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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免责声明
您正在阅读的是智能白皮书。
由BANKEX团队开发，主要描述的是基于资产证明协议的智能资产流动性分散控制技术。
我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开发过程来描述该技术。希望它能对您有所帮助。但是，在协议技术方
面，有些保证是我们无法做出的。
除了给定和额外使用条款中提到的保证事项，不管是BANKEX还是其供应商和分销商都无法对资产
证明协议软件提供任何保证。对于协议软件的内容、特殊功能作用、可及性、要求符合性，我们不负任何
责任。所有的服务都是“按现状”提供。
某些国家当地法律要求相应的保证，如可销售性、某些领域的适用性、投资人保护、知识产权保护
等。除了法律体系中强调的情形，我们不做任何和全部暗示性保证。
在阅读完智能白皮书后，您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时间、财务资源来参与新分散技术的开
发。因此阅读该文本时，您须无条件承担以下义务：如果您是美国、中国、新加坡、俄罗斯或任何其他国
家的公民，并且您的名字作为所涉方出现在任何原告提出的任何法律起诉中，我们将有权对您私人做出指
控，要求全额赔付损失，包括任何罚款或法律费用，包括您使用软件（VPN、Class Action等）来隐瞒您
的真实居住国家。
在与该协议合作之前，请确认您是一名金融市场专业参与者，而且根据您居住国家的立法规定，具
有投资的合法资格。如果监管人员对您与协议和BANKEX的合作提出任何投诉，您须对您的行为负全责，
并愿意接受BANKEX的代位索赔。您确认接受BANKEX的责任限制是以您的出资金额为基础的（这里的金
额包括初始贷款、所有可能的罚款、附加费用和利息、损害赔偿），根据协议和司法管辖权条款，遵守互
动监管的既定司法管辖。

1.2 BANKEX资产证明协议
BANKEX是一家联合金融市场成员建立一个共同体、要求共同体成员遵守资产证明协议来实现彼此
资产使用改革和获利目的的组织。
BANKEX的产品就是资产证明协议，该协议能够解决资产流动性问题。资产证明是指以资产为基础
，根据协议出具代币。
BANKEX的核心技术就是资产证明协议，它本质上就是BaaS（银行服务）和区块链技术的结合产物。我
们主要从金融市场接收客户资产，然后将其标记化，不用等着投资组合累积到临界值，我们就能将该资产
转化为银行钱币。至于它的原理，举个例子，就像从一百家银行集中类似资产，然后创建一个市场；一方
面，银行需要流动；另一方面，投资者需要可预测和透明的现金流。

1.3 白皮书中的举例说明

请记住在本BANKEX的白皮书中，所有举例和文本示例都仅用于智能交易技术的示范性案例。BANKEX
的业务包括开发金融科技产品和代币化金融资产，但是对于非金融智能资产，在获得BANKEX基金同意的
情况下，我们认为可以将资产证明应用于其他领域。此处，我们首先和优先优化金融资产的流动性。

1.4 资产证明协议背后的博弈论

所谓的博弈论1
博弈论是经济学中的主要基础理论之一。有11名专业博弈论科学家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
，包括John Nash2
根据博弈论展开的分析表明全球金融市场目前正陷入囚徒困境的次佳均衡状态。这种困境是博弈论
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说明参与者有时候是如何忽略自己最佳利益而拒绝合作的。
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彼此不信任，因为不同评级、评分、信用的低效组合而不得不支付
高昂的代价，尽管这已经被反复证明是错误的（见安然丑闻和次贷危机）。这种效率低下导致高昂的成本
和损失，它们反过来又抬升了资本成本，导致分散性小企业或借款人无法获取资本。
我们对此提供一种解决方法-资本证明协议，其核心在于对资产实现即时审计。如今，每位投资人
都知道自己在非上市公司和资产中的投资状态。有了这个工具之后，市场将强迫一些企业做出改变（律
师、会计、审计、特殊个例中的银行和征收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将从实现评级分配和验证机制
现代化着手，因为采用资产证明协议的区块链中，记录的现金流是透明的、可理解的，且速度更快，成本
更低。本质上，资产是处于智能合约逻辑的持续监测下的。
反过来，经济运行信息量的增加及其权威性为经济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建构起足够精
准的人工智能风险评估体系，降低其中运算的成本，使其接近于零。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经济
人工智能市场，服务现代社会。

2 现代金融市场
2.1 银行业务（BaaS）业务模型
银行业务模型（BaaS）是一种业务模型，能够建立起新的金融产品，与多种跨境现有技术方案实
现整合。
这些平台的一侧是不同司法管辖区、不同技术的发起人，另一侧是希望投放新产品或扩大新市场的
金融科技公司。因为有平台，它们才能够如此迅速、有效地行动，不用从头与每个国家和每个新银行立法
部门达成集成协议。因为平台已经包含了技术和法律整合，它可以为新参与者提供更为廉价和迅速的通
道。
BaaS模型中的发起人是较为前沿的，主要是为终端客户建立通道，不管终端客户是银行、金融科
技公司、互联网平台、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在建立BaaS业务模型的时候，关键的一点是平台发起人
须保持控制自己的客户和客户通告，但是同时还要通告市场上最好的技术（金融科技、信息科技）公司为
客户提供最新版和最具竞争力的产品。这是留住客户并从中获利的最佳方法。

1

2

终端客户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像银行-他不用看到第三方供应商。
BaaS模型参与者存在多个整合层面：从原始的模拟集成（其中一个雇员必须重新向单独的服务输
入数据）到全自动集成。发起人决定哪个带终端客户工作模型是最为有利的，要么是终端客户互动的公司
是通过外部服务供应商来提供服务，要么是终端客户能够在发起人品牌下看到整个生产线。
有些研究人员管这种理论叫做“乐高库”，就是说本身并没有零件，还是将零件组装成不同的形状因
素。组成零件都是一样。但是不同的零件组合方式带来不同的结果。就像乐高，你可以将零件建成一座城
堡、一个房子或者温尼贝戈。完全取决于你如何把这些零件放到一起3
因此，BaaS平台是一个统一窗口，其中公司或零售客户可以选择和接受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银行
和科技公司所提供的服务。该平台接管不同参与者在金融市场的技术、法律整合。

2.2 分散式BaaS模型
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提供的资料，全球银行业正在面临三大挑战。这包括数字化和监管增强4
数字化通过金融科技和技术公司，为银行不断创造竞争环境。监管者不断为非传统金融机构降低入
行门槛。很多银行变得跟不上技术发展的进步，他们不得不更加频繁地与金融科技公司在多个流程实现合
作，从客户关系到风险评估的大数据分析。这反过来又转化为对BaaS模型的需求增加，这使得这种整合
效率达到最大化。
在以金融危机为开头的这个年代，金融系统监管增强是一种全球化趋势。风险管理、合规性、法律
与财务费用都在上涨。与法律体系的整合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使得参与者不得不处理BaaS合作平台，因
为要想凭自己适应每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非常吃力的。
分散式BaaS是银行业的未来。为什么？
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财务流越来越国际化，它们不再简单地由相同的工具和手段来控制。监管方
和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来应对这种潮流，以影响市场动向。银行方的反应则是接手更多超
出本身限制的服务，只要这些服务在自己的执照范围内。银行在外希望通过外部合作方来实现创新服务，
在内部则关注自己的核心产品与服务。
这种数字化银行、外包、全球化的趋势使得银行有可能进化成为类似于远程通讯公司的东西，这种
公司具有执照，不用再面见客户。
Bankex知晓这些风险，并相信银行应该保持世界金融生态系统的安全性与完整性。金融科技公司
和信息科技公司不能成为银行体系的破坏者，而应该彼此互补互惠。
很多年前，银行和创新技术单独存在，银行对能够一些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特定特色外部IT产品表
现出了兴趣。如今，市场已经发生变化，使得世界上的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实现更为紧密的合作。金融科
技公司反过来不再视自己为破坏银行业的胜者，还是将自己看成是银行的合伙人。一些线下银行，即使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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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去，也将继续作为该行业信仰基础存在。作为客户，必须知道自己接受的金融服务来自银行，一家真
实存在的银行，而且该银行在该城市设有分支，这样如果客户出现需要帮助的问题时，能够直接去该分支
寻求帮助。银行业在未来也不会面临消失的风险。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和区块链公司知道自己产品所占的
市场份额太少，甚至低于10%，要想扩大该份额，就必须和银行合作。
也就是说，金融创新与进步依赖于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之间的彼此合作，尤其是区块链领域。如果
能在熟悉的银行购买到创新的金融产品，客户反过来会更愿意这样做。有必要注意的是有些银行对与金融
科技公司的整合保持怀疑的态度。幸运的是，大多数的现有银行都明白拒绝创新会导致自身失去客户和市
场份额的道理。
现有的技术不足以在市场形成紧密协作：因为主要的产品是大量金钱和金融流管理。银行彼此并不
信任，他们也不信任科技公司。他们害怕在与更强大或技术更先进的玩家合作中失去自己的客户基础。他
们害怕细细审视自己的产品，会发现自己的产品比不上替代品。他们害怕会因为创新基础产品而受到监管
者的处罚。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是有关此类风险的决策由高层管理人员做出，对这些人来说，个人信誉风
险更为重要。
通过技术发展，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在体系参与者中建立彼此信任，以及对基
于分散型数据存储和自动化智能合约操作的信任。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区域链具有转化
资本市场的巨大潜力，因为它具备多种优势：迅速清除和计算、信息巩固、审查、操作优化等5
为了实现传统银行和金融公司、前沿IT公司之间的合作，以及未来技术公司去中央化的不断加深，
BaaS业务模型是最佳途径。前端客户服务依然掌握在银行的手中，而产品主要由严密导向的产品银行或
公司提供。
我们相信业务模型和技术的B2B2C结合，是BANKEX成功的关键。

2.3 经典微服务架构
微服务架构师一种模块化服务网络，其中模块化服务能够彼此独立地被运用。
微服务架构是一种应用建构方法，使各项应用能够细分成更小的独立内部构件。

-

微服务架构的优势：
在同一应用中不同微服务的资助拥有权；
敏捷性，应用微构件能够在自主分散型队伍中开发和测试，而且速度更快；
更佳的可扩展性（独立于其他构件的扩展、按需扩展）；
持续提供和布置微构件。

单片架构更容易实施、控制、部署，而微服务需要细心的管理，因为它们被部署在不同的服务和使
用API中。
他们害怕会因为创新基础产品而受到监管者的处罚。如果改变只应用于产品的一小部分，没有必要
发布产品的更新版本。这也是为什么能够根据每个企业、部门、个人的不同业务任务来实现定制化服务。

5

尤其是不同团队能够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全面管理，而且可及性也更高：即使其中一个死机，它不会
导致整个应用的宕机。统一的架构设施能够应用于需要彼此互动的不同模块中，或者需要在不同模块间转
移的类别。同时，微服务还能保证模块之间没有共享状态。最后，微服务能够让您根据业务需要选择不同
的技术与语言。

Monolythic architecture
UI
Business Logic
Data Access Level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UI
Microservice D
Microservice A
Microservice B
Microservice C

2.4 区块链服务架构

单体架构
用户界面
业务逻辑
数据访问级别
微服务架构
用户界面
微服务D
微服务A
微服务B
微服务C

在以太坊区块链上，微服务架构被用来实施外部数据库6
-过剩与保留，每个网络节点都是自主节点；
-网络拓扑自动配置的服务搜索；
- 通过使用其他类型的微服务（如数据库、允许显示统计数据的微服务等）实现的可延展性。

6

Node management
Oracle
External data
Ethereum network
Client node
Miner

节点管理
数据库
外部数据
以太坊网络
客户节点
采掘师

BANKEX流动性协议的逻辑是基于以太坊智能合约7
但是对于BANKEX 资产证明协议的描述，微服务体系结构的定义并不完全正确。BANKEX团队称
之为区块链服务体系结构。
区块链服务体系结构是一系列智能合同约，其中每一步都可以通过预定的包含智能合约的特定步骤验证的
参与者池进行定制，同时将步骤中的合同内容和步骤数量嵌入到用于标记智能资产所需的业务逻辑中。
区块链服务体系结构是一个资产标记化技术的构造函数，但它只适用于在一系列智能合约之间正确布置，
并辅以与微型服务相连接的oracle。
这使我们能够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标记一个最精确和最透明的资产，同时也与开源资产证明协议并行工作。

2.5 区块链服务体系结构的复杂性调节

7

我们经常听到技术专家的意见：你的协议太复杂，而其他人则说您的协议太简单。是的，两者都是
正确的。基于块链服务体系结构的BANKEX协议的复杂性由标记化技术逻辑中智能合约数量的增加/减少
来调节。
创建某种类型的智能资产必然需要执行区块链服务体系结构中所有的步骤，只有特定智能资产所需
智能合约链的步骤被使用。最简单的智能资产包括三个步骤：初始化，验证和估值。在这种情况下，智能
资产将履行其使命 - 使资产流动。这一点也不复杂。

Initial informatio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sset owner
Smart contract
Smart asset
Verification
External data sources

初始信息
附加信息
资产所有人
智能合约
智能资产
验证
外部数据源

与此同时，BANKEX是一家在金融技术和传统金融科技领域的老牌公司。我们非常了解金融工具有
多复杂，以及正确的使他们正式化有多困难。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区块链服务体系结构 - 正是您需要的。您
可以向资产标记化技术链中增加任何级别的复杂性，最后的结果就是智能资产。
此外，智能资产保留了一个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所有功能 - 每个人都能够看到它背后的价值，只有一
个真实的版本存在于生态系统中。
您可以将自己的逻辑块添加到区块链服务链 - 资产证明协议，因为它是一个开源代码。要做到这一
点，您将需要解决BANKEX基金会社区这个问题。

2.6区块链服务体系结构的优点
为什么未来的服务体系结构会使用区块链？
在现有基础体系结构中，大型应用程序或产品由大量模块组成，它们几乎总是由不同的团队开发，
而且，即使团队在同一家银行内工作，它仍然需要在系统中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大量的现金流量；大量的协
议和检查。这样十分昂贵和耗时，且引入操作的风险使它很可能产生错误, 包括系统错误。
区块链有助于自动化交易链，提高可靠性、交易透明度、消除低效率和官僚主义障碍。区块链减少
了人为错误的风险，许多操作完全消除了人为干预的需要。这将使您的业务更快，降低成本并增加市场对
您的信任。
最后，区块链服务体系结构将允许您以最佳方式构建符合个性化趋势的产品线，并在真正需要时为
消费者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
区块链技术非常适合这项任务，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具有不可变操作的开放式寄存器的基础结构。
资产证明协议的第一个版本依赖于开放区块链的建立的技术，最重要的是以太坊。创建私人区块链的技术
目前正在成为被行业确定和接受的路上。因此，第一个版本的重点是开放资产的标记化技术。在将来，该
算法将适合于私有的区块链，符合他们对工业应用的准备。
我们从内部看到金融工具的当前问题；我们看到市场参与者之间存在多少低效率。我们的使命是提
供市场参与者将会喜欢的技术，这将改善当前的市场结构，这将使同样的人 - 同样的市场参与者 - 更有效
地互动，尤其是更多的盈利。

2.7在标记化技术背景下的流动性理论
资产的流动性是能够在没有重大价格变动的情况下快速出售或购买资产。更高的流动性减轻了可以
出售/买入的资产的价格与其销售速度之间的权衡。人们偏好流动性，这样的理论首先是由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8
使这些资产更具流动性将有助于解除价值9
流动性协议是我们所提及的BANKEX 资产证明协议的衍生产品。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在今天, 除非它
具有某种特征的描述，否则为了现金出售资产是相当困难的，即使乍看之下它似乎是流动性的。例如, 一
个新的消费品, 作为一种资产, 是完全流动的 - 你只需将它添加到一个在线商店的目录中, 终端客户就可以
8

9

购买它。但并非所有类型的资产, 甚至不是所有最简单的消费品都有特意而为的真实特征和数字化能力。
最常见的例子，一个二手消费品，至少需要对其基本特征的变化的描述，然后买方需要确信商品的描述是
真实的。因此，要求买方核查所描述的特征，以作出购买决定。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这种“资产”没有从
起始点进行数字化，因此与销售类似的新资产相比，它的销售机制变得更加复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现了各种利基技术服务，帮助资产更具流动性，同时也促进了交易双方之间
的信任。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从简单的公告板到包括风险保险的复杂互联网服务。这些服务使
市场上的资产“可理解”，之后该资产的流动性明显高于原先的水平。
这是资产数字化增强流动性的一个例子。
但是标记化技术与数字化技术不同：数字化只是关于创建描述、它的消费者特征、照片等。除了上
述步骤之外，标记化技术增加了财务和法律组成部分 - 交易执行的自动化智能合同、自动交易的命令、资
产价格的计算公式、初始数据的自动验证等等。
因此，数字化是关于资产描述和在市场上出版。标记化技术是关于资产描述、oracle验证、资产价
格计算、自动审计、基于其价格的现金流量计算以及执行智能交易。
对资产进行标记化技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避免在传统数字化的情况下出现欺诈的可能性。商品可以
数字化，但在其描述中也可能包含虚假信息。通常情况下，资产所有者很难看到有关现金流量的真实信息
，即使不打算隐藏它们。BANKEX 资产证明协议提供了资产及其现金流是真实的证明。
作为提醒，本BANKEX白皮书白皮书使用的例子只是作为智能交易技术的潜在用途的信息示范。
BANKEX的业务涉及创建金融科技产品和主要金融资产的标记，尽管我们不认为在非金融智能资产的情况
下，经BANKEX基金会批准，在其他领域不可能实施资产证明协议。
此外，对于某些资产市场，定期和合格的审计是非常昂贵的，导致其无法使用，特别是对小企业或
借款人而言。为此，对某些资产类型的审计要么很少执行, 要么根本不进行。因此，在许多资产市场上，
买方对资产质量存在不确定性。虽然他们愿意为优质商品付出高昂的代价，由于对商品真正的质量不知情
，他们反而不愿意支出。因此，越来越多有优质商品的卖家离开了市场，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以平衡的
低价出售他们的商品。信息不对称导致许多资产市场的缩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eorge Akerlof10

2.8智能资产的数学造市模式
什么是造市？
造市商是一个在市场上为贸易商提供良好或安全的买卖机会的参与者，从而提供流动性。贸易界的
造市商通常被称为流动性提供者。造市商保持库存的安全/良好和现金，以便能够采取交易订单量的相反方
式来解决买卖订单的不平衡。造市商以买卖差价赚取利润，并对冲其库存价格下跌的风险。
关键角色：
- 贸易商：负责创建采购/销售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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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市商（专家）：向贸易商展示有保证数量的证券/商品的公开买卖报价，并通过这些报价履行贸
易商的订单；
- 经销商：从贸易商买卖证券/商品，但不公开披露报价；
- 经纪人：代表客户执行订单。
液态贸易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造市是一种既定的交易实践，它激发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多数理论研究论文模拟造市商作
为其他市场参与者可以进行交易的单一玩家，除此之外没有交易活动。另一方面，有一些研究报告，造市
商与中间商（经销商/经纪人）竞争。在这个模式中，作者向造市商介绍了D. Spulber11
许多研究人员专注于造市商（专家）的最佳行为。一些论文研究了风险规避和库存对造市商定价政
策的影响。在另一篇论文中，作者研究了造市策略的盈利能力。其他研究人员模拟买卖差价作为由于逆向
选择问题造成的损失的一种需要补偿：与造市商进行交易的贸易商可能会了解造市商不了解的信息。
最近的论文专注于将金融造市商模式与人工智能领域相结合；高频交易在市场造市模式中占有重要
地位。例如，Abraham Othman结合了两个概念 - 人造智能文献的自动化造市和金融文献中的风险措施。
在另一篇论文中，作者研究了高频造市流动性、价格发现和机构交易者回报的影响。
造市的好处：
- 流动性规定（买卖双方不需要同时下订单）；
- 由于MM公开报价，经销商的买卖差价减少；
- 由于造市商公开报价引起的不确定性减少；
- 降低搜索成本，因为贸易商不需要搜索其他贸易商或经销商以良好的价格出售；
- 造市商可以通过变更买入和卖出价格对交易进行征税和补贴；
- 由于集中交换，所有参与者的交易成本降低；
- 由于需求和供给的波动平缓，市场波动较小。
现今造市商的例子
他们也在证券交易所发挥重要作用，而历史上的交易所往往任命贸易公司充当特定股票的官方造市
商；
- 造市商通常要么拥有交易所, 要么是交易所的成员，如纽约证券交易所或芝加哥交易所；
- 纽约证券交易所为每只股票指定一个单一造市商，被称为该股票的专家。相比之下，NASDAQ为
每只股票提供了几个造市商；
- HFT公司同时从买卖差价中获利，因此他们是造市商，但没有正式被指定。他们预测购买订单量
的增加，在其他买家之前购买，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他们。
BANKEX Proof-of-Asset协议包括智能资产交换，在协议中交易的智能资产流动性的支持是
BANKEX的一项重要任务。需要注意的是造市商支持智能资产在定货簿中的流动性是一个比传统股票市场
更复杂的任务。这是由于某些类型的智能资产具有更多的影响价格的特征，而不是传统的供需平衡。
另一个重要的注意事项是，BANKEX 资产证明协议基于以太坊区块链，这意味着BANKEX生态系
统中发行的智能资产标记可以在任何支持ERC20标准的市场上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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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标资产进行标记化技术
3.1资产类型和资产需求
我们世界上的一切相对来说是流动性的。下面的图片摘自Blackstone12

Everything is (relatively) illiquid
Typical time between transactions
Within seconds
Public equities
Within a day but many over a week
OTC (Pink Sheet) equities
Within a day
Corporate bonds
Approx. 6 mos.
Municipal bonds
Funds last for 10 years
Private equity
4-5 years but ranges to decades
Residential housing
8-11 years
Institutional real estate
50-60 years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40-70 years
Art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Source: Antti
ilmanen, Expected Returns, 2011
12

所有（相对）不流动资产
典型交易间隔
几秒之内
上市股权
一天之内，但是很多超过一周
场外交易（粉单）股权
一天之内
公司债券
大约6个月
市政债券
为期10年的基金
私募股权
4-5年，但是也能长达几十年
住宅建筑
8-11年
机构房地产
50-60年
机构基础设施
40-70年
艺术品
仅作演示用。来源：Antti ilmanen预期收益，
2011

我们看到，出售公共股票需要几秒钟时间，债券可以在一天内卖出，市政债券可能需要数周或数月
的时间。私人股权 - 10年，房地产 - 5-10年，桥梁、道路或工厂等基础设施对象 - 数十年。艺术品可能会
历经超过50年的时间才等到它们的买家。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内可以在分散的区块链上购买和出售区块链标记，是一个
机会去标记目前比销售时间更长的一切。
潜在的标记化技术市场包括一切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转换成现金。意味着标记化技术市场的潜力是巨
大的。这个问题正在由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区块链 - 以太坊和比特币处理，需要等待几分钟才能收到几笔交
易确认，这对我们来说没有问题。
资产标记化技术对于足够在几秒钟内销售的资产流动市场是无益的。BANKEX资产标记化技术的市
场机会如下所示：

Realizing the value of liquid assets takes time
Seconds
Blue chips shares
Tokens
Hours
2nd tier shares
Corporate bonds
Municipal bonds
OTC (pink sheets) equities
1-3 months
Hedge funds
Private equity
Residential properties
3-5 months
Institutional real estate
1 year +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Venture funds
Art objects
Market opportunity

流动资产变现需要时间
几秒
头等股票
代币
几小时
二等股票
公司债券
市政债券
场外交易（粉联）股权
1-3个月
对冲基金
私募股权
住宅产业
3-5个月
机构房地产
超过1年
机构基础设施
创投基金
艺术品
市场机遇

从这个计划，我们可以看到蓝筹股份不适合标记化技术，因为它们的流动性已经由现有的IT技术和
市场建立起来了。回顾股票市场技术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电子交易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解决
了他们流动性问题。
因此，我们没有竞争或争夺的资产，需要花几秒钟出售。这是Ripple的市场13
我们认为，标记化技术的目标资产可以包括资产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资产类别。

3.2在新经济中选择角色：硬币或智能资产
我们收到数百个请求：我们在真实部门的业务是否可以被标记化，如何标记化？原因是许多企业主
通过ICO或ITO看到了使用密码经济学资金业务的机会。经验丰富的商人了解，这笔资金与传统资本来源
相比，成本要低得多，而且由于商业决策中心仍然掌握在业主手中，因此也有较少的管理风险。在加密经
济学中，不会存在不友善的董事成员。
在形成新经济方面，BANKEX看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即将技术和基础设施项目与商业经营工业和制
造业资产领域的项目分开的实际商业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项目可以帮助分散经济发展并变得更大，更方
便，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技术的使用，肯定可以通过ICO获得资金。
但是在实体经济领域需要标记化技术的项目，但缺乏强大的技术团队，经验丰富的IT创始人，金融
专员会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人群销售机制只能与有影响力的创始人、强大的思想和一个项目技术实现的
完全透明的愿景一起工作。
以下是BANKEX答案：在分散的经济体中使用核心项目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利用开源协
议。
对于制造业和工业企业的业主，他们了解利用加密分散式存储进行标记化资产和转移现金流量的潜
力，标记化技术涉及发行智能资产标记是理想的。首次硬币发行的过程更适合技术平台 - 并非所有组织都
需要发行自己的硬币。
我们向您呈现了创建智能资产 - ISAO（初始智能资产发行）的过程，基于分散协议，如BANKEX
资产证明协议 。即便您的资产为线下业务，也可利用现有技术协议将资产标记化，以吸引资源。您无需
ICO程序，而是使用ISAO（初始的智能资产发售）来完成的您业务的资产标记化技术。
在您的业务中使用智能资产非常简单。
在白皮书中简称为智能资产的业务（农场、商店、制造业）可作为ISAO程序的一部分进行标记化
，由此形成资产社区并从智能交易中获得回报。

3.3 资产标记化技术的要求和选择
多年来在传统金融科技领域的工作使得我们习惯总是寻找有某种问题的情况。如今我们意识到，在
每一个案例中，我们都会发现这种问题的有部分原因在于所涉资产缺乏真正的流动性。
下列为我们确认为导致资产流动性不够的几个问题，而您资产具备越多下列性质——此类资产标记
化技术将带来越多利润。
a）存在多个资产所有者。这意味着该资产有大量所有者，他们可能难以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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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分散资产。您拥有多个以楼栋或单元为单位出租的办公楼。您可轻松看到整个资产的现金流，
但想要确定单个出租单元报告的现金流真实性却非常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
c）标准最终产品。这将使得我们在创建智能资产时识别元信息。对我们而言，能将其变为单一基
础是很重要的。
d）可互换性（可交易性）。将一种资产通过交换成为另一种资产的可能性。用一种资产交换另一
种资产，无论该资产具体是什么。对于所有者而言，重要的是该资产提供的现金流。
e）使用代币作为最终产品的支付手段。这个选择使得所发放的有权具备与资产相关现金流的权利
的ISAO代币与支付义务不太类似。智能资产代币确保收到款项，但也可用作支付手段。例如，可将其用
于为建造建筑物融资，但后此后该代币也可用于在该建筑物中租赁房屋。这样，它便成为一种实用代币，
这点很重要。
f）大量投资者利用代币拥有同个昂贵资产和使得买家随时轻松退出共同所有权的方式。若一种资产
可同时由大量所有者所拥有，则进入资产所有权更为容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拥有昂贵房地产或非上市
公司的共享所有权。目前以很少股份进入此类资产非常复杂且需要付出很高代价 。非上市公司股份标记化
的例子见第3.4节。
g）能够自动和明确测量直接或间接
表明最终产品潜在数量或质量的特征。对资产进行定期物联网审计的能力大幅提高智能资产监测的质量。
与审计或评级机构相比，这是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因为审计或评级机构的年度调查比不上实时的物联网
审计。
h）合约条款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取得资产所有权的能力。
这意味着，除了对合约进行审计和对第三方托管模块进行标记化外，还可以选择对资产进行交易，接收抵
押品，并在违反条款的情况下自动执行不同的合约条件。
i）控制最终产品的销售且尽量减少不明去向销售的可能性。此特点不适用于所有情况。这意味着对
被标记化和资助的最终产品进行跟踪。在将诸如草莓之类的农业资产进行标记化的过程中，需要安装物联
网传感器计算种植浆果的数量，以确定所有生产浆果是否带来了适当的现金流。这些物联网传感器须检测
资产的整个生命周期，直到产生现金流。
j）包括法律和会计支出的高转移成本的资产。早期投资者往往希望在盈利高峰时出售资产，而其他
投资者也同样有兴趣进入上述资产的所有权。标记化技术能使得此类交易变得更简单、更快捷和更经济。

3.4 示例：非上市公司的股份标记化
这里给出一个非常适合具备标记化技术的资产例子，让我们审查尚未上市的后期私人股份。
这些资产需要很高的法律、会计和行政成本。
有许多非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特别是早期投资者，他们准备出售股份，而新投资者也对上述股份有
需求。然而，此类公司未非上市公司其股份无法在股票市场上交易。此外，由于公司管理层必须控制其私
人股东，并防止其人数超过一定数量，因此他们通常无法在未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的情况下转售，否则会违
反某些法律和组织的约束。
因旧制度的低效率而产生这些限制对所涉及的每个人带来不便——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公司董事会。
特别是，这种低效率常常会导致股东之间的分歧和公司发展的停滞。
区块链技术允许在智能合约中记录股票具有必要详细信息和限制。早期投资者或持有极少股份投资
者的部分公司股份在智能资产中被作为资产而标记化。其名义持有人可为公司所在地法律允许的任何实体

，如SPV特设机构。
此后，对于名义代币持有者，可在他们之间达成一致后轻易转变成该智能资产的买家或卖家。同时
，不对股东产生实质性影响。代币持有者的在场权传递到SPV特设机构。对于不希望改变管理股东会的非
上市公司来说，通过将部分股权以标记化技术转化为智能资产而获得资本流动性基本上是所有各方都均接
受的唯一选择。
对早期投资者而言，这种通过提高股份流动性来投资方式成为降低投资风险的新步骤，因此增加了
投资以往不可用资产的可能性。

3.5资产标记化技术的基本优势
多年来，BANKEX的分析区块收集并分析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技术，发现了一个围绕金融工具形
成的有趣趋势。
如果我们考察个人或公司在资金流动方面的基本需求，就很容易发现一个实体只有几个核心的财务
需求：
——花钱；
——转移钱；
——存钱；
——赚钱。
通过将这些基本的金融需求与当前的金融技术范围联系起来，结果发现如今强烈倾向于利用金融技
术的某些需求的饱和：
——花钱——最容易饱和且最容易数字化的需求。目前有成千上万的公司帮助个人或公司轻松快速
地花掉他们的钱；
——转移钱——在饱和方面类似，但这一基本需求有几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我们在Ripple的同
事目前正在解决的问题；
——存钱——个人和公司将钱放在口袋的需求如今几乎不存在，因为都已数字化且转移至银行卡和
各种创新解决方案中。
——赚钱——该需求的技术饱和非常低，任何创业公司，即便在与市场总量相比微不足道的利基市
场中也能实现大量的资本化。以为房地产业主提供共享服务的爱彼迎，或p2p私人汽车出租服务优步为
例。人们用来赚钱的更大规模、更有利可图的交易的数字化和标记化技术有着巨大的潜力。
BANKEX的资产证明协议允许人们和组织履行重要且至关重要的需求——赚钱的需求。通过成为资
产社区的一部分，您可以选择赚钱，从而在您选择的领域实现盈利。
加密货币解决了一个全球化的数字化问题，即可转让价值储存的人类需要，并允许人们赚取和使用
加密安全的资金来交换商品和服务。加密货币大大简化了为大量人口进行交易的过程，故全球交易数字化
的趋势将会一直增加。
下个步骤是将资产证明协议的开放源码智能资产为基础的智能交易绑定的现金流标记化技术。您可
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未来。

4. 发起人，产品所有者，和供应商
4.1资产证明协议方案
在前几节中，我们审查了银行作为服务的产品模型和智能资产标记化技术的概念。这两者都是很大
努力的结果，所以您可能想知道BANKEX是如何将它们在其协议中结合起来的。
资产证明协议是为通常参与金融交易的多方互动提供的技术，但最重要的是，协议的系统形成方为
在下列的三个角色：
- 发起人；
- 供应商；
- 产品所有者。
让我们用以下协议的原理来审查他们：

Asset
Client asset
End client
Demand originator/servicer
Originator
BANKEX
Product owner (solution provider)
Asset tokenizator
Smart asset escrow
Independent audit & escrow
Exchange
SPV bonds
Token
Security
Public exchange
Coin
Crypto exchange public
Token
Crypto exchange private
Capital
Fiat capital
Crypto-Fiat derivatives
Crypto capital
Supplier

资产
客户资产
终端客户
需求发起人/服务方
发起人
BANKEX
产品所有人（方案供应商）
资产标记人
智能资产托管
独立审计&托管
交换
安全协议验证工具债券
代币
安全
公共交易
钱币
公开加密交易
代币
私下加密交易
资本
许可资本
加密许可衍生物
加密资本
供应商

4.2发起人
方案的左侧是资产。发起人是被标记化资产的所有者。BANKEX协议允许发起人担任不同角色。例
如，在方案中，发起人被标记为最终客户。
如前所述，发起人是标记化资产的所有者。但尽管发起人作为标记化资产的所有者，他也可作为其
他发起人产品的店面（标记化技术类型——智能资产类型）。这是在审查BaaS模型时讨论的内容。
通常，金融资产的发起者是银行，现在，它甚至也可以是互联网平台（生态系统）、电子商务、金
融科技平台、证券交易所、经纪商或保险公司。意思是这就是最终客户面对的公司/客户所有者。几乎任何
人每天都能看到这一点，最简单的例子就是IT公司或电子商务为他们的客户提供越来越多的新服务，包括
金融服务。他们就发起人。
还可以假定，在没有产品店面参与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将最终客户的资产进行标记化。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基于区块链系统中的数据处理方法定义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发起人。
发起人代理——作为最终客户店面的组织（如银行），是客户数据的所有者或寻找希望进行货币化
的客户。
发起人最终客户——希望在BANKEX系统中创建智能资产的最终客户，由资产作为其支撑。

Originator
Originator end client (customer, fund, portfolio)
Originator agent (bank, ecom, fintech,
IT-ecosystem, etc.)
Smart asset type (choose product, tokenization
type)

发起人
发起人终端客户（客户、基金、投资组合）
发起人代理（银行、ecom、金融科技、IT生态
系统等）
智能资产类型（选择产品、标记类型）

这里有几个重要注意事项。
这两种角色可由同一个组织同时担任。例如，对所拥有资产进行标记化的银行。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也可省略发起者代理的角色，例如，一个最终客户拥有大型资产，他们可以自
己进行标记化。为此，发起人最终客户资产需要充足的资本化。
对于小最终客户，要创建流动智能资产，通过发起人代理是唯一可能的方法。由于我们会将请求合
并为投资组合的形式讨论该情况，很可能进行证券化，故待进一步讨论。
显然，标记化技术并未威胁到发起者代理，比如作为店面所有者的银行或最终客户，却给他们带来
机会，让他们在合并客户请求（也类似于证券化）时为他们的最终客户提供新的服务和好处。
因此，协议中的发起人具备下列特点：
- 角色：智能资产的创建人；
- 职能：为标记化技术、启动智能资产创建提供资产。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小型企业（SME）/ /发起者最终客户/ /来到银行/ /发起人代理/ /希望获得
小企业贷款/ /产品（智能资产类型）/ /。银行一种产品：小型企业贷款//产品示例1//，并接受企业请求。
接着，银行对该企业进行评分程序，决定是否发放贷款，但评分结果表明根据银行规定//产品实例1//不能
发放贷款。银行自动检查其他可用的产品实例，并找到适合请求的另一种选择，例如小企业众筹/ /产品实
例2//，其要求非常适合//发起人最终客户///。然后就可以达成交易了。
因此，银行向客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同时也留住客户并满足他们，而不是拒绝他们，强迫他
们去寻找另一家银行，这可能会导致银行不可挽回地损失一个客户。

4.3产品所有者：愿景
产品所有者——创建出多种金融科技产品的公司。未来它将成变得更为重要——成为共同创建产
品技术的公司和社区。
它是一个解决方案提供商，产品提供商，最后是技术提供商。主要是一家拥有以区块链服务架构
为基础的智能资产创建技术的公司，为发起人创建新的智能资产类型。

截至2017年夏季，BANKEX的资产证明协议生态系统有两个正在运营的产品所有者——子公司
Findelivery14
显然，开发和创建出世界所需的所有类型的智能资产的任务既不可能也不应仅仅由BANKEX实验
室的金融科技团队承担。这就是为何我们看重让越来越多的来自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的智能合约开发者
以及区块链社区专家加入了资产证明协议的生态系统中来。
BANKEX正在创建协议架构，目标是创建各种类型的智能资产，在我们理想的未来愿景中，每一
种类型资产都具备一个为其开发、支持和审计而形成资产社区。
我们必须指出，对于不同的地点和辖区，同样的智能资产（产品）会存在不同的产品实例，这是
因为目前不同的国家对交易处理的法律和法定条件不同。这对于开发者、程序员而言意味着大量的任务
，他们将致力于智能资产代码，它改变整个世界的交易方式。
这项任务的实现由在BANKEX基金会支持。每一位产品所有者都可以成为BANKEX基金会的一部
分，并为全球范围内的交易的标记化技术作出自己的贡献。在BANKEX基金会中，资产社区的一个重要
功能是为产品所有者提供支持，该支持是通过提供书面智能合约代码的产品知识和安全审计体现的。
BANKEX基金的执行总裁Petr Korolev15
重要的是要记住产品所有者，就像单独的产品实例一样，是一种业务。产品所有者可发行智能资
产代币，然后提供产品专门知识，为其智能资产类型和BANKEX基金会提供审计服务或技术支持。

4.4产品所有者：认证
显然，产品所有者根据资产证明协议创建的产品和产品实例须经过认证。这点对金融智能资产尤
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生态系统包括智能资产认证中心（SACC）。
认证中心的使命是确保所创建智能资产的安全性。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行业悖论，即区块链
作为一种技术解决方案，首要的是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却经常受到攻击，而这样的攻击有时能成功。我
们知道，这是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的问题，新的解决方案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为解决这个问题，BANKEX利用了智能资产认证中心的概念。它的主要任务是在传统金融机构和
新的分散社区之间进行协同。
这个概念如今已经发挥作用了。尽管这是一种创新的方法，但现实中我们已多次求助于它。这里
描述了它的工作原理。一方面，BANKEX是一家传统的金融科技公司，在许多经典银行和金融机构中颇
有名气和价值。另一方面，BANKEX创始人都是区块链社区的有经验的成员。
这使得在评估新智能资产的开源代码的可靠性时可以产生协同效应。以下是目前的做法：
- 首先，产品所有者创建智能资产代码，代码进入BANKEX实验室；
- BANKEX实验室令内部程序员进行代码分析；
- 在BANKEX实验室的内部团队出色的技术专业知识处理后，该程序代码发送至我们与具有
老牌全球技术咨询公司的合作伙伴，由顶级IT专家与世界领先的技术品牌合作给出代码质
量的反馈；
- 之后，更新的代码送至几个区块链社区的程序员进行检查。他们的经验是无价的。他们几
乎所有人都有机会了解自己的钱包的智能合约漏洞的价格；
- 作为代码审核的最后一步，该代码与BANKEX基金会成员以及资产社区和其他友好的区块
链基金会的所有来源的所有建议修复一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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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乍看上之下似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验证智能资产代码的质量，但当您沉浸于区块链研
发的氛围中时，您会意识到在未开发领域具有各种背景的智能产品开发经验能在最快时间内取得重大成
果和最佳代码质量。
通过智能资产认证中心的工作，您可收到Bankex的智能资产代码的安全保证，Bankex是一家获
得全球金融界认可的知名公司，为全球金融科技公司50强16

BANKEX
Top 50 Financial IT 2016/2017
Pathfinder banking
Industry award: finalist of Barclays Tech Stars Tel
Aviv
Website: www.bankex.co

BANKEX
50强金融信息科技企业2016/2017
银行业务探索者
行业奖项：巴克莱科技明星特拉维夫入围奖
网站：www.bankex.co
BankEx从事银行资产和债务的标记，通过增加基于人工智
能的分析来改善其质量，将其视为大型资产负债表进行处
理。它能够提高银行的资产利用率，为非流动金融产品提
供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

最为对智能资产合法有效审计市场中的先驱，BANKEX团队了解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的审计是
一个全新的、庞大的行业，它将增加并可能取代现有的商业咨询订单。我们准备在这个方向上与对智能
合约安全感兴趣的所有参与者合作，这些参与者包括从社区团队到咨询领导者的各种类型。我们没有正
式适当的协议，但我们与几乎所有全球领导者协商咨询和审计方面的这些问题，他们中包括微软、安
永、普华永道、德勤等。

4.5产品所有者：基本信息
最后几段中我们已确定产品所有者的任务——它是创建各种产品的公司，意味着基于资产证明协
议的智能资产类型。
产品所有者在协议中具备下列特点：
——角色：技术所有者；
——职能：为发起人提供技术以便将资产标记化。为BANKEX生态系统的成员在BANKEX上创建
各种产品和产品实例。每位产品所有者均为BANKEX基金会的成员。来自产品所有者的产品和产品实例
须经过智能资产认证中心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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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使用下面的示意图来从初始数据的角度来审查产品所有者。

Product owner (bank, fintech)
Product
Product registration data
Product audit by BankEx foundation and other
escrow
Setup originator product data
Setup supplier product data
Product
Smart asset tokenization and other magic

产品所有人（银行、金融科技公司）
产品
产品注册数据
BankEx基金及其他第三方托管对产品的审核
设置发起人产品数据
设置供应商产品数据
产品
智能资产标记和其他技术

一位新的产品拥有者加入智能资产生态系统必须提供基本的注册信息。要成为BANKEX基金会的
成员，公司必须是一家经注册的法律实体和具备银行账户的公司。
产品所有人创建的产品代码需通过BANKEX审计，但也需要通过通过智能资产认证中心其他独立
组织和社区团队的审计。
作为智能资产代币的产品由一系列智能合约构成，其基于区块链服务架构方法和BANKEX资产证
明协议的规则。该方法提供了在任何区块链上创建智能资产的选项，但目前所有的智能资产都是由位于
以太坊区块链的BANKEX团队创建的。
写入产品的公式为产品信息制定规则，该规则应由发起人和供应商在标记化技术过程中进行数字
化，确定协议主要实体中三个实体的相互连接。
我们称之为“智能资产初始化数据”。

4.6产品所有者：智能资产目录
在检查产品所有者实体后，我们现在了解资产证明协议能够根据应用、位置和法定条件实现大量产品解决方
案和产品实例。产品实例的数量不受限制，故要将产品引入新的国家和解释当前法定条件的变化，产品所有者仅需
更新智能资产公式和发布新产品实例即可。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种智能资产类型都将形成大量的产品实例，这个数量将构成产品目录并与协
议生态系统相互作用。BANKEX团队称之为“智能资产目录”。
让我们审查BANKEX生态系统的成员如何利用原理图与智能资产目录相互作用。
如您所见，我们有BANKEX实验室//产品所有者1//，例如，其已创建智能资产——区块链KYC//产
品//。该技术将列入智能资产目录，资产证明协议目录的//产品目录//。这与传统银行业发展中利用的产品
容器极为类似。
假设下面有两家公司来到了生态系统：A公司来自日本，B公司来自美国，打算在他们的国家出售
区块链KYC技术/ /产品/ /。对于这些公司，更重要的是能与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更了解他们的国家商业
特点，BANKEX实验室//产品所有者1//为日本市场开发了区块链KYC//产品//解决方案//产品实例1//，也为
美国市场开发了解决方案//产品实例2//。
接着让我们想象上述例子之后，一个叫做另一实验室的金融科技实验室//产品所有者2//为区域链技
术//产品//开发了一种智能资产，赋予该技术新的消费者特征，优于或劣于前者。为了将这一技术引入资产
证明协议生态系统，另一实验室//产品所有者2//选择希望应用其解决方案的国家和辖区，他们找到整合者
公司D。
例如，D公司是新加坡市场的一家公司，在新加坡市场实现了它的解决方案/ /产品实例3//，其为具
有新实例的区块链KYC技术/ /产品//更新产品目录。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担任技术的产品持有者角色的智能资产先驱可为第一解决方案独立实现产品实例
，无需涉及第三方整合者。分散产品技术使得以最有效的整合成为可能，跳过不适用特殊情况的步骤。

Product owner 1
BankEx Lab
Bank Owner 2
Another Lab
Product instances
Company
Instance switcher
Concurrent instance selection
RTB auction-like selection logic
Instance trigger
Product catalog
Product: KYC
Product: SME Crowd-lending
Product: Non-performing loans
Product containers
Bank inventory
BankEx tokenizer
BankEx SmartContract Escrow
BankEx BID or ASK tokens
Exchange module order book
BankEx offChain Settlement Control

产品所有人1
BankEx实验室
产品所有人2
另外实验室
产品案例
公司
案例切换器
并发案例选择
RTB类拍卖选择逻辑
案例触发器
产品目录
产品：KYC
产品：SME众筹
产品：不良贷款
产品容器
银行目录
BankEx标记人
BankEx智能合约审核
BankEx BID或ASK代币
交换模块订购手册
BankEx链外结算控制

让我们从竞争的角度审查智能资产目录。显然，不同国家市场上的实例对彼此之间很少有甚至没有
竞争。它们处于不同国家的市场，而这些市场目前彼此独立发展。但同样显然的是，利用构建智能资产技

术的产品所有者将开始利用新的整合合作伙伴，向越来越新的市场扩张。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同一
国家和同一法定领域，将会有好几种产品实例。这会推动智能资产之间的技术竞争。
这将出现相同智能资产类型专用智能资产代币之间的竞争的未来阶段。在这全数字化和标记化资产
的竞争中，主要竞争优势将会是资产的实际绩效，以及智能资产和后续智能交易的出色的算法和价值计算
公式。通过不同利益实现的旧世界的竞争优势将成为过去。这对全世界的人来说可谓大幅质量提升，因为
他们能使用以绩效区分的资产。
在BANKEX资产证明协议生态系统方面，实例切换器区块开始发挥作用，负责在单个产品容器内切
换产品实例。在实例切换器中，处理和安排产品实例，根据各种参数进行过滤，为买方请求相互竞争。在
实例切换器内，每个产品容器都有它自己的实例触发器，它根据客户机所设置的标准，从这些可用的产品
中选择最优的产品实例。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从上到下观察智能资产目录，从产品所有者到产品目录，但随着竞争产品实例
的出现，分析的逻辑也发生的变化，我们自下而上从整体上看产品选择的图片。随着竞争的出现，产品实
例的决定权交到了消费者手上，单一类型智能资产的竞标过程就是这样开始的。因而，实例切换器可视为
类似于传统订货簿。在客户的产品选择之后，买方的请求就纳入到这个订单簿。
分散产品交换就是这样开始的——智能资产交换。

4.7供应商
白皮书中第4.1节原理图的右侧我们看到供应商。

该供应商是标记化产品的所有者。
BANKEX工程师进行当前在各种金融和互联网生态系统中使用的资源的实体和特点进行研究，发现
了不可思议的结果。我们发现最初认为交易所需资源主要为金融方面的看法太过局限了。
有关方面研究和开发表面在协议的生态系统中，在创建各种类型智能资产时会出现需要各种非货币
资源的智能交易。
这就是我们给出供应商最终客户定义的原因——掌握金融或其他资源的最终客户希望使用选定智能
资产中的资源创建具备标记化现金流或其他商品的智能交易。
BANKEX协议解释了供应商可也选择具备各种角色的可能性，如下面原理图所述：

Supplier
BankEx
KYC & Support
Supplier end client
(investor, people, infrastructure element)
Supplier agent
(bank, fund, investor, infrastructure owner)
Smart asset type
(choose product, KYC accreditation token)

供应商
BankEx
KYC & 支持
供应商终端客户
（投资人、人、基础设施元素）
供应商代理
（银行、基金、基础设施所有人）
智能资产类型
（选择产品、KYC认证代币）

供应商代理——一种组织（例如，银行），其代表希望利用其资源参与到智能资产中的最终客户的
投资组合。

这与发起者的类似结果有一个显著差异，因为在无供应商代理的情况下供应商最终客户进入生态系
统，其无法直接进入智能资产交易，在这种情况下由BANKEX担任供应商代理的角色。通常供应商由智能
资源所代表，为使其进入智能资产交换，他们会至少要求供应商最终客户的KYC程序，该程序基于该特定
产品实例所在国家的要求。
对于一些智能资产，BANKEX团队开发出供应商鉴定的特殊程序。这与资源不同的可接受风险级别
的复杂问题有关，而不是所有的最终客户都能够据此对其进行评估。我们的一位顾问认为，供应商鉴定程
序的开发是技术潜力的潜在限制。我们知道为创建全球技术，上述技术的参与者必须不受限制，故供应商
鉴定程序也不是一种限制。它只是供应商标记化技术链中的一个智能合约，若某种资源无法通过供应商鉴
定，也仅仅意味着该特定智能资产的产品所有者需要确定该资源用新接收的参数标记化后的路径。这包括
在必要的情况下确定其特殊法定条件，如果该特定智能资产的产品实例运营所在国家有要求。这样便可绕
过因地方立法的技术层面细节而产生的资产证明协议使用限制——它们将包含在相应产品实例的标记化技
术公式中。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与发起者一样，通过供应商代理工作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即将其资源投
资到以前难以接触的类型的资产中，供较小的最终客户使用。在标记化技术过程期间，最终客户端资源很
容易被合并到投资组合中，使得他们获得有利的和安全的资产类型。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有适度资源的单纯
的终端客户获得这类资产。基于区块链的标记化技术为几乎任何人提供了这些机会，不考虑其积累的财富
或社会地位。这是真实的资产流动性和可及性演变。
因此，协议中的供应商特点如下：
-角色：智能资产消费者；
-功能：参与智能资产并利用其资源参与创造智能交易。

5 首次智能资产发行（ISAO）
5.1 BANKEX基金会
BANKEX基金会是一个非商业自律社区组织，其成员从事新智能资产和该智能资产参与创建的产品
实例的智能合约工作和发展。这包括区块链技术专家，程序员和产品供应商和产品专家。
BANKEX基金会是BANKEX协议生态系统的一项重要元素，它允许系统的各种其他元素的协调行
动。
我们必须注意这里智能白皮书和BANKEX的其他部分描述的存在于现实世界各种准备状态下的过程
和技术，此部分将呈现还未存在于世界上的模型概念，但目的在于主动解决预期的问题。
当在BANKEX实验室创建各种智能资产原型时，我们遇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众多企业主，他们找到
我们，希望通过ICO程序标记化他们的资产。我们的标记化技术的设想在白皮书中已经有所讨论，结论为
发行你自己的硬币对于属于经济实体部门的资产来说是糟糕的解决方案。尽管如此，对他们资产的标记化
技术在将来的必要性甚至是必然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建议向这些客户的智能资产发行程序，一些产生的
发起人被BANKEX实验室作为试点项目接受；但我们拒绝了大多数请求。这些资产将为资产证明协议生态
系统中的首次智能资产发行（ISAO）所准备。
我们怎样看到给这些商业提供具有标记化选择的可能性，而不考虑智能资产的集中发起人公司？
BANKEX团队假设随着时间的流逝市场将产生越来越多此类要求。这些要求将来自于业务或资产所
有者，意味着发起人没有标记资产。BANKEX实验室目前正在接受此类要求，但随后它们将被寄往生态系

统中的多种产品所有者。他们将处理产品所有者可标记化的那些请求，创建产品实例。当然，他们也将拒
绝许多刚收到的请求。理由在这一点上不是如此重要。
这类标记化技术新类型资产的请求由代理产品所有者向BANKEX基金会提出。

Originator with “no token asset”
Product owner X
Yes, I can do new Smart Asset Type
Smart asset
Product instance X
Market
Asset community (for example car sharing
community)
Product experience & empathy
No, I can’t
Request for a new type of Smart Asset
BANKEX Foundation
Foundation community: can code new Smart
Asset
BANKEX Lab: can audit new Smart Asset
Smart Asset Certification Center
External global technology consultancy
New Smart Asset Type
ISAO (Initial Smart Asset Offering)
ISAO request
Smart capital
Fiat money
BANKEX Co-investment Fund “Co-Fund”
BANKEX Crypto-Fiat Custodian
Banks, Classic Funds

“无代币资产”的发起人
产品所有人X
是的，我可以处理新智能资产类型
智能资产
产品案例X
市场
资产社区（如车辆共享社区）
产品体验&移情
不，我没法做到
需要新型的智能资产
BANKEX基金
基金社区：可以编码新的智能资产
BANKEX实验室：可以审核新的智能资产
智能资产认证中心
外部全球技术咨询
新型智能资产
ISAO（初始智能资产提供）
ISAO要求
智能资产
许可钱币
BANKEX共同投资基金“共同基金”
BANKEX加密许可监管人
银行、经典基金

Originator: production enterprises and
business

发起人：生产企业与业务

现在让我们仔细检查原理图，看看BANKEX基金会怎样协调行动：
- 资产社区 - 因为创建智能资产的请求来自于市场，很明显有一个或一批个体是该产品的先
锋及狂热者。这些是BANKEX基金会组成的产品社区围绕的人群，及新类型的智能资产的创建。然
后此产品社区接管前述智能资产的业务拓展。提出此类智能资产类别请求的发起人可能成为该资产
社区的创办人。生态系统也需要这些社区的两个重要功能 - 产品专业知识以及如果有智能交易纠纷
提供资产证明协议证明。我们不要求识别资产社区中的所有成员，这是极为重要的 - 他们仅以他们
的知识和经验参与到生态系统中。
- 基金会社区 - 这是一个程序员及业务开发人员的社区，他们是分散式区块链业务构架狂热
者。他们是负责创建各种非标记化资产智能合约链的人，这些合约链能带来世界性的改变。
- 新智能资产类型是一种完全为创始准备的程序代码。正如我们在原理图上所看到的，资产
社区，基金会社区和BANKEX实验室，连同第三方专家，参与了该代码创建。该代码的质量由
BANKEX智能资产认证中心保证。
因此，协议中的 BANKEX基金会有以下特征：
-角色：围绕协议创办的社区；
- 功能：社区非常需要的新智能资产类型的创建和协议的开发以及将要运用协议的社区的增
加。

5.2 BANKEX 加密货币监管

资产标记化技术中一个已存在并且仍未解决的问题是，法律上重要组织不可能购买代币。有一长串
与不同的地点相关的详细信息。
让我们仔细地考虑最重要的点并明确它们的共同特点。
首先，银行和组织可以用股票和股权投资公司。银行，经典基金组织和大型金融集团里有在证券交
易所投资公司证券和其他金融工具的专门部门。这些部门能够投资证券，但缺少投资加密货币和代币的能
力，因为他们没有用于这一目的的普通工具；并且经常受到内部和监管风险要求的限制。
其次，银行和组织必须在投资后立即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呈现购置的资产，因此他们要求确认资
产购置的相关法律文件。代币购置不提供此类文件。
第三，银行和组织在保管加密资产时缺乏遵循现有安全监管的技术。正如我们所知，如果私人密匙
被盗用，将无法访问加密钱包，如果具有恶意企图的一方获得了该私人密匙，钱包中储存了多少金额是无
关紧要的，它可以瞬间消失。银行不能，更确切地说他们不允许资产用此类安全参数储存。
在BANKEX生态系统中，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由BANKEX加密货币保管机构处理。这是一个加密资
产保管的合法机构和技术。加密货币保管机构如同所有传统保管公司一样运作，唯一的差异是它授予传统
客户存储加密资产的能力。
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保管机构与银行或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法定协议，允许保管机构存储客户
的加密资产。此后，客户在保管机构注册用于其要求的加密资产保管的钱包。如果是ERC-20代币，则注

册一个以太坊钱包。在那之后，客户没有收到该钱包的私人密匙-相反该密匙在客户关闭账户之前立即存
入了保管公司的储存库。客户将收到其加密资产的正规保管回执。
在加密货币保管机构保存货币和代币的技术使客户可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以加密资产的形式执行操
作。更重要的是，允许客户以他习惯的方式操作。他以与看待传统资产相同的方式看待这些加密货币。

5.3 BANKEX联合投资基金“加密基金”
本章节标题中的“投资”一词并不隐含BANKEX计划在其业务中投资。BANKEX联合投资基金“加密
基金”为BANKEX基金会和资产社区在创建新型智能资产时提供支持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工具。
为了理解BANKEX生态系统中“加密基金”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再一次讨论投资市场的当前现实。新
智能资产代币的初始化是基于加密算法和智能合约公式，加密算法不能包括法定货币。这个问题的解决方
案在先前的章节中有详细说明。
“加密基金”是下个问题，即创建桥梁的解决方案，桥梁是银行、传统基金和初始代币发行任务,首次
智能资产发行（ISAO）程序之间的一种工具。
这种新智能资产资金计划，或换言之，新金融科技产品资金计划是BANKEX在金融科技领域花费将
近两年旅程的结果。BANKEX是一个独立的金融科技实验室，不参与任何大型银行或基金资金，这是值得
重复的。因此我们非常清楚银行投资新金融科技产品有多艰难，新金融科技公司要从银行收到融资更加艰
难。
以上计划通过银行利用法律认可的保管公司，投资其包含的资金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新公司通
过BANKEX基金交互创建智能资产，与银行官僚系统没有直接接触。

5.4 首次智能资产发行（ISAO）
首次智能资产发行（ISAO）是以具有代币化金融资产或实体经济部门资产为目标，以向买方发行
并出售智能资产代币形式的首次智能资产发行。
首次智能资产发行只能以当前资产来实施开展，也就是以运作或计划现金流来执行。一个技术启动
或研发不能通过首次智能资产发行程序实现代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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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Asset Certification Center
External global technology consultancy
New Smart Asset Type
ISAO (Initial Smart Asset Offering)
ISAO request
Smart capital
Fiat money
BANKEX Co-investment Fund “Co-Fund”
BANKEX Crypto-Fiat Custodian
Banks, Classic Funds
Originator: production enterprises and
business

“无代币资产”的发起人
产品所有人X
是的，我可以处理新智能资产类型
智能资产
产品案例X
市场
资产社区（如车辆共享社区）
产品体验&移情
不，我没法做到
需要新型的智能资产
BANKEX基金
基金社区：可以编码新的智能资产
BANKEX实验室：可以审核新的智能资产
智能资产认证中心
外部全球技术咨询
新型智能资产
ISAO（初始智能资产提供）
ISAO要求
智能资产
许可钱币
BANKEX共同投资基金“共同基金”
BANKEX加密许可监管人
银行、经典基金
发起人：生产企业与业务

图表上，我们能看到来自发起人的要求，即金融或制造业资产所有者的首次智能资产发行。这个发
起人不需要创建标记化技术 - 相反，标记化技术由BANKEX基金会协调的来自不同团队的最佳程序员竞争
创建。

公平的说，希望创建新型智能资产的首次发起人和创始首次智能资产发行的发起人可以是同一人，
这也是我们正在争取的。但同时这个图表不允许编程解决方案集中化，
因为发起人既不影响智能资产代码的实际书写，也不控制程序员，创始人只能利用资产社区机制通过产品
专业知识参与开发。
在BANKEX资产证明协议生态系统中，以下各方能在技术水平上参与智能资产代币初次购买：
-来自市场的购买者；
- 通过BANKEX 加密货币保管机构和“加密基金”系统的银行和传统基金；
- 对这种特殊类型的资产开发感兴趣的产品社区的成员。
如果购买者来自于市场或资产社区，那么他需要用法定货币购买，他有能力通过BANKEX加密货币
保管机构购买。如果购买者想用以太坊购买 - 他可以直接这样做。
我们还支持在加密货币保管机构中发行的代币同时注册首次智能资产发行（ISAO）选项，这种情
况下从技术角度来看，发行了加密代币，但从法律角度来看，这将有保管公司传统销售收据的形式。在全
球经济标记化技术实现之前，这可能是一种备受追捧的-售后服务。
智能资产代币购买者 - 在资产证明协议中存在的股权方面，正如先前章节中概述的 - 扮演供应商的

角色。

5.5 公开源代码：智能资产核心
BANKEX基金会提供具有公开源代码的协同工作平台，该平台在银行业和金融部门创建以提升技
术。
一种基于软件协作性使用的公开源代码开发方法可以确保需要执行区块链技术的透明度、稳定性和
支持。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金融、银行业、物联网和分散技术领域的领导和创业者的全球合作和支持发展。
我们欢迎参与智能资产协议开发者社区的所有人，不考虑其成员资格状态。技术细节和协同方法的
其他信息可在页面https://github.com/BANKEX上找到。
公开源代码协议 - 智能资产核心（https://github.com/bankex/smart-asset-core）是标记化和证券化
资产的基本结构。它包含第三方信息提供者整合和用于书写专门的智能合约的工具的所有必要的模块。
公开源代码提案：
- 开发区块链社区以支持资产证明协议；
- 确立合作伙伴联系以及他们后续的技术支持；
- 构想技术开发方向并建立与产品提供商之间的交互关系；
- 通过后续功能增加，由来自开放源码社区的专家创建协议核心架构；
- 确保协议安全性，包括借助于第三方白帽黑客和开发人员；
- 具有其他公开源代码社区解决方案的紧密合作组织，例如共识基金会、以太坊基金会、
Symphony基金会、超级账本
公开源代码金融部分：
 -对合伙人的技术支持；
 - 对开发人员的赏金计划（费用）- 确保安全；

- 其他非营利技工。

6 BANKEX资产证明协议
6.1 注册资料及产品数据
研究流动性协议的第一步是获得并处理资料。作为一家传统金融科技公司，BANKEX清楚地意识
到有多少不同的现有银行体系，许多体系有数十年前建立的架构。
为了建设协议技术，我们开始从头研究，而不是淘汰任何特定银行的任何现有IT基础设施。这对
于来自银行部门的IT专家来说可能是意外的决定，但我们已经决定了将我们在智能资产初始化期间涉及
的所有信息分为两部分：注册资料及产品数据。
注册资料 - 可识别客户的资料。现代的注册资料包含一种内在的根本争议。一方面，互联网平台
已经演变发展为简单化这种数据的最高等级，初始注册后，大部分只不过要求客户的电子邮件而已。另
一方面，为了在全球经济中与金融信息打交道，有必要从客户处接收最为广泛的注册资料-这是公共安全
问题。

Data input interface
Chat bot
Originator window
Website interface
White label

数据输入界面
聊天机器人
发起人窗口
网站界面
白色标签

Bank API
PCI-DSS server
Microsoft Azure Bank API
Etc.
Originator
Entering Originator registration data
Originator agent
Originator end client
Entering Originator product data
Supplier
Entering Supplier registration data
Supplier agent
Supplier end client
Entering Supplier product data
Product Owner
Product
Product registration data
Product audit by BankEx Foundation
Setup originator product data
Setup Supplier product data

银行应用编程接口
支付卡产业之资料安全标准服务器
微软云银行应用编程接口
等
发起人
输入发起人注册信息
发起人代理
发起人终端客户
输入发起人产品数据
供应商
输入供应商注册信息
供应商代理
供应商终端客户
输入供应商产品信息
产品所有人
产品
产品注册信息
BankEx基金对产品的审核
设置发起人产品信息
设置供应商产品信息

在区块链网络技术中，实质上只有一种至关重要的识别形式，即一个人的电子钱包地址。随着我们
建立金融资产标记化技术协议，我们发现信息是不充分的。
这是我们的解决方案。可识别客户的注册资料可在标记化技术循环以外获得。当在以太坊区块链上
创建智能资产时，我们保有仅利用以太坊钱包地址执行表计划技术的技术能力，但同时我们还创建了标记
化技术中使用的以太坊钱包以及利用BANKEX KYC适配器的其他注册资料之间的连接。这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不同的银行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客户注册资料分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个人详细资料在许多国家都
受到保护。创建依赖个人资料的智能资产将是不明智的。
在技术层面上，资产证明协议使BANKEX
KYC适配器与国内运行的任何KYC供应商相结合。
BANKEX有一个具有此类工作产品的子公司。我们利用从客户资料接收的由可信任来源（监控摄像机、物
联网探测器、政府登记簿，或者甚至是独立资产用户的文字讯息）初步核实的区块链储存散列来支持识别
技术。
利用BANKEX KYC适配器在标记化技术循环以外获得注册资料的决定的最重要的后果是各个发起
人，包括银行，现在可以以最小的努力更全面地结合。发起人规定识别参数，资产证明协议调整以适应这
些参数，在客户资料和智能资产区块链钱包之间创建一个链接。
进入智能资产的数据怎么样？那是产品资料 - 标记化客户资产的必要资料准备，有产品所有者为每
种智能资产类型专门规定的参数、限制和内容。
在图表上你可以看见，连同你已经熟悉的协议标题，产品段，包括界定发起人和供应商产品资料的
数据块。
产品资料领域的数量和类型不受任何形式的限制 - 它完全取决于特定产品实例所必需的智能合约逻
辑。
作为一个简短的摘要，协议的生态系统通常顾及各种其他注册资料 - 处理这些资料的原则总是维持
不变的，并且技术上不可能存储于智能资产中。无论如何，在需要识别任何标题的情况下，识别过程本身
总是包括在智能资产中的智能合约的逻辑循环之外。协议仅与确认或待确认注册资料散列层面的此类资料
交互。

这个规则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当智能资产证明协议在微软云银行API服务器在银行安全网络内完全实
现的时候。

6.2 创建智能资产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的，区块链服务架构使在协议的基础上得以形成各种智能合约链。让我们检查一
下典型智能资产创建的顺序。
我们在资产证明协议中看到了可以将一个代币称之为智能资产的五个所需的逻辑步骤。这些步骤是
：
- 初始合约；
- 验证；
- 审核；
- 合法；
- 标书。

Proof-Of-Asset Protocol
Initial Contract
Fill general information
Manual entry info
Text
Other
External link
Azure integration
P2P network
Picture
Smart asset type
Physical goods
Digital (goods, information, data)
Financial instruments
Rights
Etc.
Validation
External Oracles

资产证明协议
初始合约
填写基本信息
手动输入信息
文本
其他
外部链接
云集成
P2P网络
图片
智能资产类型
物理产品
数字（产品、信息、数据）
金融工具
权利
等
验证
外部数据库

3rd party vendors
In-contract Validation
Checksums
Crawlers (automatic checks)
LoT Sensors
Audit
(Verifier) 3rd  party authority
BankEx
Bakanc3
Others
Legal
Jurisdiction (locale)
Domestic
International
Confirmation
Automatically
Authority services
Government
Proposal
Transfer rights
Price
Users price
Smart Asset Price calculation
Actions
Sharing (car sharing, AirBnB)
Buy/sell
Invest

第三方供应商
加入合约验证
校验和
网络爬虫（自动检查）
loT传感器
审核
（验证员）第三方权威
BankEx
Bakanc3
其他
法律
司法管辖（区域）
国内
国际
确认
自动
权威服务
政府
提议
转让权利
价格
用户价格
智能资产价格计算
行动
共享（车辆共享、AirBnB）
买/卖
投资

我们先初始化合约，选择一种类别的智能资产。智能资产类型决定了代币和处理资料的逻辑所需的
产品资料。
接下来，发起人填写基本资料，手动或自动完成均可。第三，银行和组织在保管加密资产时缺乏遵
循现有安全监管的技术。信息就在那儿，但其价值是未知的，因为填写格式没有作用，更重要的是没有有
效性 - 我们无任何方法可知信息是否为真实信息。
下一步是验证。在这一步执行智能合约，对客户利用可信来源输入的信息进行验证。这些可以包括
物联网感应器、外部数据库、网络爬虫和其他。合约的所有资料来自于独立于发起人的来源，这是至关重
要的，这可以精确评估提供的基本资料的真实性。
接下来是审核结果，往往由独立第三方完成。这是涉及第三方的标记化技术部分。首先，BANKEX
将当前智能资产代码的散列总和与来自于BANKEX基金会的认证数据相比较。只有经验证的中国系统架构
师大会代码可以获得BANKEX的验证标记。这些可以是记账服务或任何可以在智能资产逻辑基础上检查标
记化技术过程的其他服务。
在这一点上，如果智能资产的发行条件支持，传统的链下组织也可以介入，这也是极为重要的。
合法是每个产品实例为产品和产品所在国特定需要的设定的法律条件的步骤。也是在这一步，智能
资产目的在于为全球流动性建立政府和海关规章规范。区块链服务架构使任何现有法律条例被写入智能逻
辑。如果你的国家的政府要求你从市政厅接收有关你资产的正式文件，那么你只需要那样做。前往市政厅
，接收官方文件，进行扫描，亲自签字或由核证人签字，并添加到智能资产中。在政府对他们的算法执行
标记化技术后，你只用更改你的智能资产中包含的一个相应的智能合约。
提案 - 智能合约，该智能合约确定智能资产的基价，界定将在智能资产交易所用购买的资产执行的
操作类型。从证券交易所视角来看，这一步的结果是创建标书。从区块链视角来看，这是发行代币。

6.3 智能资产毛虫
BANKEX团队将此标记化技术原则命名为智能资产毛虫，尽管这不是我们的对于名字的第一个选
择。当我们意识到为了实现智能资产的真正价值时，这个名字被重新提起，这意味着证明了它由实际资产
担保，链中的智能合约必须以不间断的顺序从一个流向另一个。如果你把一条蚯蚓切成两半，它的各个部
分都将存活一段时间。但如果一个毛虫被切成两半，或者甚至失去其身体的任何部分 - 死亡了。这个原则
适用于智能资产中的智能合约链。如果你中断了链，或者任一一个链环失效，则智能资产公式将导致资产
值为零。智能资产毛虫的任何链环不够有效，这将对整个智能资产的结果值产生有害作用。
智能资产毛虫标记化技术原则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在链上的每一个影响智能资产的价值的重要步
骤都被记录在区块链上。第一步时，输入基本资料然后按下一步 - 区块链服务架构询问你是否希望在区块
链上记录你的承诺：

Confirm transaction
Ropsten test net
Account 1
Amount
Cas limit
Gas price
Max transaction fee
Max total
Data included: 100 bytes
Reset
Submit
Reject
Please wait while data is loading from blockchain

在此之后，你将收到区块链上交易的详细信息：

确认交易
Ropsten测试网络
账号1
金额
燃气上限
燃气价格
最高交易费用
最高总计费用
数据包括：100字节
重置
提交
放弃
在从区块链上下载数据的时候，请耐心等候

Smart Asset Details
Data is provided by BankEx Certified smart
contract.
Your Ethereum wallet
Escrow Certified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wner
This asset has been saved to Blockchain
See this transaction on EtherScan

智能资产详细信息
数据由BankEx认证智能合约提供。
您的以太坊钱包
第三方托管认证
基本特征
所有人
该资产已经存到区块链中。
可在EtherScan上查询该交易

这不仅仅是数字化 - 它是标记化技术，是你承诺的指示，你越进一步深入智能资产毛虫，你对生态系
统的其他成员的承诺越有效。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BANKEX资产证明协议技术支持在区块链上记录前述影响，包括特定行业的技
术诀窍。

6.4 初始合约
产品所有者在计划产品实例时规定了每个合约初始化的精确方式。让我们注意几个重要的步骤，这
些是大多数智能资产所需要的。

Initial Contract
Fill general information
Manual entry info
Text
Other
External link
Azure integration
P2P network
Picture
Smart asset type
Physical goods
Digital (goods, information, data)
Financial instruments
Rights
Etc.

初始合约
填写基本信息
手动输入信息
文本
其他
外部链接
云集成
P2P网络
图片
智能资产类型
物理产品
数字（产品、信息、数据）
金融工具
权利
等

首先，初始化需要发起人终端客户的注册资料，当我们在区块链网络的技术堆栈中操作时，我们已
经同意了不保存注册资料 - 我们必须收到一个钱包地址。对于我们产品的演示版，我们使用带MetaMask
以太坊钱包插件的网页界面：

Originator Client KYC
Please type your Ethereum address. Then type the
same address into MetaMask. If it is not installed
yet please do it first: Install MetaMask
Your Ethereum address
Please enter your email address
KYC (Know Your Client verification) provider
Any KYC provider

发起人客户KYC
请输入您的以太坊地址。然后将该地址再输入
MetaMask。如果还未安装MetaMask，请首先
执行以下步骤：安装 MetaMask
您的以太坊地址
请输入您的邮箱地址
KYC（客户识别验证）提供者
任何KYC提供者

凭借此迭代，自动从插件获得以太坊钱包地址。在其他迭代或另一个区块链上，这可能以不同的方
式工作。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钱包地址？通过使用钱包地址，我们通过BANKEX KYC适配器或任何其他
HYC提供商来获得执行客户身份识别的能力。此外，演示版表明可以要求一个可选字段，例如电子邮件。
第二，初始化合约时，数据被输入基本资料领域。基本资料由客户手动输入或自动输入，但其准确
度只能由输入的人员决定。说标记化技术不依赖输入的基本信息的准确度，这是公平的。我们接受它的原
样，而智能资产所需的真实性将由链中的后续合约的逻辑决定。有趣的是，智能资产并非需要所有真实信
息，发起人终端客户不知道如何确定代码的质量17
第三，在演示版的基本资料块，我们显示，信息领域可能是任何类型，这取决于程序员的习惯。一
个打字杆，一个文件，一个目录， 数字 - 任何领域。
第四，与仅仅基于UI相反的是，基本资料块的部分功能可在区块链逻辑的外面和外面数据库逻辑的
外面实施。我们的研发发现，逻辑的最简单但有时候却必要的功能，例如核查特定领域的散列总和可以极
为容易地转移至特定产品实例中采用的基于网页的或任何其他程序的逻辑。
初始合约步骤的结果是：
- 创建智能资产实体；
- 给智能资产分配一个独立无二的标识用于物联网和Oracle数据库的后续联系；
- 可能涉及创建合法软承诺；
- 在区块链上的数据记录。

17

6.5 有效性
智能资产的有效步骤对于研发是最吸引人的，在这一步，可以建立对于基本资料有效性的各种方
法。

Validation
External Oracles
3rd party vendors
In-contract Validation
Checksums
Crawlers (automatic checks)
LoT Sensors

验证
外部数据库
第三方供应商
加入合约验证
校验和
网络爬虫（自动检查）
loT传感器

让我们定义以下术语。
物联网将是智能合约生效的主要条件，这将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快。很快我们的世界将充满大量用
于智能合约的各种传感器和传送器，正如我们的世界已经充满了智能手机和监控摄像机。
物联网传感器可以以任何数量的不同组合使用。BANKEX不是物联网公司，但是我们的实验室已经
有50多个不同的传感器用于不同的目的。在演示应用中，我们使用了其中的三个 - 一个加速计、一个定位
针和任何智能手机装配的照相机。让我们在此提醒你，手机已经作为支付工具使用。
今天的很多公司正尝试设计装有内部逻辑的智能传感器，但决定性的潜力很明显保留在物联网传感
器和智能资产逻辑组合中。
第二个要素是外部Oracle数据库，这对于今天数据有效性来说是个显而易见的选择，被全世界很多
公司使用。你可以利用一个人的护照或政府身份证审查他的个人信息，或利用注册编号向组织请求信息。
你可以以公共组织或机构开发的速率和常数请求信息。或者你可以简单从选定的网页执行信息收集。你的
产品实例所需要的一切。使用外部的Oracle数据库可以实现几乎任何你可能需要的逻辑，即使在今天的以
太坊块链接来说这也并不复杂。
利用数据库技术审查物联网传感器获取的图像或视频值得额外一提。很快你就不必支付汽车牌照识
别的费用。智能合约将能支付来自银行账户的罚款。
智能资产创建逻辑可能包括许多外部Oracle数据库，并且每种计算有其价格，但即使是今天，也有
技术解决方案使数据库在以太坊区块链上降价。假设在将来可能有更多此类有效技术方案，这是安全的。
内部审查是可能极大影响智能资产价格的最简单逻辑标记或散列总和，例如一个显示是否连同向微
软Azure云的请求一同上传证明文件的标记。

有效步骤的结果是：
- 输入智能资产实体的额外信息；
- 确定总结的有效性的重要性的公式；
- 区块链上记录的操作。

6.6 审计与合法
关于技术执行，与第三方审计组织、法律体系或政府的交互也致力于一个外部Oracle数据库。

Proof-Of-Asset Protocol
Audit
(Verifier) 3rd  party authority
BankEx
Bakanc3
Others
Legal
Jurisdiction (locale)
Domestic
International
Confirmation
Automatically
Authority services
Government

资产证明协议
审核
（验证员）第三方权威
BankEx
Bakanc3
其他
法律
司法管辖（区域）
国内
国际
确认
自动
权威服务
政府

我们最初将本节称为全球交货条件，因为为了使资产尽可能流动，必须实现全球流动手段。在数字
化商品领域与Amazon.com类似。各种资产的全球流动手段是我们的将来，最重要的任务是将智能资产生
态系统嵌入到现有国家立法和国家法规中去。
我们常常听说，因为给予智能资产法律意义是不可能的，所以智能资产的执行极其复杂。这是一个
复杂的任务，这是事实，但把链下法定条件写入智能资产合约链一点也不困难，即使智能合约之一要求采
取链下甚至是线下行动。需要做什么，然后用小记号标记吗？是的 - 我们将这个状况包括进智能资产功能
逻辑，并用小记号标记，然后智能资产生效，并因此获得价值。

显然，对于任何高效国家来说，执行智能合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任何大组织，包括国家的低效率的
量是极大的。这是有益并且明智的。一旦一个国家的工作条件被现代化，你只需要将你的合约链更新至最
新产品实例。事实上，如果你是创始人，你甚至不必那样做 - 这将由BANKEX基金会完成。
交货成本估算和基于来自位置传感器的数据导出的资产的自动海关税在此块期间也可能发生。我们
可能增加，开通国家之间与各种类型资产相关的现金流导出/导入方式。

6.7 提案
从逻辑上和技术上来说，这是智能资产毛虫最难实现的一步。
这也是许多重要步骤的必经之路：
- 为所选类型的智能资产设定交易规则；
- 计算资产的真实利率；
- 计算资产的基准价格；
- 规定资产的用途；
- 设置硬承诺参数；
- 根据智能交易定义现金流量分配。
其实，只要实施一个使用智能资产逻辑的算法，上述一切都能迎刃而解，我们在网络等流通世界中
所进行的复杂交易，也就变得更加容易了。你可以将感兴趣的任何交易分解成其基本元素，通过这一方法
来自行体会这项技术的便捷。现在，既可完成相同的事情，同时又能消除人为错误，而你将实现一个智能
交易。

Proposal
Transfer rights
Price
Users price
Smart Asset Price calculation
Actions

提议
转让权利
价格
用户价格
智能资产价格计算
行动

Sharing (car sharing, AirBnB)
Buy/sell
Invest

共享（车辆共享、AirBnB）
买/卖
投资

该步骤的结果是为智能资产交易发行代币并形成出价。

7 技术方案

7.1 IT架构计划

Agent-non-bank
Assets
Soft commitment
BankEx vault
BankEx Tokenizator
Hard commitment
BankEx SmartContract Escrow
BID or ASK
Closed orders
Settlement
Settlement directions
BankEx
BID or ASK Tokens
Exchange module
Order book
Token-bid-1
Token-ask-2

代理-非银行
资产
软承诺
BankEx数据库
BankEx标记人
硬承诺
BankEx智能合约审核
出价或询问
订购关闭
结算
结算指示
BankEx
出价或询问代币
交换模块
订购手册
代币-出价-1
代币-询问-2

Token-bid-2
Token-bid-4
Token-ask-5

代币-出价-2
代币-出价-4
代币-询问-5

Token-bid-N
Token-ask-N
BankEx Offchain Settlement Control
Product Owner
Fintech
Product catalogue
Token asset n->token-bid/token-ask n
Exchange rules
Token bid or ask n
Asset data
BankEx Storage
Microsoft Azure
BankEx SmartContract Settlement
BankEx SmartContract Closing Confirmation
Agent-Bank
Originator/Supplier
Microsoft Azure Bank API

代币-出价-N
代币-询问-N
BankEx链外结算控制
产品所有人
金融科技公司
产品目录
代币资产n->代币-出价/代币-询问n
交换规则
代币出价或询问n
资产数据
BankEx存储
微软云
BankEx智能合约结算
BankEx智能合约关闭确认
代理-银行
发起人/供应商
微软云银行API

7.2 区块链记录的资产数据压缩
7.3 角色和系统访问矩阵

7.4 生态系统架构中的发起人/供应商互动
7.5 银行和非银行发起人/供应商

7.6 微软 Azure 银行应用程序界面的使用

7.7 微软Azure存储空间中的海量数据散列
7.8 软承诺和硬承诺的分配规则

7.9 报价及询价记录的独立性原则
7.10 分散管理的订单簿规则
7.11 分散管理的利弊匹配
7.1 翻译器

7.14 公式1：区块链环境中的数据请求饱和
7.15 智能资产订单与出价的差异原因
7.16 公式2：自动订单合并和分离的解决方案
7.17 公式3：订单簿中的过滤器级联系统
7.18 公式4：在区块状环境中实施经典的股市交易规则
7.19 智能资产匹配速度参数研究

7.20 供应商标记化技术过程中的技术差异
7.21 通过分散存储的交易执行

7.22 在合同开始期间处理订单包

7.23 交易执行块中的托管顺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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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end
Uses meta info
Works with blockchain via MetaMask plugin
Smart Asset Met ad at a Contract
Contains information about Smart Assets (types,
contract addresses, field types/names, addresses of
Formula’s contracts)
Methods ot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fornt-end
Methods to change contracts for new ones;
Methods to work with BankEx certified addresses.
Base loT simulation
General loT simulation. With be used in cas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isn’t present
Specific loT Simulation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loT contract. Ex. Car
loT simulation. Also integration with real sensors
can be done.
Lot Contract
Interface for lot Contract
Generate lot contract
Generate lot liability

前端
使用元信息
通过MetaMask插件实现与区块链的合作
智能资产元合约
包含有关智能资产的信息（类型、合约地址、
域类型/名称、公式合约地址）
为前端提供信息的方法
更换新合约的方法
与BankEx认证地址合作的方法
基础loT模拟
通用loT模拟将用于没有具体实施方法的情形
中
具体loT模拟
loT合约的具体实施方法。如车辆loT模拟模
拟。也能实现与真实传感器的集成。
loT合约
loT合约界面
产生lot合约
产生lot债务

Base Smart Contract
Contract with basic methods implementation
Specific Smart Contract
New contract can be written if case of some
specific base logic
Smart Asset
Interface for all Smart Assets
Create
Remove
Get
Put On Sale
Put Off Sale
Set/Update Sensor Data
Base Formula 3 Contract
General implementation of Formula 1. Will be
used in cas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isn’t present.
Specific Formula 3 Implementation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formula 3. Ex. Car
Delivery Contract
Calculates delivery price using location
Formula 3
Interface for 3 formula in flow
execute Formula 3 (unit id)
Base Formula 2 Contract
General implementation of Formula 1. Will be
used in cas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isn’t present.
Specific Formula 2 Implementation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formula 2 Ex. Parking
Lot
Check where is car on parking or not
Delete car from parking
Formula 2
Interface for formula in flow
Execute Formula 2 (unit id)
Base Formula Contract
Get Byld (unit id)-receive SmartAsset Info from
Smart Asset Class
Base Formula 1 Contract
General implementation of formula 1. Will be
used in cas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isn’t present
Specific Formula 1 Implementation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formula 1. Ex. Car
Smart Asset Price Contract
Car price calculation
Hash from Smart Asset params
Receiving of price by id
Checking of hash sum
Formula 1
Interface for 1 formula in flow
Execute Formula (unit id)
Get Formula Result (unit id)

基础智能合约
与基础实施方法的合约
具体智能合约
如果有一些具体基础逻辑，可编写新合约
智能资产
所有智能资产界面
创建
移除
获得
出售
停售
设置/更新传感器数
基础公式3合约
公式1的通用实施方法将用于没有具体实施方
法的情形中。
具体公式3实施方法
公式3 的具体实施方法。如，车辆交付合约
按照地点计算交付价格
公式3
流动中公式3界面
执行公式3（单元标识）
基础公式2合约
公式1的通用实施方法将用于没有具体实施方
法的情形中。
具体公式2的实施方法
公式2的具体实施方法。如，停车场
检查停车场是否有车
从停车场删除车辆
公式2
流动中的公式界面
执行公式2（单元标识）
基础公式合约
获得Byld（单元标识）-从智能资产类别接受
智能资产信息
基础公式1合约
公式1的通用实施方法将用于没有具体实施方
法的情形中。
具体公式1的实施方法
公式1的具体实施方法。如，车辆智能资产价
格合约
车辆价格计算
智能资产参数的hash
通过标识接受价格
检查hash总数
公式1
流动中的公式1界面
执行公式（单位标识）
获得公式结果（单位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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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Plasma”协议和资产证明协议
最近提出的“Plasma”协议，是任何图灵机完整区块链（如以太坊）的通用扩展，它允许创建由更
高级别（“父”）区块链控制的“子”区块链。这些“子”区块链可以具有不同的共识规则，功能（例如EVM的
扩展）和潜在的基本代币。
这种扩展非常适合资产证明协议提案，Bankex代币（BKX）将作为用以支付操作的基础货币，且
提供资产记录。如果您不满足于某些类型的资产或操作的功能需求，需要发出扩展功能需求，则可将这
种类型的资产移至单独的区块链中。这些“子”链可以被视为侧链，以便于理解资产，而对于潜在欺诈行
为，则由“父”区块链大力监管和惩罚。这种将“父” - “子”关系延伸到整个链的方式，将使得Bankex协议的
参与者能够以最小的信任有效地进行交易，并且能够最小限度地暴露其他参与者的潜在欺诈行为，参与
者甚至不会与他们的当前交易相关联，而在传统的单级链中，潜在攻击将立即影响所有用户（例如，数
据访问对象黑客）。

7.27“Plasma”协议的最重要特征
“Plasma”协议最重要的特征，是其扩展EMV并添加所需功能的能力，但目前只能通过使用外部
oracles数据库实现。比说JWT（JSON网络代币）的开发，其格式类似于具有强制加密签名的信息交换
，这将允许对外部资源的请求进行某种形式的重现和验证。
这种交换格式的使用和用例说明如下：
- 在智能资产的生存期中，可能会从外部服务（外部API请求）请求一些数据；
- 传统上，它是通过使用外部媒介（如www.oraclize.it）来解决的，外部oracle数据库代表用户执
行请求，并提供一些真实证明（传输层安全公证）并执行回调；
- 这类操作通常代价昂贵，并且需要很少的往返次数；
- 而传输层安全公证，在现代版本的传输层安全协议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的提案是构建一个标准请求协议，它将以预先签名（通过智能合约本身或其他方式）的有效
载荷开始，可用于在某个时间段对外部资源执行请求，并要求外部资源的进行响应私钥（具有公共密钥
也可以提前知道）签名。此外，标准协议将要求，具有这种有效载荷的任何请求将返回相同的响应，使
得它将允许执行分布式计算，并且易于验证，以将信息包含到区块链中。
另一个有趣的扩展则是执行“延迟呼叫”的可能性 - 对智能资产功能的请求，应在已知日期或定期执
行。目前，该操作也需要一个外部媒介才能实现，在该扩展中，这些信息可能会被保存到一个区块链中
，所以每个参与者都可以以一种付费形式（类似于天然气价格）触发函数执行激励。
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需要扩展误差矢量幅度（EVM），以促进新的要求或者与旧系统反向兼容。
这些功能包括RSA加密算法功能（对于旧系统），Schnorr签名（可以作为便捷方法扩展）或后量子密码
术。我们需要实现一定程度的反向兼容性，以将现有系统连接到区块链。
但是，在更广泛的应用程序区块链应用中，计算指令是透明的，因此，在我们看来，随机数生成
和同态密码，才是待解决的最为繁琐的问题。随机数生成是密码学的基石，无疑，一个获得适当质量随
机数的方法将成为一个领域的重大突破。而同态密码则是现在唯一可以同时实现隐私和计算透明度的可

能方法。我们认为，对这一领域的广泛开发和实验应该尽快开始，选择当前知名的申请者，并在“子链”
中进行开发和实验，因为数据可以转移到子链，操作并返回到父链中，而不会泄漏基础数据的性质。

7.28 物联网整合方案
：

物联网（ IoT）增强资产的必要步骤之一，是将资产与IoT设备控制基础架构集成。程序如下图所示

General info
loT Link

基础信息
loT链接

后端由四个主要服务器应用程序组成：
•以太坊网络节点的网路3j兼容连接器；
•TLS安全网路服务器，用于为应用程序界面（API）和前端提供HTTPS请求；
•安全的WebSocket服务器（\ url {wss：//}）；
•用于IoT设备管理的DeviceHive \ footnote {\url{https://devicehive.com/}}服务器。
我们接下来将介绍网页应用程序（安装了MetaMask扩展）和Android IoT应用程序的完整集成过程

1.资产所有者选择所提供的资产类型。
2.资产所有者填写其资产的初始数据。填写所有信息后，用户通过MetaMask使用合同功能，发起
在区块链上发布资产的程序。在这个阶段，我们将学习新创建资产的唯一标识（ID），客户在成功交易之
后将收到该标识。
3.收到资产ID后，网页界面将进入下一步。需要执行的第一个步骤是：将正在进行的网页会话与新
创建的资产ID后端连接，这是通过使用WebSocket连接完成的。在该步骤之前，仅客户和区块链知道该资
产，除非采用后端，否则将不能从服务器发送事件（如果它们链接到当前资产）。WebSocket连接解决了
这个问题。
4.要将资产连接到IoT设备，网页会显示一个专门生成的二维码，其中包含资产ID的链接：
http://iot.bankex.com/ASSET_ID。
5.然后用户使用BANKEX IoT应用程序扫描此二维码。如果没有成功安装，该二维码也可以被任何
二维码扫描器扫描，然后在浏览器中打开链接，自动将用户重定向到应用商店或发布市场下载应用程序。
深度链接支持允许应用程序在安装后立即启动附加参数（包括资产ID），这有助于防止扫描相同的二维码
两次。
6.BANKEX IoT 应用程序现在可以将资产ID连接到应用程序已知的设备ID上。在更简单的情况下，
BANKEX IoT应用程序已经支持手机传感器识别，不需要额外的工具来演示功能。该应用程序也可以用于
添加外部传感器。
7.设备连接API，发送两个关键参数：资产ID和设备ID。该信息也与DeviceHive共享，自动注册新
数据，WebSocket通知客户新添加的设备。
8.在此阶段，设备ID尚未添加到智能资产中，尽管它可以在网页客户中显示，也可被可添加的设备
列表识别。但要完成集成，用户必须使用MetaMask中的功能确认设备。此次交易可以收取额外的以太网
或BKX标记费用，以抵消Oracle数据库的物联网事件执行费用。

7.29 KYC流程的隐私注意事项和技术
由于每笔交易（发件者，接收者，关联数据）对于运行全节点（或仅使用公共区块链浏览器）的
任何第三方都是可见的，因此，隐私是公共分类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看到KYC数据存储在区块
链上需要执行两个主要步骤，具体取决于所需的功能：
-

-

客户数据在公共区块链的存储，是由KYC提供商（或通过验证方之间的交互链接）推送到
此，以梅克尔树（或梅克尔Patricia树）的形式进行，客户端提供一组具体的公开数据集的
Merkle证明，进一步证明发生区块链外支付。该证据不应该被发送到区块链上，因为它将
使得任何相关方随时间充分收集任何个人信息。此外，这种方法会以“梅克尔树根散列 - 个
人”的形式泄露信息，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可以接受的。梅克尔树中的数据，可以以强
大的加密签名形式存储在JSON网路代币中，同时提供有关验证客户认证信息的KYC提供
商的信息。
该方法是针对不同类别的资产维护的一组列表，并且使用“环签名”（可链接或不可链接）
技术，来向客户提供在特定列表中证明会员资格的方式。这种方法更加注重隐私保护（即
使环签名被提交给区块链，也不会向第三方泄露任何信息），被认为是开发的主要目标。

虽然还有其他方法可用于验证和共享客户数据，如联盟链/私人链，甚至是zkSNARKs，但我们发
现，上述两个方法是最为成熟、最适合我们的用例。

8 术语

区块链 - 一个存储平台上执行的所有交易的历史记录的安全数据库。它的工作方式如下：
- 交易信息被发送到区块链网络；
- 该交易与其他交易一起形成一个区块，每个区块都有编号并保存有关先前区块的加密信息；
- 该区块被发送给所有网络上的成员检查；
- 如果没有差异，每个成员将新区块添加到先前区块链中，并执行交易。
节点 - 一个区块链网络参与者，其能存储过去的交易（区块链）信息，检查新交易信息的真实性，
并且能够添加新交易（添加信息块）。所有节点彼此连接形成一个单一网络。
公共区块链是一个分散的系统，其在多个位置存储和检查交易信息。数百万个位置之间的这种同步
，消耗大量的电能，并且比私人区块链昂贵得多。系统也变慢了。但是，对于需要分散化的行业来说，公
共区块链可能更为可取。
私人区块链集中在一起，与传统的集中系统相似，但在效率和安全性方面却超过了它们。
ICO（首次代币发售） - 一种邀请投资活动/项目的方法。通过发行代币/货币，授予现在或将来接受
股份/服务/商品的权利，或授予未来利润的百分比。销售开始后，代币可以转售给其他投资者。交易是在
一个区块链上进行的。
加密数字货币 - 未经物理模拟的数字货币。它由其开发-开采的复杂性支持。今天，我们能够识别比
特币或莱特币等“古典货币”以及以太网等新货币，加密数字货币功不可没，其扮演了一个用于创建新资产 代币的平台。
以太坊 - 一个发行代币和智能合约的最受欢迎的平台。
天然气- 用于衡量在以太坊上完成的计算价格的单位。天然气量越多，获得的计算就越难。其工作
方式如下：智能合约的发起人设定天然气价格。使用电脑处理计算的采掘师可以选择是否执行这些计算。
如果提供的价格太低，那么将无法得出计算结果，智能合约也永远不会结束。
智能合约 - 一套预先编程的任务，程序在某些条件下自动执行，然后形成交易。智能合约具有严密
的逻辑结构，能使计算机自动执行合约。智能合约允许包含大量的条件和状态，并且提供它们的可能组合
与各种结果之间的相关性，这就是为什么它不要求交易双方之间的信任，也不需要中间人。
数字代币- 使用专门的区块链平台发行的加密资产。类似于寄存器中的记录。代币具有地址，可以
包含智能合约来定义功能，还可充当单独的执行机制。
标记化技术 - 将股权转化为数字代币的过程，然后在区块链上交易，交易成本极低。标记化技术和
区块链证券化类似。
智能资产 - 一种通过使用BANKEX资产证明协议进行标记化技术的资产。
ISAO（初始智能资产发行） - 一种基于BANKEX PoA协议，通过其资产标记化技术来改造企业
（农场、商店、制造厂）的方法。
产品实例 - 一种由BANKEX产品提供商创建的金融科技产品的迭代。例如，产品提供商可以为各个
地区定制产品，从而为每个国家创建一个产品实例。
区块链无关协议 - 不依赖于所使用的确定的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级协议，可以在任何现有的开源区块
链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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