易细节如下：

• 通过销售点系统（卖方）发起，见证（通过POR）并在P2P网络上进行外部确认（即它已经完成了交易）。
• 同行POS应用通过公司内部P2P网络进行内部确认。
• 确认并记录在公司的OrgNodes去中心网络上。

买方或卖方无需担心这种全自动内部并行过程。 当二者实行交易的当下则该价值转移即立即被确认完成（近乎即
时）。因此，并行进程不像交易本身那样对时间有着高敏感度。公司可以建立尽可能多的去中心化或中心化以确保
完整的分类账来满足其内部或监管要求。

对于希望充分利用去中心化价值并减少对昂贵服务器附于依赖的公司， Cloud Token钱包在系统级别设计为将计
算，网络和存储功能委派给设备的SWARM。 Cloud Token钱包为公司级交易处理提供FOG计算架构也有着显着的
节省成本。
“FOG”是一种使用边缘设备在本地执行大量计算存储，通信并通过互联网骨干路由的架构。

Cloud Token Wallet

公司可以利用的边缘设备包括其利益相关者使用CloudToken平台上驱动的应用，拥有自己销售点的应用，
OrgNodes甚至路由器。实际应用程序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才是关键所在，Cloud Token钱包甚至可以构建实时性能
仪表板，以使用直接从其销售点应用绘制的事务数据来跟踪活动。例如，公司可能会设置仪表板来实时跟踪区域办
事处或销售代表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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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并行链上的并行去中心应用

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组织，他们可以下载并安装多个与他们常有交易来往的客户，供应商，员工，成员，纳税人或
任何其他类型的利益相关者的所有组织相关的Cloud Token 钱包驱动的应用。该平台上的每个去中心应用都可以
为该公司组织提供独有的功能以及服务。例如，高尔夫球俱乐部可以提供与其品牌应用内的日历链接的预订系统，
该预定系统是超市连锁店不一定需要的功能。

Cloud Token Wallet

好处是，用户并不需要安装多个去中心应用。所有Cloud Token 钱包支持的应用都拥有与Cloud Token钱包相同
的支付系统。例如，用户可以使用他们的高尔夫俱乐部的应用在连锁超市购（共享Cloud Token销售点网络）购买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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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CLOUD TOKEN核心技术支撑

Cloud Token 钱包使用了最顶尖的第四代全分布式分类帐技术（DLT或“区块链”
）
，该技术由五个核心元素组成：
1.
2.
3.
4.
5.

FSDLT — 文件系统分布式分类帐技术
mDHT — 主线分布式哈希表
SHOUT — 简单的启发式对象UDP传输协议
SWARM — SWARM存储箱
IFTTT — 商业逻辑层

结合前一章中描述的智能并行原子链结构和三重共识系统， 前四个元素有助于分布式账本技术， 节点网络的存在
为测试和现实世界中每秒可处理多次交易确认的优点。 最后一个IFTTT，则将Cloud Token 钱包及其优势交给用
户，以用于实际应用。

6.1 文件系统分布式分类帐技术 (FSDLT)

FSDLT通过利用基于文件的链块来支持多交易处理，这些链块可以支持不同大小的文件以满足交易内容。与传统基
于时间的链块（例如比特币和以太坊区块链上使用的链块）不同，基于文件系统的链块可以立即并行处理所有交易。
每块FSDLT链块都被构造为一份文件，其中包含交易的所有必要组件，例如其时间戳和其他属性。每份文件及其内
容都有一个称为加密哈希的唯一指纹，可确保其不可变性，并且不会在整个网络中出现重复。

每个节点仅存储它参与过的交易。SHOUT协议通过mDHT网络分发交易信息， 并帮助节点找到完成交易所需的必
要信息。

每 比 交 易 都 需 要 通 过 类 似 于 以 太 坊 智 能 合 约 的 可 自 定 义 业 务 逻 辑 层 。此 外，每 比 交 易 都 可 以 通 过 基 于
IPNS（InterPlanetary Name Service）的框架中找到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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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DLT使网络节点上的IPFS（网络协议文件系统）存储文件或链块，并通过并行链接致使单个节点处理多个事务。添
加多个网络节点，并且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事务。因此，FSDLT在理论上是无限可扩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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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主线分布式哈希表（MDHT）

分布式哈希表（DHT）是由分布式节点组成的对等（P2P）网络， Cloud Token系统中所使用的就是使用主线分布式
哈希表（mDHT）。
mDHT数据具有索引值对的形式。在节点之间请求和存储数据的过程中执行查找，获取和存储操作。需要检索具有
特定索引的值，才能使用节点将操作对节点执行查找操作。
网络中没有层次结构。每个节点都可以随时加入或离开网络。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这些特性使节点能够通过在广
泛去中心网络中直接通信来共享数据。
在基于DHT的P2P系统中，数据与临界值（散列数据的结果）相关联，并且系统中的每个节点处理散列空间的一部分
并且负责存储特定范围的临界值。当搜索特定密钥时，系统将返回存储具有该密钥数据的节点标识符（IP地址）。
1.
2.
3.
4.

用户交互模块，用于接收数据和访问用户的时间信息。
用于执行数据加密的加密模块。
密钥管理模块，用于管理加密所需的密钥
秘密共享模块，用于通过两个附加模块将加密密钥分成几个部分：
a. 阈值估计模块，用于根据强化学习和数据可用性图之间的相似性设置最佳参数
b. DHT网络模块，用于将生成的密钥共享分发到DHT网络

Cloud Token Wallet

mDHT系统由四个模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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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SHOUT简单的启发式对象UDP传输

SHOUT是一种用于平台中节点之间的通信的创新且高效的协议。旧版的区块链应用大部分使用类似缓慢的私语协
议，其中第一个见证人对另一个节点窃窃私语，而另一个节点又向另一个节点窃窃私语，直到网络中达成共识。

与能源密集型Proof of Work（PoW）不同, SHOUT是以通过网络广播交易请求来实施Proof of Reputation（PoR）一
致性算法来确认第一交易见证人， 其中 “GAS”的数量成为发送方必须确保及时交付的决定，PoR使用响应时间，影
响数量的算法混合按时间顺序处理交易连接和标桩交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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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T是一种轻量级大规模连接协议，是一种基于UDP的开放式微传输协议变体，旨在减轻传统BitTorrent over
TCP中的延迟和其他拥塞控制问题。SHOUT使用多播将数据传送到网络中的所有节点，从而降低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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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SWARM存储器

SWARM的特点就是网络节点像一群工蜂一样得工作，以至于形成像蜂窝一样的存储系统。

Cloud Token Wallet

SWARM存储层有效地管理一个过程，参与节点与网络中的每个其他节点共享磁盘空间。发件人和收件人之间的每
比交易都由信誉支持的节点处理，该节点被称之为见证，并且每比交易都是SWARM中的单独链。SWARM 存储器
利用FSDLT将交易信息存储在文件名中，因此无需在实际文件中存储数据。其他基于BLOB / STRUCTURE的数据则
存储在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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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IFTTT商业逻辑层

1.
2.
3.
4.
5.
6.
7.
8.
9.

用户存入 ETH/ BTC 到Jarvis Asset Management Pool
Varoom从38以及更多个加密货币交易所收集关于交易规模的数据
Varoom将资产分配给Jarvis AI BOT
Varoom向Jarvis发送指令
Jarvis向交易所进行交易（TA /套利）
从CoinMarketCap.com收集最新价格数据
联盟计划通过“Jarvis Dispersant Wallet + Engine”奖励CTO成员
剩余存款资产收益转移到Jarvis资产储备
Jarvis Asset Reserve维持浮动转换钱包。对于例如行动/撤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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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Cloud Token钱包的核心是由一系列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由条件，事件和动作运行，即一系列的商业逻辑层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久这个“IFTTT”
）。基于指示网络异常的统计数据，不时地修改这些规则。某些利益相关者可
以在基本规则之上添加他们自己的业务或交易或奖励特定条件，但他们从不取代基本规则。

21

07

CLOUD TOKEN钱包安全措施

Cloud Token钱包的第四代分布式账本技术拥有自己的安全风险自然免疫系统。由于其完全分布式结构，其作用类
似于神经系统，因此Cloud Token钱包网络对大多数形式的攻击具有很强的抵抗力。例如，一个人把手放在热的东
西上，大脑神经就会接收此热点并将其记录为痛点。结果就是手会本能地远离此痛点。对于攻击者来说，需要花费
大量精力与时间才能造成一次微乎其微的影响。

7.1 链块间隙同步风险
风险等级：低
影响：网络放大/拒绝服务

描述：每个基于文件的链块都有一个指向前一块链块的链接。当新的链块在Cloud Token网络无法找到前一个块的
链接时，最终节点必会实施确认过程以确保它是否与网络同步或者是否收到垃圾数据。当节点不同步时，它将与另
一个提供引导它的节点建立TCP连接。因此，黑客通过发送大量垃圾链块来启动块间隙同步攻击时，Cloud Token
网络节点会自动执行尝试建立TCP连接，这会导致系统流量放大和拒绝服务。
防御措施：Cloud Token节点被编程为等待直到在启动到引导节点的TCP连接之前针对未链接的链块观察到特定的
投票阈值。如果一块链块没有获得足够的投票，那么即会被认为是垃圾文件自动清除。

7.2 交易泛滥风险
描述：交易泛滥发送尽可能多的有效交易致使网络饱和。攻击者会将交易发送到他们控制的其他帐户，以便可以无
限期地继续。

防御措施：每一块Cloud Token链块都会需要大约五秒钟生成时间以及一秒钟验证时间。这种工作差异允许了攻击
者投入大量自己的资源来维持攻击并同时浪费少量其他用户的资源。Cloud Token的节点并不是完整的历史节点，
绝大多数使能够从其链中删除的旧交易，这可以为几乎所有用户限制此类攻击。

Cloud Token Wallet

风险等级：中等
影响：高输入/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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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一分钱攻击风险
风险等级：中等
影响：大分类账

描述：类似于事务泛滥攻击，一分钱开支攻击是攻击者向许多帐户发送微量数据以浪费节点的存储资源。

防御措施：Cloud Token的链块发布会在一定程度受到程序运转的限制，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帐户。此外，非
完整历史节点的Cloud Token节点可以限制低于统计指标的帐户的无效账户。最后，链块晶格被调整为使用最小的
永久存储空间，因此存储一个额外账户所需的空间与开放块加索引~96b + 32b~128b的大小成比例。这相当于1GB
能够存储800万一分钱支出账户。节点更是可以根据访问频率计算分布来决定是否将不常用的帐户委托给存储。

7.4 51% ATTACK 风险
风险等级：极低至不可能
影响：完全破坏性

描述：块格的共识度量是平衡加权投票系统。如果攻击者可以获得超过50％的投票，则会导致网络振荡以及确认他
们的验证为真实验证，从而导致系统失效。攻击者必须在网络中绑定一些高昂的价值来完成此操作，因为这种攻击
会彻底破坏系统的完整性。攻击者可以通过阻止好节点通过网络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进行投票来降低必须
放弃的投票权。

Cloud Token Wallet

防御：针对此类攻击的主要防御是根据DPoS，投票权重与系统投资相关联（在PoW系统中，可以部署技术，提供不
成比例的控制）。在Cloud Token网络中，此攻击的成本与市值成比例，即攻击系统的成本随系统的大小而变化。
试
图翻转分类帐会破坏攻击者在Cloud Token钱包中的大量资产。为了维持受到DDoS威胁的选民的最大法定人数的
下一道防线就是代表投票， 那些由于连接原因而无法参与投票的帐户持有人可以指定使用其余额权重选择代理人
投票人。
《FORK》永远不会偶然发生的，因此节点可以就如何与分叉块进行交互做出策略决策。非攻击者帐户唯一
容易受到阻止分支的情况是他们从攻击帐户获得余额。
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选择永不接收此交易以及让帐户等待
系统重启或解决此攻击。但一般情况下只有极微小的概率才会发生此类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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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Cloud Token团队明白在这个市场打好基础的重要性，Cloud Token致力于打造一个完整的区块链平台为那些基于
区块链的技术创造真正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商业应用提供支持。我们在坚守初心的同时，也紧跟整个区块链行业快速
发展的脚步，适时地逐步调整Cloud Token的各项使命。
用户们可以确信Cloud Token的去中心化钱包核心功能是
合理以及安全的，并且云钱包中跟踪的所有加密余额都是在链上且不可变的。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新兴行业中，每个新进入者必须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
我们的未来规划就是只专心于努力做好我
们的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应用以及Cloud Token生态系统。
事实上，即使是近地平线以外的地形也是未知的，且其中
大部分都是危险的。任何声称知道未来是什么的人都是妄想或者江湖骗子。因此，以下所概述的未来规划图就像它
所依据的一样，有着全面的保密商业计划以及风险管理方案，即使在这竞争激烈的环境中适应受到变化的影响，我
们也会确保Cloud Token的生存以及未来繁荣。

8.1
启航

2018
十二月

2019
四月

Beta测试版：Cloud Token推出Beta版本，其
中加入了包括JARVIS AI等服务，目标是为早期
帮助传播云钱包的声誉。截至4月底，已生成约
50,000名成员的用户群。

2019
二月

Alpha版：Cloud Token的Alpha版本可供专
业加密货币用户组使用以进10请了五个焦点
小组，每个小组由12个成员组成。
Cloud Token Wallet

项目启动：新加坡核心技术团队以马来西亚，中
国大陆和香港团队为辅，开始开发基于第四代
分布式账本技术的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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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目前阶段

2019
六月

扩 展 A I 交 易 选 项 ：使 用 VA R O O M 算 法 升 级
JARVIS AI bot。HAL AI bot发布。
与数学教授
合作确定其他机器人和算法，为具有不同风险/
回报概况的最终用户提供更多战略选择。
开启全球在线营销活动。Cloud Token在线品
牌大使将开始他们的活动。推出官方云新闻频
道。
加盟商扩展计划：Cloud Token区领导的招聘
由国家领导人指挥。区领导的任务则是将中小
型支付合作伙伴集群注册到Cloud Token钱包
支付服务。
2019
十二月

离线系统集成工具启动：Cloud Token将为商
家发布其解决方案即服务，以创建支付解决方
案，例如POS机，ATM，商务工具。

2019
五月

官方应用发布：在泰国曼谷首次推出云钱包1.0
国际版本，包括正式发布此概念文件。
加盟商计
划推出。
将招募Cloud Token国家领导人，以便
向主要支付合作伙伴签署Cloud Token钱包支
付服务。
2019
七月

全球活动启动：与云开发基金会合作的一系列
本地化活动中的第一个活动，这些活动将重点
关注教育公众关于分布式账本技，加密货币，加
密钱包，网络安全等基础知识，以及创建公众意
识和Cloud Token钱包所采用得技术。

2019
十一月

推出法定加密货币解决方案：基于借记卡的支
付解决方案适用于符合条件的Cloud Token成
员，同时启动离线加密货币方案，为所有成员提
供法定货币解决策略。

2020
推出Cloud Token去中心交易方案以及Cloud Token核心功能的持续扩展和增强，包括更全面的数字
资产管理工具和AI-bot解决方案。进一步的UI / UX改进。
注重发展特许经营商和支付合作伙伴销售，营销和支付需求的在线/离线业务系统集成。
与此同
时，Cloud Token已经开发了一个广泛的横向支付合作伙伴网络，将开始深化其在垂直工业领域的影
响力，如金融，食品和饮料，医疗，游戏等。待确认时间。

Cloud Token Wallet

8.2
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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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索赔

Regulatory Risks. The regulation of tokens such as the CTO tokens is still in a very nascent stage of development. A
high degree of uncertainty as to how tokens and token-related activities are to be treated exists. The applicable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may change subsequent to the date of issuance of this White Paper. Such change may be
very rapid, and it is not possible to anticipate with any degree of certainty the nature of such regulatory evolution. Cloud
Token Wallet does not, in any way, represent that the regulatory status of the CTO tokens will remain unaffected by any
regulatory changes that arise at any point in time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is offering.
No regulatory supervision. None of Cloud Token Wallet or its affiliates is currently regulated or subject to the
supervision of any regulatory body in Singapore. In particular, Cloud Token Wallet and its affiliates are not registered with
MAS in Singapore as any type of regula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financial advisor and are not subject to the standards
imposed upon such persons und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Financial Advisors Act, and other related regulatory
instruments. Such persons are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a variety of requirements and standards concerning disclosures,
reporting, compliance, and conduct of their operations for purposes or maximizing investor protections. Since Cloud
Token Wallet is not subject to such requirements or standards, it will make decisions on those issues at its own discretion.
While Cloud Token Wallet will have regard to best practices on these issues, holders of CTO tokens may not necessarily
enjoy the same extent and degree of investor protections as would be the case

Tax risks. The tax characterization of CTO tokens is unclear. Accordingly, the tax treatment to which they will be subject
is uncertain. All persons who wish to receive CTO tokens should seek independent tax advice. Cloud Token Wallet does
not make any representation as to whether any tax consequences may arise from purchasing or holding CTO tokens.
Risks from third parties. The tokenized nature of CTO tokens means that they are a blockchain-based asset. The security,
transferability, storage, and accessibility of blockchain assets depends on factors outside of Cloud Token Wallet’s control,
such as the security, stability, and suitability of the underlying blockchain, mining attacks, and who has access to the
smart contract where the CTO tokens are stored. Cloud Token Wallet is unable to assure that it can prevent such external

Cloud Token Wallet

No fiduciary duties owed. As Cloud Token Wallet is not a regula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it does not owe investors in
CTO tokens any fiduciary duties. This means that Cloud Token Wallet has no legal obligation to always act in good faith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holders of CTO tokens. While Cloud Token Wallet will have regard to the interests of holders of
CTO tokens, it is also permitted to consider the interests of other key stakeholders and to prefer these interests over the
interests of CTO token holders. This may mean that Cloud Token Wallet is permitted to make decisions that conflict with
the interests of CTO token holders. Not owing any fiduciary duties to holders of CTO tokens also means that holders of
CTO tokens may have limited rights of recourse against Cloud Token Wallet and its affiliates in the event of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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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from having any direct or indirect adverse impact on any of the CTO tokens. Persons intending to receive the CTO
tokens should note that adverse events caused by such external factors may result in the loss of some or all of the CTO
tokens. Such loss may be irreversible. Cloud Token Wallet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aking steps to retrieve CTO tokens lost
in this manner.
Risks in receiving the CTO tokens. Cloud Token Wallet cannot and does not guarantee or otherwise assure that there
are no risks in relation to the issuance of the CTO tokens. The CTO tokens may, depending on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relevant issuance is effected, involve third parties or external platforms (e.g., wallets). The involvement of such parties
or platforms may introduce risks that would not otherwise be present, such as misconduct or fraud by the third party,
or your failure to receive the CTO tokens upon duly making payment because of a third-party wallet’s incompatibility
with the CTO tokens. Cloud Token Wallet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risks arising due to the involvement of third parties,
including the risk of not receiving (or subsequently losing) any or all CTO tokens issued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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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 language white paper is the primary official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White Paper may from time to time be translated into other languages. In the course
of such translation,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White Paper may be lost, corrupted or
misrepresented. The accuracy of such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s cannot be guaranteed.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s
or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such translations and the official English language white pap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original document shall pre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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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CLOUD TOKEN 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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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下载并安装你的Cloud Token钱包：www.cloudtokenwalle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