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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目前来说，移动广告模式呈现普遍无效的情况。人们的注意力越

来越难被网站横幅或者移动应用程序的横幅和侧边广告吸引。目前，谷歌

和脸书两大科技巨头占有全球数字广告60%的份额，在这样的时代，广告从

业者们希望能有更加合理合法的第三方广告服务平台出现，以此来平衡互

联网广告投放价格，为品牌营造更加有效的曝光率。另外一个广泛存在于

移动数字广告平台的重大问题就是广告欺诈。根据国家广告协会（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s）以及White Ops 公司（专

注于防御网络欺诈活动的安全公司，成功发现Methbot这一重大黑客广告

欺诈团体）的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光是因为恶意点击和虚假流量就给广

告主造成了约65亿美金的损失。 

         此白皮书旨在说明，我们通过结合区块链和ERC20代币技术，为广

告行业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移动锁屏广告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建立在由

SwipeRich[3]开发的锁屏广告平台上，该技术已经在几个国家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平台广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率。得益于SWC代币，锁屏广告用

户参与广告互动时即可获得奖励。广告发行商的收益也会以SWC代币进行

结算。通过区块链分类账簿系统，广告主可以透明地了解广告投放费用的

使用情况，有效避免了广告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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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移动广告现状 

         近年来，全球广告行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越来越普遍的互联网覆盖以及智能

手机的飞跃发展，都迫使广告行业将越来越多注意力转移到数字媒介上。根据

Dentsu Aegis Network’s forecast[5]报告显示，到2017年底，全球数字广告投

放量中，移动用户端的占有率将会达到56%。到2018年，移动广告投放量将高达1161

亿美金。随着消费者行为陆续转移到移动市场，现如今三种数字媒介渠道中，就有两

种是移动端产品[6]。由此可见，在移动用户端投放广告将会在未来几年内呈现持续性

增长的态势。 

 

人们在数字产品上花费的时间占比情况 

 

在移动用户端霸占市场的年代，锁屏广告无疑是最有价值和最有效果的广告投放方式 

         对于当前的移动市场人员和广告主来说，目前最大的转变是：广告投放已经转

移到了各种手机应用程序上。已经有很多的市场调研和报告说明网站横幅广告和侧边

广告是完全无效的广告投放形式，更别期望广告能在小巧的智能手机上达到想要的效

果[7]。在各类移动用户端中，使用手机应用的用户占到了86%。得益于deeplink和

日趋成熟的UI/UX设计，人们从一个移动端应用转到另外一个移动端应用已经变得非

常容易和顺畅。 

          广告业目前正在找寻更加有效的广告形式和互动渠道，以针对智能手机用户实

现更有效的广告效果。此文旨在说明，就目前来说，移动用户端锁屏广告是最为有效

的智能手机广告渠道。该技术已经在两个国家进行应用，根据我们的数据分析，锁屏



广告有更高的点击率（高出传统数字广告模式 5倍）。经过专业的设计，锁屏广告无

缝衔接智能手机互动页面， 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互动体验，比起强行侵入用户界面的横

幅或者侧边广告，锁屏广告更为自然。 

          锁屏广告可以有效避免或者减少因为手指较粗出现错误点击而造成的虚假点击

量。 研究显示，约有47%的小横幅广告点击是无意的，极大地降低了移动广告的有效

率，造成了广告费用的浪费，所获得的数据也影响了对广告渠道效果的判断。 

 

广告透明臻于险境-急需更多选择 

           众所周知，谷歌和脸书两大科技巨头几乎占据全球数字广告市场份额的60%，

不需要向经济学家请教，我们也知道广告投放的定价几乎就是他们决定的。广告从业

者希望有更加合理合法的第三家平台出现，帮助广告行业进行更加透明的运作，保持

合理的竞争价格[1]。目前数字广告市场上存在的第三家平台甚至连市场份额的3%都

难以达到，不难想象，目前广告业对于从不同角度出发来进行数字广告竞争的第三家

平台有多么急切的需求。针对目前市场情况，新兴数字媒体——移动用户端锁屏广告

毫无疑问能在市场上进行有力地竞争。 

 

 “…宝洁首席品牌官 MarcPritchard 先生说过: 宝洁不想浪费时间和金钱在没有价

值的媒介供应链上” 。当年8月，鉴于在脸书上投放广告并未产生如期的效果，

Pritchard先生将宝洁在脸书上的广告全部撤走…” 

 

         广告主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谷歌和脸书两大科技巨头对数字广告行业的垄

断，第二个问题就是充满中间商和利益交换的复杂互联网广告系统。广告主现在只想

回到广告的原始意义上，例如：“我的广告会出现在哪里？”，“谁会看我的广告？”，“

我的目标用户能看到我的广告吗？”，这样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哪家数字媒体巨头敢给予

回答。广告主希望看到的是现今数字媒体运营系统中一直以来被忽略的广告效果问题

，而不是盲目投入到所谓低成本而对产品定位完全不加考虑的数字媒体广告中去[9]. 

         此文为现今数字广告行业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更有效果的解决方案。通过区块链

的透明分类账簿系统，我们可以利用锁屏广告与目标用户群体进行更加有效的互动，

并且广告投放过程完全透明。 

	  



广告欺诈真实存在 

 

           正当广告主还在为他们的广告能否在数字媒体上被他们的目标用户群体看见

而担忧不已的时候，美国国家广告协会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s 

(ANA)和White Ops联合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企业因为广告欺诈而损失了

65亿美元。值得警醒的是：网站的每三个访客中，就有一个是恶意攻击机器人，约有

94.2%的网站在90天内会经历一次较大的机器人攻击事件，这已经是目前数字广告行

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最为常见的广告欺诈即是自动化软件，或者称之为机器人程序。机器人程序能

够模拟用户使用移动应用或者浏览网页的操作。就全球来说，由机器人流量软件构成

的欺诈团体已经占领了网络广告流量的56%以上。一些恶意机器人软件在被入侵的肉

机（僵尸计算机）上进行操作而完全不会引起察觉。有一些僵尸“机器人农场”却是利

用自动化软件在相应广告上实现预定点击量。 

         如何避免在广告欺诈中产生更多损失，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每个用户都可以

有一个独特的电子签名，这个电子签名能在不泄露用户隐私的情况下用来跟踪用户的

广告浏览行为以及和广告进行互动的行为。广告主有权利去跟进所有的广告浏览记录

，以保证广告阅读人群的准确和真实。唯有以此方式，才可以再度在广告主和广告发

行商之间建立目前几乎已经丧失的信任标准。 

 

广告欺诈让广告发行商面临流量估值困境 

         目前广告发行商因为数字广告行业内普遍存在的广告欺诈而遭遇了巨大的经济

损失。尤其第三方在用户尚未进入网页之前恶意拦截网页内容，从而隐秘地进行广告

植入是时下常见的广告欺诈模式。广告欺诈操纵者不用经过发行商同意便可进行广告

植入，而他们造成的虚假点击量却让发行商来“买单”。 

        广告发行商因此面临着经济损失，更为糟糕的是，在这过程中他们也无法获取

关于品牌广告效果的真实可靠数据。广告欺诈操纵者甚至可以伪装成发行商的高级用

户（利用黑客技术盗取品牌商高级用户数据）然后提供虚假数据流量从而编造整个广

告欺诈故事（需知先进的机器人流量行为模仿用户的网络浏览时间，甚至鼠标使用习

惯、地理位置数据和常用社交网络以达到逼真的效果）。 对于网络公司来说，数据是

最为重要的新的资本，而发行商所获得的数据却因为这些虚假流量变得毫无可信度可

言。对于广告发行商来说，他们自身的品牌受到了影响，而他们的渠道能带来的流量

数据，也已经不再精准了。 

  



用户与广告进行互动却无法获得相应的真实奖励 

          数字广告基本围绕两个关键点来判定是否达到广告效果，一个是广告可见度，

另外一个就是用户交互度而产生的成交数据。媒体评级协会提议的标准是当用户群体

阅读广告长度一半的时间达到一秒或以上时，该广告被认为是具备一定可见度的。这

与常规只是参考千次展示成本相比，是一种更进一步的衡量标准。 

         广告交互度数据有效记录了潜在用户群体与广告之间存在的互动情况。用户参

与广告互动包括多种情况，例如：点击广告、安装应用、浏览视频、安装成功后打开

应用马上使用等。用户参与广告互动会让品牌在用户心中留下长久的印象。除了获得

用户参加广告互动的情况以外，数据还可显示该广告是否能有效抓住潜在用户的眼光

并最终成功转化为实际的交易。 

         广告可见度和交互度已经成为衡量用户与广告互动行为的重要指标，但是现在

广告行业却一直在忽略这一互动的重要性，一直以来，用户只是被强制去阅读广告而

没有获得一定的奖励。根据Forrester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全美超过三分之二的智

能手机用户表示如果他们必须要阅读手机应用程序中的植入广告，他们会更愿意去阅

读某个会提供读后奖励的广告。 

         同样，针对该给予用户哪些奖励，我们也做了研究和调查。如果奖励是实际的

商品券或者是根据用户兴趣、用户具体与哪些广告进行了互动、用户的地理位置甚至

是应用的具体内容，或者是与这些有一定关联性的手机应用内的奖励等，将会收到更

好的广告效果。举例来说，77%的智能手机用户会阅读有相应奖励并可以在应用中进

行使用的广告，并且十个用户当中，有七个人可以获得在游戏中使用的货币[11]. 

 

上图表明，有67%的用户会偏向阅读有奖励的广告[11] 



 

        目前我们的SwipeCrypto广告平台，就是建立在 Swiperich移动锁屏广告平

台基础之上。这一平台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按照以上的奖励原则进行设计的。用户和

锁屏广告进行互动，通过滑动锁屏广告，用户获得相应的奖励。在关于如何给用户积

分奖励上，我们提出了利用在以太坊上运行的ERC20代币来实现支付奖励这一首选解

决方案。利用以太坊区块链技术来执行奖励有诸多好处：智能合约以及区块链的高效

透明分类账簿系统可以实现奖励的自动分配，同时可以将SwipeCrypto演变成为真

实的无国界的国际奖励平台，使用该技术还不用支付因为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例如

PayPal而产生的巨额手续费。 

 

区块链在数字广告中的腾飞 

        区块链在未来数字广告媒体中有很好的前景。对于数字广告行业来说，区块链

的智能合约、安全的全球化支付系统、 以及保护个人隐私而且透明的交易记录和审计

记录都将给数字广告行业带来巨大变革。目前的数字广告行业面临无透明度和广告欺

诈等两大问题，而区块链作为一个可以被信任的工具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上提供了非常

好的技术解决方式。 

         目前我们SwipeCrypto的数字广告区块链的概念正在经历一个关键的发展点

：纳斯达克公布他们将于2017年底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NYIAX的存货售卖。他们采用

的方式是利用区块链的智能合约，为达到条件的用户提供交易场所以完成交易。 

        SwipeCrypto采用了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之上的多个发行商的移动端锁屏广告平

台。作为移动锁屏广告技术的领先者， 我们必须和广告交易商例如NYIAX还有其他区

块链网络进行合作以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和代币的优势。 

 

1.2公司成立背景和团队架构 

1.2.1公司成立背景 

SwipeRich 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移动锁屏广告技术平台的公司。利用移动锁屏

技术，我们将广告主和用户连接起来，用户在解锁手机屏幕时看到的第一张图片，就

是我们想要传达给用户的内容。公司总部在新加坡，并且已经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当地广告主建立了合作关系。 

 

	  



1.2.2公司历史 

时间 事件 

2016年5月 SwipeRich总部在新加坡成立 

 

2016年9月 发行第一个产品 

 

2016年10月 

与菲律宾当地排名第一的手机商- 

Agila Rewards (www.agila.ph)开启
商业合作 

2017年5月 与印度尼西亚当地广告主领头羊

CepatSwipe (www.cepatswipe.com)开
启商业合作 

 

 

	  



1.2.3 团队架构 

 

 

Andrew Marchen  

CEO and CTO 

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和IT架构师,曾管理

价值数百万的新加坡政府招标工程。 

 

 

 

Clifford Lim 
CFO 
 

在跨国公司担任过多年商业运作，具

备非常资深的管理经验。 

 

 

 

Kuay Chong Sean 
CCO 

曾在跨国公司与初创企业负责商务拓

展策略、产品管理与产品开发等业务

。 

 

 

Iyan Waer 
COO 

经验丰富的科技学家，曾任职于国际

咨询公司负责技术工作管理。 

 

合作方有: 

   

 

 

  



1.3  SWIPECRYPTO-构建在经过验证的SwipeRich 移动平台之上的锁屏广告平台 

 

        SwipeCrypto是建立在由SwipeRich开发，并且正在运营当中的锁屏广告平

台基础之上。该技术已经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市场使用。通过区块链技术结合多方

发行商的锁屏技术提供方SDK，SwipeCrypto旨在通过区块链技术提供一个更具透

明度和高度责任制的移动广告平台。 

         智能手机有其独特的特点，锁屏便是其中一个。CNBC联合另外一家独立的研

究公司Ampere Analysis进行的实验表明智能手机用户一天大约会不自觉查看手机

的次数为30-50次[16]。锁屏广告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机会给用户留下印象， 这也是

智能手机最为有效也最为关键的广告投放点。 

         SwipeRich实现广告在手机上全屏播放，使用户能够最大限度看到广告主想让

他们看到的广告内容。用户在手机锁屏上第一眼看到的内容，即可达到品牌在移动端

用户中所能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众多的广告研究已经表明，全屏广告可以带来最好的

广告效果。我们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克服了网络安全问题，例如错误点击、恶意植入、

机器人流量和其它问题。 

 

 

         SwipeRich解决方案会在安卓系统中安装一个智能的广告服务引擎手机应用程

序。通过结合这些科技平台，SwipeRich可以传送给目标用户群体类似私人定制的广

告内容，同样为了防止广告过多，系统也进行了相应的设定。 

         SwipeRich解决方案将几个衡量广告效果的重要指标融合起来，根据用户的基

本信息和兴趣爱好来投放广告内容，同时也方便广告主更好去跟进和控制广告的投放

情况，系统也将生成标准报告给到广告主。 

 



 

 

          目前SwipeRich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了迎合地方需要的发展模式，例如

CepatSwipe (www.cepatswipe.com 位于印尼)和Agila Rewards (www.agila.ph 位于菲

律宾)。在这两个国家，SwipeRich都和当地网络公司的领头羊企业或者运营商建立

了战略合作关系，这也是为了减小可能出现的商业风险，保证长期合作。 

 

 

和菲利宾排名第一的移动运营商OEM合作发布了‘Agila Rewards’ 

 



 

通过和印度尼西亚当地最大的户外广告主合作发行了CepatSwipe	 	



2. 产品价值提案 

 

 2.1  “信任”是区块链在移动广告中的首要条件 

区域链有哪些根本要素和广告相关？ 

         区块链技术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广泛分布在计算机网络节点

中。区块链的最大特点是：没有所谓的中心或者中间商监管网络运作，相

反，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其中一个节点来使用其特殊的功能，例如发起一个

交易。所有的数据或者交易信息都会记录在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或者公

共账本中。鉴于区块链技术的分散性和保密性，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在区块

链上审计相关数据。所有的交易信息都经过编码形成网络上的区块，区块

的不断增加最后就形成我们常说的区块链。区块链的这些特性都成为避免

了其他数字媒体广告形式中存在的广告欺诈情况，并可以实现在不同交易

者之间建立最基本的信任。 

 

         区块链和数字广告 

         我们的团队旨在用区块链技术打破传统的数字广告模式。就目前广

告行业来说，广告主的预算都在中间商的层层盘剥中所剩无几，到最后广

告发行商手中时已经根本没有预算。在很多情形下，发行商根本没有意识

到什么广告适合投放在他们的网站上，而广告主也没有提供有关他们广告

针对人群的关键信息。区块链的某些特点例如智能合约、多重签名私钥等

都可用在广告主以及广告发行商和全球用户的小额支付之间。这种功能的

实现是基于区块链的特殊设置程序，它可以保障无国界的安全支付 。举例

来说，全球广告主HQ可以将他们广告内容上传到不同的区域市场中，并在

每个区域市场配备相应的智能合约和配套的资金。一旦用户点击广告，系

统就会自动根据智能合约立即向发行商或者用户直接付费，不用经过任何

中间商或者其他认可过程。同时，广告主也避免了因为银行汇款或者汇率

转换所面临的手续费问题。 

 

2.2 关于SWIPECRYPTO和SWC 代币 

         此白皮书为当前数字广告行业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的

移动锁屏广告平台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我们称这个平台

为SwipeCrypto。该解决方案是基于以下关键的基本构建模块进行概念

化的： 



(a) 由SwipeRich（www.swiperich.com）开发的移动锁屏广告平台是建立在经

过市场验证的技术基础之上，该技术可以适用于多发行商所在的不同地区

。目前广告发行商（第三方移动应用开发商）已经可以通过SDK(软件开发

包)将SwipeRich锁屏广告解决方案集成在手机应用中。集成SDK之后，

广告发行商能够有效地获利，并通过锁屏提供的应用内容来增加各自应用

的激活量。 
(b) 建立在以太坊基础之上的区块链技术具备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的区块链记

账模式的特点，而建立在ERC20代币基础之上的SwipeCrypto 代币 

(SWC)开启了直接面向发行商和锁屏移动应用用户之间的支付方式。 
 

 

          每个广告活动都会有其相应的智能合约并在合约中有其配套的SWC

代币，这些代币存储在区块链中，以示透明。作为发展平台，

SwipeCrypto会在广告收益中收取一定的费用W(T)。发行商也会有一定

收益X(T)，然后是投资者/代币持有者Z(T)， 使用锁屏广告与之互动的用

户奖励Y(T)，所有各方应得收益都会根据SWC的智能合约进行分配。SWC

代币持有者也能够通过公共交易平台将代币换成以太币或者其他虚拟货币

。本质上来说，每个广告合约的价值构成如下： 

          Advertising Campaign Value in SWC = W(T) + X(T) + Y(T) + Z(T) 

         SwipeCrypto SDK平台也为第三方广告发行商在应用中提供了可

以做市场推广的平台。通过这个市场平台，用户可以购买数字产品和订阅

优享内容。这样的运行模式能够在整个应用的生态系统中，建立起SWC代

币作为小额支付方式的系统 。 



        SWC代币不是证券也不是任何公司的股票，也不保证任何未来的潜在

市场价值。SWC代币不可退还，也不可作为一个投资工具。 

 

2.3  为什么要使用SwipeCrypto(SWC)代币？ 

       利用区块链技术，我们希望能将目前在移动用户端广告市场上存在的最

基本的信任问题解决。此文旨在阐明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以及

SwipeCrypto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2.3.1  面对目前移动用户端广告的无效性以及用户注意力集中时间的下降问题，我

们            该何去何从？ 

            一项由微软主导的研究表明，自手机革命以来（大约自2000年左

右开始），人们的注意力集中时间由12秒下降到了8秒[17]。 在如今几乎

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大家可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多媒体资源，我们

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被分散了。研究也已经证实，在智能手机的进一步影响

下，网站横幅或者移动应用程序的横幅和侧边广告已经被证实是无效的广

告形式。 

          如今网络用户只要点击进入任何网页，都会被成堆的网页广告给轰

炸。人们开始出现视觉疲劳，于是直接忽略任何网页广告（也称作旗帜盲

点），对于广告主和相关学术领域人员来说，旗帜盲点已经不再是个新鲜

的现象。早在1998年就有研究人员就“旗帜盲点”这一现象发表论文，随着

用户的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网页点击率自然呈现与之相反的下降模式。 

解决办法：锁屏广告可以帮助广告主实现品牌最大曝光度 

        智能手机有其独特的特点，锁屏便是其中一个。CNBC和另外一家独

立的研究公司Ampere Analysis一起进行的实验表明智能手机使用者一

天大约会不自觉查看手机的次数为30-50次[16]。这也显示出锁屏技术的

广告会给用户留下深刻的印象，锁屏广告因此应该是智能手机最为有效也

最为关键的广告投放点。根据目前已经使用SwipeRich平台的锁屏广告

AGILA Rewards & CepatSwipe调查得来的数据显示，锁屏广告的点击

率约比传统的网页广告形式高出5-10倍，该数据也通过其他的方式得到了

验证。通过SDK技术，SwipeCrypto解决方案给广告发行商带来了移动

锁屏广告的机会。 

 

2.3.2  广告发行商面临货币化挑战和支付方式的局限性 



         广告发行商希望找到支付流量的更加有效的货币方式，同时不会影

响到用户的应用使用体验。传统的广告形式例如网页横幅广告、侧边旗帜

广告、滚动广告条等等都没有产生较高的点击率，同时因为会短暂切断应

用程序的使用，还给用户造成了不良的体验。  

        传统的广告网络和交易都要求发行商获知相关的银行账户验证码或者

其他的银行信息例如信用卡等等，这种方式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

银行社区或者小微发行商中确实有不便之处。 

         解决方案：锁屏是帮助发行商解决广告效果货币化的更加有效的形

式，而SwipeCrypto代币即是可信任的小额支付方式。 

         目前广告发行商仅仅通过输入几条代码便可以将SwipeCrypto 锁

屏SDK无缝集成到他们的应用中。锁屏广告不会干扰用户目前使用应用的

路径，因此可以保证用户的体验度。同时，锁屏广告带来更高的点击率，

是更加有效的通过货币计量广告效果的形式。广告发行商甚至可以自行将

应用内部的内容投放到锁屏广告中，增强应用的活跃度。 

         区块链可以实现在广告活动中使用虚拟代币，同时广告合约也以智

能合约的形式进行呈现。广告发行交易将会记录在区块链上，同时广告活

动的价值也会通过SWC代币进行计量。执行广告合约之后，广告就会继续

在发行商之间进行散播，而发行商也会根据智能合约而获得相应的报酬。 

   广告发行商在用货币计量存货上采用区块链代币的方式能够拥有透明

度和可审计能力。利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分类账簿系统，财务公开得以实

现。在目前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尚有很多小微发行商并不能直接使

用信用卡支付或者银行验证码支付的形式，而SwipeCrypto提供的解决

方案却可以通过虚拟货币解决方案在这些地区实现市场化运作。 

 

2.3.3  用户并没有因为与广告互动而获得相应奖励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可见度和交互度是衡量用户与广告内容互动程度

的两个重要指标，然而我们的用户却并没有因为和广告互动而获得相应的

奖励。 

解决方案：SwipeCrypto 代币 (SWC)可作为回馈用户的诚意奖励 

         我们文章中有一节专门说到锁屏应用用户在与广告互动时可以获得

由广告主提供的奖励。根据Forrester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全美超过三

分之二的智能手机用户表示如果他们必须要阅读应用程序中的植入广告，

他们会更愿意去阅读某个会提供读后奖励的广告  [11] 。 



         通过执行智能记账功能，SWC代币能够用来执行针对用户群体的小

额支付。区块链记账本也会跟进所有的交易并对有疑问和争议的交易进行

审计。移动锁屏应用用户也能够通过以太坊的公共交易平台交易SWC代币

，交易记录也会自动被记录在区块链中。 

         SWC代币允许用户进入SWC支持的市场平台进行订阅， 以便获得优

享内容或提前获知网络促销。在SwipeCrypto社区内，广告发行商在市

场平台提供给重点用户他们感兴趣的活动内容，用户可以直接用SWC代币

来购买这些促销活动。 

         本文提出利用区块链技术为内容创建者提供数字版权管理的解决方

案，其中内容可以被时间戳记录存储，并且具有在区块链上不可变的唯一

标识。这种解决方案给用户和创作者之间创立直接的互动方式，用户也不

用通过任何第三方来直接接触自己感兴趣的广告内容。每一个广告参与者

都可以在区块链上看到任何受保护的内容，而不是把这些创作内容存放在

由任意第三方进行管理的中央服务器上。 

2.3.4  广告欺诈和流量质量 

         毫无疑问，目前的网络广告生态系统错漏百出。网络运营中间商或

者发行商可以借无网络透明度之名或机器人流量，或者是恶意第三方发行

商的种种理由来进行广告欺诈。目前数字广告行业急需一个可以验证广告

可读性的透明度、广告交互度数据和数据跟进的方法，同时也要建立起相

关行业规范，各司其责。 

解决方案：区块链定位之一就是阻截广告欺诈 

         区块链本身是建立在可信任的工具之上，它打破了目前的数字广告

行业传统。通过记录个人用户的独特身份和数字签名，区块链可以在去中

心化的区块链记账本上准确记录用户与广告的互动行为。正因如此，广告

主不必再担心所谓的虚假流量，恰恰相反的是，此技术可以保证广告流量

的真实性，并且所获得的广告数据可以真实反映目标用户的特性。广告主

所付出的费用都是每一个真实参与了广告互动的潜在用户的广告费用。 

         区块链本身存储的数据是不可篡改的，一旦交易完成并被记录，就

不能再被改变。你可以接着发起另外一个交易来改变之前的交易的状态，

但是原始数据会一直存在。由于这个可供“追根溯源”的特性，广告主可以

执行关于整个广告在从发行到最后撤下的整个审计过程。 

        目前的数字广告审计过程在判断广告是否有效上面，需要付出巨大的

金钱代价，而且对于欺诈也是无能为力。区块链通过透明的分类账簿系统

，在广告执行期间，可以给广告主提供公开的审计方便追踪。这就意味着

：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将正确的广告内容通过正确的渠道传送给了

目标用户。数据在整个传输过程中是安全的。区块链数据提供了唯一的真



实渠道，所有的广告参与方都可以介入，因而可以消除广告欺诈行为。我

们不必依赖层层盘剥的中间商来报告广告数字，而他们提供的数据多半也

会以保护用户和发行商隐私为由而显得模凌两可。 

 

2.3.5  关于隐私和数据滥用 

         现如今，在互联网平台上我们每一次点击和每一次的网页浏览都会

在网络上留下痕迹，而这些痕迹也会被某些人利用在某些地方。同样的情

况也适用在我们传送聊天信息、发送邮件或者在网上进行购物的时候，还

有你在网络上进行的其他行为，这些行为都会让你的数据痕迹不断增加。

某些公司就利用这些网络“痕迹”出售给感兴趣的人。互联网巨头像谷歌或

者脸书，就通过整合用户数据积累了巨额利润。对于普通网民来说，保护

个人隐私已经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保存在网络上的个人数据从网络安全的角度来讲是非常脆弱的

。大多数情况下市场人员使用的用户跟进软件都存在安全漏洞，网络黑客

因此可以轻而易举攻破。对于网络黑客或者其他类似网络破坏者来说，庞

大的用户数据库无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解决方案：区块链核心-匿名化 

我们的交易数据是存储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账本上，因而可以通过

设计从而实现数据隐私保护和用户匿名化。我们的想法是给广告主提供一

个可以被追诉和证实的用户交易审计过程，以此来衡量广告的有效性。在

不触犯用户隐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特殊记账的方式，自动记录下用

户与广告的互动数据和交易数据，并且以虚拟货币的形式来完成支付，避

免了出卖用户隐私的问题。 

 

2.4  益处 

 2.4.1 用户在获得奖励的情况下第一眼获得他想了解到的相关信息，并且隐私也得到

极大程度地保护 

         用户每次点开手机屏幕解锁的时候，就会第一眼看到他想要了解或

者最近正感兴趣的内容。我们在数据分析上的先进技术会根据用户的行为

特点和喜好来决定数据传输的内容。 

         虽然上面提到了我们数据逻辑分析的先进性，但是用户的隐私还是

非常完整地被保护起来，因为用户数据不会被广告网络进行追踪。反之，

用户数据会在区块链中被加密、分散，几乎没有人可以看到真正的用户数

据。 



2.4.2  广告主可以接触到真正的用户 

         只有当广告内容是达到真实用户手中，我们才可以计入有效数据。

我们尖端的系统可以检测出广告点击是来自机器人还是其他诈骗软件。我

们的目标是真人，与此同时，用户在系统之下也会更容易看到实际的广告

内容。广告主对于他们该如何支配预算更加清晰，而且也可以了解到通过

移锁屏技术，他们的广告效果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2.4.3  广告发行商可以增加自身活跃度，并带来更多广告收益 

         通过SwipeCrpyto SDK技术，移动锁屏广告发行商可以不用学习

复杂的移动广告行业术语，也无需进行大型的工程投资便可以直接使用。

在这个系统之下，每一个发行商都可以非常简单容易地货币化他们的应用

程序，而且不同于传统的数字广告模式，在发行商、广告主和用户之间也

不存在中间人来要求支付费用，因此可以给广告发行商带来更大的利润空

间。 

 

3. 如何解决技术问题 

  3.1 概述 

          SWC代币是以太坊ERC-20代币的衍生产品。以太坊是建立在区块

链基础之上的公开信息处理平台。很多大型企业例如IBM、微软、摩根大

通、德勤、苏格兰皇家银行、西班牙国家银行、卢森堡股票交易所和丰田

都在使用以太坊的生态系统。 

         智能合约以分散的形式存储在以太坊区块链上。它通过安全加密的

方法来核查和执行在线合约。智能合约是以太坊生态系统最基本且最重要

的特点。 

         SwipeCrypto通过智能合约，为广告主、发行商和移动终端用户

提供了透明的奖励分配。 

 

3.2 技术细节 

      3.2.1  SwipeCrypto生态系统中的关键参与方 

(a)   广告主 

        所谓广告主，既可以是直接的广告投放者，也可以是程序化的网络系

统。他们从SwipeCrypto平台上购买广告，可以通过发行商，也可以不

通过发行商。他们可以设置目标用户群体的特殊要求，也可以不用设置。



购买广告的模式可以根据点击量、浏览完视频的数量、手机内安装应用的

数量、还有注册量、收藏数量等其他因素来决定。  

(b)   广告发行商 

        广告发行商有其自己针对性的移动应用，可以在谷歌playstore或

者其他安卓应用商店找到并安装。SwipeCrypto可以提供给广告发行商

不同于其他平台的如下优势： 

—— 额外的广告收益。这部分的收益直接来自广告主，基于有多少移动端

用户和广告发生了互动。 

——提高手机应用的活跃度。除了展示广告以外，SwipeCrypto锁屏技

术也可以创新性地用在发行商自己的手机应用程序上，这样的互动形式，

也可以让用户更有机会看到发行商的广告内容。 

——SwipeCrypto是目前移动广告平台的一个有力补充形式。与众多需

要用户下载应用程序到自己手机才能实现广告效果的移动广告平台不一样

，SwipeCrypto不需要用户下载应用即可看到广告主想让用户看到的广

告内容。 

——SwipeCrypto可以轻松连接，并且在运行时只占据手机极小内存。 

我们为发行商在SwipeCrypto网站内开设账户，发行商在安装应用时在

输入代码将SwipeCrypto SDK library（可在j-center中进行查询）

嵌入应用中，锁屏服务也会在下载应用的过程中自动开启。

SwipeCrypto SDK凭借其“娇小”的身躯，也可以在较为低端的安卓手机

上进行使用，因而可以将其的作用进行最大化发挥，而且不会影响用户本

身使用应用的情况。 

——应用内的实体或者电子产品的额外收益。SwipeCrypto能够让发行

商展示实体或者电子产品，因此为发行商带来额外的收益渠道。 

(c)   移动端用户 

         此处移动端用户指的是与已经安装了应用在自己手机内的用户。值

得注意的是，SwipeCrypto 锁屏服务只有当移动端用户运行发行商应用

至少一次，该服务才可以被激活。移动端用户会因为与SwipeCrypto 锁

屏广告的互动而得到相应奖励。 



 

 

                          SwipeCrypto 的价值创造过程 

 

 3.2.2  SwipeCrypto生态系统中的主要架构模块 

SwipeCrypto解决方案的主要构件块如下： 

1. X-Swipe广告引擎：X-Swipe广告引擎通过AI分析用户特点、

用户使用手机应用的情况、使用时间和地点、其他的网络行为（使

用了哪些其他应用和社交媒体、网页浏览习惯、机器人流量、IP黑

名单等等）以及用户的兴趣、用户的网络连接情况等等其他因素来

为广告内容寻找到准确的目标用户群体。每一次的广告互动的过程

都会排除掉机器人流量、IP黑名单和其他加密签名的可能性。	

2. SwipeDK：SwipeDK安卓开发库/SDK是帮助发行商将广告展示

在锁屏上的技术。SwipeDK有如下几个功能：	

a. SwipeDK帮助发行商应用完成锁屏广告。发行商的应用可

以将匿名用户的基本信息上传到SwipeDK以找到更多相关

内容。	

b. SwipeDK会搜集广告互动的数据，例如：显示量、点击量

、浏览视频数量、应用安装数量等等。数据会即时上传到

SwipeCrypto的广告引擎上。	

c. SwipeDK会在应用内提供SWC虚拟钱包来保存移动用户广

告互动的奖励。通过虚拟钱包获得的SWC代币可以转存到公



共在线虚拟货币钱包，用户也可以继续将代币转换成其它虚

拟货币例如以太币、比特币等等。	

3. 交易市场SDK：SwipeCrypto安卓开发库／SDK (软件开发包)可

以让广告发行商在应用内实现数字／实体产品的售卖而不需要进行

点对点的商务合作。交易市场SDK可以让用户按照发行商应用内的

货币指数来交易他们所获得的奖励(SWC)，也可以交易发行商展示

的数字产品或者实体产品。	
 

4. 区块链分类透明账簿保存了如下的信息：	
a. 广告主购买广告份额的智能合约。	
b. 锁屏广告与用户交互交易的衡量指标，例如：显示次数、点

击量、安装应用的数量、用户统计、数字资料等等。	
c. 发行商和用户之间的奖励分配。	
d. 具体有多少用户将奖励转化成了发行商应用内的货币／积分

。	
e. 为了保证SwipeCrypto平台上进行交易的广告主、发行商

和用户的数据的安全和透明，交易数据都会存储在分散的区

块链账本中。	

 

4. 商业前景 

4.1  颇具竞争力的商业前景 

        我们已经看到，区块链技术对数字移动广告内部问题的注重，势必将

会在广告行业掀起新的潮涌。 尤其纳斯达克旗下的NYIAX区块链广告交易

平台、Basic Attention Token (BAT)、adChain和Adex等广告主最

为知名。这些先驱企业大部分关注的是：目前存在于数字广告的低透明度

和多个中间商的问题，以及是否能通过区块链技术重新强调供需关系。

BAT更加关注在网页上的广告投放效果问题。这些先驱企业对区块链技术

应用在未来数字广告行业的看法，使我们备受鼓舞。我们也相信未来会有

和这些先驱企业合作的空间。 

         在我们利用区块链技术开展移动锁屏服务时，我们的竞争者们大多

还在利用传统的中心化技术来实现广告效果。例如Slidejoy, 

Cashslide, Popslide这些公司。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的移

动锁屏广告具备以下有竞争力的优势： 

  



 

建立在区块链基础之上的

SwipeCrypto移动锁屏平台 
目前的移动用户端广告行业 

移动锁屏广告已经被证明有更

高的点击率 
移动横幅没有广告效果，而

且很容易被错误点击 

SDK支持多个发行商 只可以在单一应用中实现 

广告主在区块链上透明地追踪

广告传达路线 
对于广告传达给了哪些用户

并被放置在了哪里一直是很

大的疑问 

SwipeCrypto通过全球化平

台实现小额支付 
只能根据所在地区的情况解

决支付问题 

很好地保护个人隐私 个人隐私有可能会被泄露 

所有数据一旦上传不可更改 黑客技术还是可以修改数据 

 

4.2  未来发展前景 

4.2.1  第一个产品：横跨不同区域的锁屏广告平台 

       4.2.1.1 目前Swiperich已经在菲律宾和印尼运用了锁屏广告应用程序。

他们在当地市场运行的经验非常有价值，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市场对锁屏广告的

反应，以及在这一块我们未来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提升。 
 
4.2.1.2 在 Agila Rewards Lockscreen （菲律宾市场） and Cepatswipe 

Lockscreen （印尼市场）中，任何使用安卓系统的用户都可以通过阅读锁屏广告

获得奖励，而广告主也可以通过锁屏让他们的广告在移动端设备上得到最大曝光

度。 

 



4.2.2 第二个产品：带有虚拟货币奖励的SDK广告发行商平台 

4.2.2.1 
未来，在我们锁屏技术SDK的支持下，任何应用开发商都可以是一个广

告发行商，而且无需经过复杂的工程程序，便可以链接用户的锁屏以得到

广告的最大曝光度，他们花的时间更少，而得到的利益却更大了。用户和

发行商都会得到来自广告主的SWC代币作为广告交互的奖励。 
 

4.2.2.2 
  未来市场上，通过SwipeCrypto市场平台生态系统，我们的SDK市

场平台上将会容许广告发行商或者开发商宣传他们的服务和产品，来不断

增加他们的用户保有量。用户通过锁屏或者解锁持续得到的代币进行交易

从而购买产品、享受服务。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的不断增长，广告主想要

的广告曝光度也会越来越高。 
 

4.2.3  第三个产品：社交锁屏广告 

4.2.3.1  

         SwipeCrypto的愿景之一是将我们的商业模式从单一的锁屏广告

平台发展为具备社交功能的锁屏平台。简单来说，就是所有的社交社区（

例如运动社区、兴趣社区、粉丝俱乐部等等）都可以通过追踪他们潜在用

户的锁屏内容而向他们输送感兴趣的活动内容。这些社交社区可以在锁屏

平台上通过一定货币奖励来追踪追随者的注意力，从而扩大社群，因而从

锁屏广告中获取更多的收益。这些社交社区的追随者，也可以利用他们通

过锁屏广告获得的代币弥补他们在社交社区的广告活动中购买产品的花费

。目前SwipeCrypto正在和早期使用这项技术的社群探索未来合作的可

能性，社群平台已经有超过一百万个追随者。 
 

4.2.3.2  
         随着初步生态系统的建立，SwipeCrypto会持续和更多的相关方

面保持接触来逐步扩大这个生态系统，融入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以更好更

快服务我们的用户。SwipeCrypto也会发掘和其他区块链广告科技方合

作的可能，建立长期持续的生态系统。 

 

5. 结论 

          SwipeCrypto将已经被证明可以产生更高广告点击率的移动锁屏

广告和区块链技术结合起来，形成区块链技术之上的移动锁屏广告解决方

案。此方案旨在打破目前在传统数字广告中存在的问题，建立“信任体系”

。有了SwipeCrypto移动锁屏广告，广告主可以真实、透明地了解到他



们的广告费用是支付了多少广告阅读量和交互互动量，并且更清晰了解到

他们市场活动的效果。使用SwipeCrypto SDK锁屏技术的发行商，也可

以通过建立在ERC20基础上的SWC代币来实现全球化的无障碍小额支付。

通过加密智能合约，支付更加快捷。用户通过与广告进行互动获得代币奖

励，而所获得的代币奖励也可以通过SwipeCrypto专门设计的市场平台

进行以太币的交换或者是购买应用类的数字产品或实体商品。 

         若想要在移动数字广告中重新建立信任，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完全去

中心化而且透明安全的系统来真实记录、审核和执行交易。 区块链在设计

上就遵循了这些原则。当然，我们要承认，区块链带来的改变非一朝一夕

可以发生，而削弱所谓第三方中间商的影响，也绝非一日之功。然而，区

块链在如何让数字广告的运行更加透明化和更具责任感的路上，的确给我

们展示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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