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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背景
Facebook 是 一家市值超过 5000 亿

①

美金、全球总市值排名第五的科技公司，但

这是 Facebook 股东们的财富，与普通 用户并没有任何关系。
20 亿 用户

②

通过关注相互连接，形成了覆盖全球的社交 网络。当 用户每天在浏览好友的最新
③

动态、阅读订阅账号的 文章时，价值 360 亿美金

的 广告出现在 用户私有屏幕中，却没有

用户因此分享到任何收益；

内容创作者会通过 Facebook 个 人主 页发布作品、积累粉丝， 大量量 文学、 音乐、影视、
游戏等内容在社交 网络孕育、传播，但 Facebook 只是在利利 用内容进行流量量商业变现，
并未向内容作者提供任何资金支持或回报；

用户的转发、分享行为，是内容的筛选器 和传播渠道，使优质内容从海 量信息中脱颖 而出，
得以被更多 人能够看到。但与在 Facebook 中的内容创作者 一样， 用户的转发与分享行为
所产 生的价值，同样未得到体现；

如果把 Facebook 看成是 一个经济体，所有 用户都在免费为这个经济体中输 入价值，但收
益只归属于 Facebook 的股东所有。

① 数据来 自纳斯达克官 方 网站
② 数据来 自 Facebook 2017 第三季度财报
③ 数据基于 Facebook 2017 年年 Q1—Q3 财报估算

项目概述
我们相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 心化、账目公开、不可篡改等优势，将极 大降低在社会经
济活动中的信任成本，进 而重构 一切经济组织形态, 带来 金融与科技产业颠覆性的 革命。
但由于现实社会中实体经济产业链条 长、历史悠久且利益相关者众多，区块链技术的 广泛使
用将会是 一个极其漫 长的过程。

社交 网络是真实社会的 网络映射，具备人类的全部社会属性；如果将内容的创建者视为 生
产者、内容的读者视为消费者，社交 网络是 一个典型的市场供求模型，也是区块链技术得
以 大规模应 用的绝佳场景。
圈内定义为基于区块链的 Facebook，将发行数字货币 CC (Community Coin
)。通过 CC 的 自由流通，使圈内成为 一个完全遵循 自由市场经济规则的 网络经济体，每
一个对他 人有贡献的个体，都能在其中获得收益回报。

根据 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圈内用户会拥有 一些基本权利：
1、数字资产的所有权、 配权、收益权、隐私权
数字资产包括： 用户所创作的数字内容（如 文章、 音乐、图 片等）、 用户行为所产 生的数据
（ 用户的社交关系、浏览记录）、 用户屏幕的信息显示权（决定屏幕中显示什什么内容）。

2、 由交易权
用户可以 自行决定与任何 人就已有数字资产权益与货币进行交换，也可以通过契约就未来
的数字资产权益与货币进行交换。在基于区块链的社交 网络中，智能合约使契约最 大信任
障碍得以解决，因此圈内中能够产 生出多样性的经济行为。
在 圈内 中， 广告收 入将分享给 用户；内容创作者可以将作品定价，在被浏览的同时获得
收 入，可以 自行定义与传播渠道的收益分成，或依托于作品的版权进行融资。此外， 用户
在 圈内 中的个 人主 页、内容、社交关系、行为数据都属于 用户的个 人资产，任何应 用或
个 人读取或使 用这些数据，必须得到 用户授权， 用户可以对未经授权的数据使 用定义收
费标准。

圈内将传统社交 网络中的所有收益都还给了 用户，将使 用户更加积极的参与其中，颠覆
Facebook 等传统社交 网络的“免费增值”模式。圈内发行 1 亿枚的 CC，可 用于度量圈内生态
中的 一切内容与服务，CC 的持有者将拥有圈内平台现在与未来的全部价值。

Facebook 的 户痛点是什么？
“计划经济”的社交 网络结构， 用户 无偿输出价值，平台独享收益。

圈内能解决什么问题？
“市场经济”的社交 网络结构，让每个有贡献的个体，都能分享收益。

区块链对圈内有什么帮助？
利用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属性，消除用户间达成合作的信任成本。

圈内将所有数据权益还给用户意味着什么？
将社交 网络的全部价值还给 用户。如果 Facebook 这样做，那么 5000 亿美 金市值应当属
于使 用 Facebook 的每 一个 人。

典型应用场景
1、在圈内获得“广告”收益——对展示定价、对数据定价
人们可能已经习惯在使 用 Facebook 时，看到屏幕中出现的 广告。但圈内认为， 用户应当
拥有屏幕收益权与数据收益权。
1. 广告的视觉呈现，依赖于用户手机屏幕中的展示。 手机屏幕由 用户付费购买，属于 用户
的私 人财产，未经授权的视觉呈现应当向屏幕所有者付费。
2. 广告的精准投放，依赖于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抓取。这些数据是由 用户所创造，属于 用户
的私 人财产，未经授权的数据使 用应当向数据所有者付费。
圈内将遵循 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保护用户数字资产 一切权益。当有 广告主希望向 用户投
放 广告时，需根据 用户对 自 己屏幕展示位的定价付费；如果进行精准投放 而使 用 用户行
为数据时，同样需要根据 用户对数据的定价付费。
用户可 自行决定数据的保留或删除，但 无法篡改造假；圈内中的 用户数据分为：公开数
据与行为数据。
当 广告主进行精准投放前，需 支付行为数据使 用费 用，将“投放条件”与 用户行为数据进行对 比。
对 比结果仅以 Y/N 的形式输出，例例如：“是否浏览过 Big.one 网站——Y”。当输出值达到 广告主的
预设条件时， 广告将出现在 目标 用户的屏幕中，并通过智能合约 支付 广告显示费 用。

圈内中的 广告主不仅仅是传统 网络平台的“商家”，任何 一个普通 用户都可以进行精准的 广告投
放。 用户可以通过付费，使更更多 人看到 自 己写的 文章，公开咨询 一个问题，找到志同道合
的朋友，甚 至发布 一个征婚启示； 而 广告展现形式可以是 Feed 流中的 一条信息、屏幕顶端的
Banner、 一条即时消息甚 至 一个语音电话。圈内的 广告除了用来推销商品，还可以 用于符合
法律律规则与伦理理道德的 一切信息推荐行为，这将极 大提升 CC 的应 用场景，使每 一位 用户
在社交 网络的 日常使 用中，都能够获得 广告收益。

2、在圈内获得“内容”收益——对内容定价、 版权融资
在圈内诞 生的若 干年后， 人们可能会惊讶于：历史上居然曾存在不允许 用户对原创作品
自行定价的社交 网络。
1. 内容是由作者的时间、知识和劳动 力所创造的数字商品，作者理应拥有对于这些商品包
括定价权在内的 一切权利。
2. 通过创建智能合约，作者可以利用内容在未来 一段时间的收益权进行融资，以实现短期
经济回报。
在圈内的个 人主页，每个 用户都可以发布 自 己创作的内容，包括： 文章、 音乐、视频、
甚至一个应用程序或游戏。这些内容的所有权信息将被记录在区块链中，并通过智能合约定
义价格。当内容被读取时，原作者将 自动收到费 用。
基于区块链技术账目公开、不可篡改的特性，版权信息与付款信息都将清晰可查，因此圈内
支持将 一份作品的未来收益打包成 一份投资标的，向特定投资者融资（基于当地法律法规，
可能会对投资者人数与资质进行限制）。例如：当一首音乐被定价后，作者可将未来 3 年的
收 入打包成为一份投资标的，投资者购买后， 音乐作者可 立即获得收入；此后 3 年内当这
首 音乐每一次被收听，收入都将按照智能合约 自动与作者和投资者进行分配，甚至作者可
以与投资者通过智能合约签订分期付款或对赌协议。
我们相信，当内容作者可以依赖于内容直接获得经济收益时，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在
圈内诞 生， 而这将吸引更多 用户加 入圈内社交 网络，以实现用户规模的良性增 长。 而对
文化娱乐产业的投资者，通过圈内进行版权投资将获得公开透明、持续的投资收益，且投
资权益可以转让他人。圈内中的 一切定价、 支付、投资及权益转让，都将使 用 CC 进行。

3、在圈内获得“转发”收益——利用社交势能变现
社交 网络中的 用户转发行为，天然形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内容分发 网络，对于优秀内容的
扩散和筛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在圈内中，作者为促进内容更大范围的分享扩散，可以通过智能合约将内容付费与转发激励
联系在 一起，例如：将每笔内容销售收 入的 50%分享给转发 用户，并按照以下公式分配
I=P * 50% *（50%）n+1（I 为收 入，P 为内容定价，n 指转发节点与付费节点的间隔数） 。由于区块
链账务公开的特性，每 一笔交易的分配都将清晰可 见，发 用户仅依靠转发或分享优秀内容，
便便能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
圈内智能合约模板，将以可视化编辑器 的 方式向每 一位 用户提供， 用户可以基于 自有版
权内容，定义内容收益的分配公式，以形成 一个多层级的分销 网络。由于圈内客户端会默
认开启“相同转发内容折叠显示”的展示策略，因此对相同内容，只有 Feed 流中最早的转发
者可获得展示。这些规则会 鼓励 用户积极寻找优质内容、关注内容原作者、并在最短的时
间内参与新内容的扩散，这也将减少盗版内容的 生存空间。
社交 网络分享与智能合约相结合，使用户的社交势能得以变现，并解决了传统内容发行渠道费
用 高、效率低、覆盖 面窄等问题，是图书、 音乐、游戏等内容理理想的发行渠道。

4、其它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应用创新
考虑到由于 CC 的价值增 长，可能会导致 一些 长时间执行的合约早期定价过 高 而未能及时修正，
失去应有的消费者，因此圈内提供了一个动态常量量 P。P 等于最近 一段时间 CC 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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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价格的倍率，可在定价中被直接引 用，例如：一首音乐播放定价为：

/P CC。

在圈内社交 网络经济体中，任何基于 自有权益的行为都将得到 支持。我们将持续完善圈内
的底层架构并开放端 口，使圈内生态中的所有 人都能够通过开发 Dapp 创建新的应 用场景
并从中获益。此外，任何第三 方应 用、游戏可以接 入圈内-SDK，在 用户授权下直接调 用
圈内账号、社交关系与 支付系统，规避传统渠道的 高额分成，赚取更具增值空间的 CC。

经济系统
广告主
广告主对于圈内生态必不不可少，他们通过向 用户 支付 CC 获得 广告推送的机会，
是普通 用户 CC 主要来源之 一。

投资
在圈内中对内容版权使 用 CC 投资，并在内容定价传播中，持续获得收益。

开发者
加 入圈内生态体系的应 用、游戏开发商，将 支持使 用 CC 进行解锁关卡、购买道具
及虚拟支付。

用户（内容生产者）
作为内容 生产者的 用户，可以对自己原创内容定价，被阅读后将获得 CC。

用户（内容消费者）
作为内容消费者的 用户，将在阅读付费内容时将 支付 CC。

用户（传播者）
作为内容传播者的用户，当转发的付费内容被阅读时，将获得 CC。

交易手续费
为避免 无效交易产 生，交易费 归旷工所有。

矿工挖矿记账节点
作为最为出块矿工，可以通过挖矿记账，交易手续费等获得收益，需要矿机，gpu 显卡
等。

矿工数据节点

作为最为数据矿工，可以提供 ipfs 存储功能，上传数据利用闲置硬盘和带宽实现收益，
pc 可以做到。

cpu 内存节点
cpu 内存租赁。也许需要大量计算和内存的程序，不适合在链上写合约实现。

圈内的基础系统架构
圈内利用区块链技术，在去中心化账本中记录社交 网络中的所有 用户账号信息、交易信息;
通过分布式数据库存储 用户所发布的 文章、图 片、 音视频等。圈内还将为开发者提供开放
平台，使任何开发者都可以开发基于圈内的 Dapps，或将已有应 用、游戏接 入圈内以 CC 定
价，并通过持有 CC 分享圈内的成 长收益。

Ethereum
Ethereum 是 面向智能合约开源的、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计算平台。Ethereum 是 一种有效
的分布式虚拟机，允许最终 用户为交易构建智能合约。

支付系统
CC 是符合 Ethereum ERC20 规范的 Token。

存储网络
IPFS 基础上开发的实现去中心化。圈内 FS 会存放 用户的个 人资料数据、发布的内容以及
例如 音乐、图 片等数据。结合 eth 实现 上传数据，用带宽赚取代币。

计算节点
可以进行链下计算，结果写入主链 和 ipfs 上。技术实现描述，要成为计算节点，需要质押
代币。由 pos 共识，决定那个计算节点计算。计算节点义务：负责计算任务，并将结果写
入 主链 和 ipfs，计算要保证正确，公平，安全。（类似 eos 的 主节点）其他计算节点负责
回放数据，验证数据。广播到 eth 链上的数据，由旷工，pow 共识，写入区块。改场景用于
较大的技术和内存时。

圈内 Platform
圈内 Platform 是在 Ethereum、ipfs 技术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套包括消息、权限控制、交易、
存储、钱包等的统 一平台和接口服务。

权限控制
圈内 Platform 的权限控制系统 用来控制数据的读取权限，其允许 用户将 自 己的数据哈希对他 人的
公有密钥附加 一个引 用，有了这个引 用其他 人就可 用 自 己的私有密钥来对数据进行访问。

所有权确认
利用区块链共识机制确认数字资产最早拥有者。

可视化智能合约
可视化智能合约是圈内团队实现的 一个 Dapp，我们开发了一套符合 ERC20 标准的合约 生
成 工具， 用户可以通过可视化界 面和预制模板， 方便的创建适 用于 自 己应 用场景的合约
方案，以实现在圈内中的渠道分成、版权融资等。

数据定价
用户的个人资料和行为信息会以脱敏 加密形式记录在圈内 FS 里，除了 用户和其授权的对象，
其他人无法获取。但是在互联 网 大数据时代，基于 大数据计算结果的应 用，很多时候是 用
户 自身需要的产品，圈内 Platform 给第三 方应 用提供了基于 黑盒的 用户资料料与行为信息
匹配接 口，第三 方应 用经过 用户授权后，可以向 用户付费并使 用预设的数据标准与 用户
数据特征进行匹配，获取匹配结果值。

广告投放
圈内实现的 广告系统是基于圈内 Platform 的 广告投放 Dapp，为广告主寻找到精准的投放
用户，同时向用户付费展示 广告。同时我们也欢迎第三方大数据公司接入圈内 Platform，
通过 CC 计价，为用户提供更多选择和服务。
互选广告：广告主和圈内专集作者相互选择，直接一对一付款。没有中间商。使用 CC 计费。
双方不需要知道对方是谁。

开放平台
用户在圈内存储、产生的所有数据都是 用户的私人财产，除了圈内的开发团队外，任何开
发者都可以通过接 口开发基于区块链的相关应 用或插件，或将已有的应 用或服务接入圈内
生态体系。
我们代码完善后开源。

圈内的软件设计
我们会选择应用程序与圈内底层并行开发的策略略，预计将在 2018 年年 Q1-Q2 完成应 用程序圈内
的开发（安卓、iOS、Web 版），接 入 CC 数字货币以实现圈内所描述的 一些基础理理念，如 广告
收益、渠道收益、内容定价、内容投资等， 面向 用户开放注册。随着区块链技术与分布式存储的不
不断发展和完善，圈内的用户数据将进行迁移以实现完全的去中心化。

账号体系
用户可以通过邮箱号注册圈内，成功后将拥有 一个圈内账号。圈内账号可 用于在 网络中公
开传播，建立社交关系，是 用户在圈内中的身份标识，并将 用于跨应用登陆、资产管理、交
易等环节。

数字钱包
圈内将使用数字钱包。

广告系统
用户需要通过广告系统，设置自己可接受的广告形式及 广告展示单价，并对广告系统读取
自己的行为数据定价。 广告系统会综合历史数据，向 用户建议较为合理的价格体系，避免
因定价过 高 无法接到 广告投放，或定价过低影响收益。
当 广告主希望投放广告时，可向 广告系统输 入投放标准，如年龄、地区、性别、浏览记录、
活跃度、收费标准、展示位等指标，填入支付单价的最大金金额与人数，由 广告系统进行筛选
匹配。若投放标准中涉及 用户行为数据，在筛选过程中将 支付数据使 用费，系统将通过基础
信息确认检索范围，并按照数据使用费由低到 高依次进行检索，当 用户行为数据与 广告投放
标准达成匹配时，会 自动达成 广告投放，并根据职能合约完成 支付。

个人主页
个人主页是圈内的核 1心模块， 支持 用户存储、发布多种类型的内容，例如： 文章、图
片、链接、 音乐、视频、应 用、游戏等，所有内容都可以 用 CC 定价。 用户在圈内个人

主 页中的内容和数据，都属于 用户私有资产， 用户可以授权任何应 用读取并管理这些资
产，圈内并不是唯 一选择。

动态
动态功能是圈内的主要内容分发通道，当 用户关注的账号发布新内容时，都会出现在动
态列表中，依托于“关注”达成 网状结构，天然形成了 一个多层级内容分发体系。动态中
的付费内容会存在“付费+ 金额”的明显标识，点击即使 用钱包中的 CC 完成 支付。此外动
态信息流也是 广告的主要投放位置之 一。

动态

个 人主 页

个 人主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