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imin.io 项目

白皮书
该白皮书内容详尽，且已包含 Alpha 软件的
测试结果及结论

- 附加信息官方网站: gaimin.io – Telegram 群组: t.me/officialgaimin

The Gaimin.io Project Whitepaper - Page 1 of 63

目录:
执行摘要 ..............................................................................................................4
-

简介 ..........................................................................................................4

-

机遇 ......................................................................................................... 4

-

市场 ..........................................................................................................4

-

解决方案 ...................................................................................................4

-

总结 ..........................................................................................................4

摘要：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 5
愿景 .....................................................................................................................8
任务 .................................................................................................................... 8
市场概览: 游戏产业 ..............................................................................................9
产品概览 ................................................................................................... .…... 10
产品细节:第一阶段 .......................................................................................... .. 11
-

为什么专注于区块链挖矿 ........................................................................11

-

为什么专注于玩家用户........................................................................ ... 12

-

为什么玩家会选择 Gaimin.io 平台 .......................................................... .12

-

Gaimin.io 区块链挖矿软件平台............................................ .…………….14

-

技术说明 ..................................................................................... .………21

-

为什么选择 EOS 区块链..................................................................... .... 24

经营模式:多个利润来源渠道 .............................................................................. 28
-

月度订阅费用 ......................................................................................... .28

-

市场中数字资产销售 .......................................................................... .…29

-

市场交易手续费用 ........................................................................ .…….. 29

-

总网络算力的一个百分比 .................................................................……29

-

矿池费用 ................................................................................................ 29

竞争关系 .......................................................................................................... . 30
-

区块链挖矿服务/软件 ..............................................................................30

-

数字货币资产交易所 .............................................................................. 31

代币 ...........................................................................................................…….33
-

代币主要参数 ......................................................................................... .33

-

代币分配规则 ........................................................................... ..……..... 33

-

资金使用分配 .......................................................................... ............... 34

Gaimin.io 项目白皮书 第 2 页 ，共 63 页

-

创造可持续需求，GMRX 代币的使用案例 ........................................... . ..37

-

代币市场保护 ..................................................................................... . .. 37

-

代币流动示意图 ..................................................................................... 38

市场营销计划 ................................................................................................... ..40
路线图 .............................................................................................................. . 43
团队介绍:创始人及核心成员 .............................................................................. .43
附录 1: “Alpha 测试报告”……………… ......................................................... 47
-

简介 ...................................................................................................... . 47

-

ALPHA 测试时期 ................................................................................ . . 47

-

ALPHA 测试目标 ................................................................................... 48

-

初始阶段用户奖励条件...................................................................... ......49

-

用户参与 .............................................................................................. .. 49

-

Bugs………………………………………………………………………….... 50

-

挖矿算法及加密货币挖矿….....................................................................50

-

区块链挖矿奖励 ......................................................................................50

-

能源消耗 .................................................................................................51

-

基础盈利能力 ...................................................................................... . ..52

-

如何达成 1 美元每天的用户 KPI…………… ....................................... … 53

-

首席运营官的真实案例… ....................................................................... .59

-

马德里游戏周活动………………..............................................................61

-

ALPHA 测试最终结论……… .................................................................. 61

-

下一步计划?……………… ......................................................................62

免责声明……………………….............................................................................63

Gaimin.io 项目白皮书 第 3 页 ，共 63 页

执行摘要:
“TL;DR” Gaimin.io 项目简介
1) 简介:
计算机算力资源是当今全球市场增长最快的资源需求之一，目前算力需求量巨大，呈指数级别增
长态势，且目前没有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对此，Gaimin.io 已经成功地提出一项创新的解决方
案，Gaimin.io 不仅剖析了问题的根本，也指出了需求所在，还设法为存在的问题制定了一个有利
可图的解决方案。
2) 机遇: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越来越依赖计算机技术，就像其他环境系统一样，环境的可持续性及稳定性
依赖于其所需资源供应情况，正如电力、石油、天然气、水及财富在现实世界是稀缺而重要的资
源一样，计算机算力则是计算机世界里稀缺而十分重要的资源。
3) 市场:
在数字世界中，我们所说的稀缺必要资源是具有高效性及可靠性的分布式计算机处理能力，当今
世界对处理能力有巨大的需求，现代生活中几乎所有事物都需要用到计算机算力进行加工处理。
而在目前市场体制下，算力及其需求是无法被有效地传递及满足的，同时也没有有效的金融解决
方案配套。
4) 解决方案:
Gaimin.io 并没有通过花费数十亿美元建立专用的算力工厂来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访
问游戏玩家社区的主机，并征用社区内空闲的处理器资源并给予其一定的奖励回馈，即通过高速
互联网连接全球游戏玩家社区里的 13 亿个处理器，并互联网进行算力资源的聚合，然后用于满
足当前或未来的任何有利可图的处理能力需求项目。
5) 总结:
在全球对大规模处理能力的需求在快速增长的背景下，Gaimin.io 项目连接了全球范围内的 GPU
并成为全球最大的的 GPU 算力供应商，这种处理能力来自于全球游戏玩家社区的 13 亿台游戏
PC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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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世界上的算力快被用完了”
2018 年 1 月 23 日，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
发表讲话时表示“世界上的算力资源快被用完了”。

来自 BBC: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42797846

萨蒂亚·纳德拉还特地指出 AI(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需要大量的算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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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因为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正在加速步向一个更加数字化的未来，计
算机算力资源将成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值资源。
以下是一些正在进入到我们 日常生活的新技术，这些技术无一例外都需要大量的计算机算力：
●
●
●
●
●
●
●
●
●
●
●
●

人工智能技术(及其所有分支技术)
区块链技术(用于确认及验证交易)
CGI & 3D 建模及渲染，视频转码和编辑以及图像处理
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及最新的混合现实)
全息影像技术
“大数据”技术，数据挖矿及处理技术
云挖矿技术
3D 打印技术
IoT，即物联网技术
机器人处理自动化技术(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高级科学计算模拟技术(Advanced scientific computing simulations)
PaaS,Iaas 及超级计算机租赁中的托管及运行服务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已经用尽算力资源，那上述技术得需要多少额外的算力补充才能继续开展。
将计算机算力资源外包已不再是新鲜事。
以线上营销及电子商务为例，许多行业已经习惯将计算机算力外包并支付高昂的费用。
中小型企业及电子商务公司通常上每月支付数千美元购买算力资源(及数据储存空间)，用于保障
其网站正常运行，并提供电子邮件服务(用于发布新闻信息)，分析软件等等服务，这些都是计算
机算力密集型的服务。
与此同时，算力租赁的需求与日俱增。
那么我们要从哪里找来这么多算力，并满足现在及未来日益增长的显著算力需求?
我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请阅读以下内容...
目前全球拥有 13 亿 PC 游戏玩家，其中大约有 4 亿部游戏主机装备了较为高端的 GPU(用于 PC
游戏的图形处理卡，即显卡)。
这些显卡拥有如此强大的处理能力，Nvidia 的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ensen Huang 将其显
卡描述为“超级计算机”，他说道
“每个玩家都拥有一部超级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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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种高性能 GPU 的成本为 500 美元及以上。
这意味着全球游戏玩家社区，拥有大约价值 2000 亿美元的高性能计算机硬件，而这些硬件平均
每天的休眠时间超过 20 小时。
据我们的研究，这将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未有效利用的计算机算力源。
游戏玩家可以通过加入我们的“算力资源供应网络”并获得奖励，在这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网络
中，通过我们的游戏开发商合作伙伴，他们可使用代币购买市场中或游戏内的游戏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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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计算机算力=高价值商品”
通过整合利用全球游戏玩家社区的休眠计算机算力资源，创造世界上最强大的去中心化超级计算
机。

任务:
“游戏玩家的算力货币化”
成为计算机算力界的"Uber"，将游戏玩家空闲的高性能计算机资源数字货币化（即贡献算力并获
得代币回报），并给予其一定的奖励，用于提高其游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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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览: 游戏产业
“世界上最大娱乐产业”

●

游戏是一种全球化现象，在全世界有超过 100 个国家都有关于游戏的重要活动及赛事。

●

游戏是一个产值达到 1380 亿美元，也全球最大的娱乐市场，全球范围内 1/3 的人口是游
戏玩家。

●

根据 Newzoo 统计数据显示，消费者投入到游戏中的消费增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因
为游戏已成为世界正迅速成为世界头号消遣娱乐方式。

●

电子竞技(职业游戏)预计未来将成为排名第一的娱乐项目，目前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了
33%。

●

VR 和 AR 游戏将在四五年之内大规模普及，这将推动高性能 GPU 的发展。

●

目前全球大约有 13 亿部高性能游戏 PC，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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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览:
Gaimin.io 软件平台设计用于聚合来自于世界各地用户 GPU(显卡)的大量闲置处理计算能力(哈希
算力)，并直接导向潜在的货币化途径，主要是包括以下两种途径：
-

确认及验证区块链交易(区块链挖矿)
CGI 渲染

用户(游戏玩家)将其自有的 PC 算力连接到“Gaimin.io 算力供应网络”，并获得 GMRX 即
Gaimin.io 原生区块链代币作为奖励，这种代币可以供用户在 Gaimin.io 社区中与其他用户进行交
易(买卖与租赁)，也可在 Gaimin.io 市场中购买数字游戏资产。
为了更好地进行软件开发，并进行目前的 Alpha 阶段测试，及获得使用真实数据进行平台测试，
开发团队目前将专注于区块链挖矿，以实现代币发行。
Gaimin.io 将通过 100 个用户的 Alpha 测试对 Gaimin.io 概念进行全面的测试，测试将提供足够有
效的真实数据，可用于验证项目概念的可行性。
(注:Alpha 测试报告将添加到本白皮书中作为附录)。
本章节的剩余部分将专门用来介绍用户如何通过提供算力进行区块链挖矿，并从中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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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细节:第一阶段
“通过区块链挖矿完成货币发行”
1) 为什么专注于区块链挖矿?
区块链发展状态及指标
●

2009: 比特币(世界上第一种区块链技术应用)，一种使用密码学技术进行连接并提供安全
性保障机制的区块链应用。

●

挖矿是区块链上验证和确认交易的过程。

●

在使用工作量证明机制的区块链中，给予算力提供者的奖励是代币。

●

没有矿工，就不存在区块链(区块链需要验证和确认交易并将交易广播到区块链中的过
程)。

●

成为一名持续有效的矿工，需要拥有高度的技术知识及能力，还需要有持续管理、维护及
升级的能力。

●

目前市场中大约有 900 种可供 GPU 挖矿的加密货币。

●

200 万亿美元的全球资产中的一小部分将流入到区块链生态系统中，这将创造出对区块链
矿工的需求。

●

10 家主要公司中有 6 家已经参与到区块链浪潮中：三星，甲骨文，微软，沃尔玛，维
萨，雀巢，摩根大通，亚马逊等(IBM 现在有超过 1000 名员工致力于开发其区块链产
品)。

●

全球各地政府对区块链技术越来越高的接受度。

●

制度性基础设施等机构也开始接纳区块链(CBOE ETF，BAKKT，纳斯达克，摩根大通交
易柜台等表明主流投资者的开始采用)。

●

“区块链技术可能是下个十年最大机遇"，纳斯达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Bob Greifeld 如此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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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链矿工的需求量十分巨大，而且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大规模应用，预计其需求将继续加
速增长。

2) 为什么专注于玩家用户?
就如上所述，游戏产业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娱乐产业，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个市场将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
除了游戏产业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之外，游戏玩家也是 Gaimin.io 平台的理想目标用户。
下面是这么说的原因:
●

得益于其高性能的消费级 CPU 及 GPU，消费级游戏电脑在运算密码学问题时提供了非常
高的性能表现，这使得其成为数百种加密货币挖矿的理想选择。

●

在线游戏本质上是一种社交活动，游戏玩家之间通过专用聊天平台实现高度连接，玩家同
时是一个在社交媒体具有较高活跃度的群体，加上玩家的社区意识，这可以使得流行的游
戏体验以迅猛的速度增长，同时也给我们平台一个以病毒式增长的发展机会。

●

PC 游戏玩家是一个十分精通技术的群体，可以完全理解数字货币、情感货币及其通缩特
性等数字资产的相关概念。在加密货币的用户与游戏玩家的人口结构中，也出现了相当大
一部分重叠。

●

是所有线上新鲜事物的首批用户：游戏玩家社区先于世界其他用户群体 10 年接受情感货
币、在线黄金，加密货币，游戏内购资产和其他数字资产。通常上游戏行业是区块链技术
应用主要领域之一，因此游戏玩家将可能是领先的区块链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先锋军。

3) 为什么玩家会选择 Gaimin.io 平台?
Gaimin.io 平台为游戏玩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即玩家如何获得提高自己
游戏体验的资金。平台可以免费下载、安装及使用，用户永远都不需要为此支付一分钱。
值得一提的是，系统拥有一项订阅费用，但其只对赚取到奖励的用户生效，这笔费用只占其奖励
的一小部分，并且将自动从玩家的钱包中自动扣去 GMRX 代币，除此之外，这个平台可完全免费
使用。

玩家们的一个“大问题”：
-

游戏是一项成本昂贵的爱好，其与生俱来的淘汰性质决定了玩家必须不断地升级其硬件及
软件系统，购置新游戏及游戏内的项目购买也是一个持续性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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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成本包括游戏 PC 及其配件，游戏和游戏相关的成本，一个典型的游戏 PC 搭建就可
能花费高达 2000 美元，这还不包括持续的游戏内项目购买成本。

Gaimin.io 给玩家提供的解决方案:
游戏玩家拥有极其强大且高价值的计算机算力资源，而这些资源通常都处于闲置状态，Gaimin.io
平台允许玩家在这些资源时闲置，通过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对这些资源进行货币化。
-

玩家投入大量资金购买 GPU“芯片”，并驱动其昂贵的游戏电脑。 然而，即使是忠实的
“Fortnite”玩家也往往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将其强大的游戏电脑闲置，这意味着这
些这些拥有大量算力资源诸如 GPU 处理能力的计算机，其实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被闲置
了，这为被动货币化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

通过高速的互联网连接，游戏玩家的 PC 的算力资源可以轻松快速地聚合到"Gaimin.io 算
力资源供应网络"，以准备好进行资源货币化。

-

Gaimin.io 可以在 GPU 闲置时将其运算能力货币化，同时不影响游戏性能，并以
Gaimin.io 原生 GMRX 代币的形式奖励给该游戏玩家，该代币可直接在游戏中，内置的虚
拟市场和在线社区购买物品等。

-

通过 Gaimin.io 的"网络扩展计划"推荐系统，游戏玩家可以通过聊天，社交媒体以及各大
游戏频道，将我们的项目推荐给其他用户，并获得所推荐的任何人贡献的算力的一个永久
10%的算力贡献奖励。此外，推荐超过 10 名用户，玩家将获得上述奖励标准的双倍奖
励。

-

游戏玩家不需要任何知识储备或持续跟进，而只需下载并安装 Gaimin.io 平台并分享给朋
友们！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A.I.人工智能系统将处理所有货币化事务。

-

当软件检测玩家的 GPU 空闲时，软件将自动启动，并将其算力资源导向"Gaimin.io 算力
资源供应网络"；当玩家需要 GPU 资源进行游戏时，软件将自动断开并进入睡眠状态，因
此当玩家在游戏时，软件将不会影响玩家设备的性能。

-

桌面软件通过"功能挖矿"鼓励玩家在离开 PC 时将其打开，功能挖矿包括关于视觉目标的
应用(可从市场购买，实现需要一定时间)，以及游戏性(即刻满足)奖励，这两项策略在游
戏产业中的应用均取得巨大的成功。

-

Gaimin.io 软件不会对用户的电脑进行超频或执行类似的操作，比起游玩任何一款流行游
戏，超频可能会给用户的电脑硬件带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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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aimin.io 区块链挖矿软件平台

加密货币挖矿的大问题
-

加密货币挖矿比较复杂，需要储备广泛的知识且需具较强的学习能力。

-

一般地讲，用户必须自行决定使用哪个软件，选择哪个矿池，并为每个矿池设置挖矿账户
及配置文件，还需决定挖哪种加密货币，下载多个安全钱包，保持其更新并及时备份，更
重要的是要学习如如何安全地保管私钥，管理及维护矿机，当然，做完这些工作之后，他
们仍然受限于自身的算力贡献。

-

以上因素使得加密货币挖矿对普通游戏玩家来说并不具有吸引力。

-

对于主流市场来说，加密货币挖矿仍然过于复杂难以接受，这也使得拥有超级算力的矿工
可以使算力过度集中化，当算力遭到个人或组织的恶意运用时，可发起 51%攻击，其将危
及到整个区块链的安全。.

-

工作量证明机制(PoW)的区块链的真正优势，在于其唯一地依赖于分布式的挖矿，区块链
上的节点/区块越多，它就越强大。 然而，由于大型挖矿机构的庞大算力资源的存在，使
得 PoW 模式的挖矿现也变得过度集中。如果某个大型矿场或某中一组矿工串通并有效地
“掌控”区块链中超过 51％的区块，他们就可以完全接管整个区块链，这是非常可怕的
情况。市场现在趋于整合的趋势明显，且少数矿工产生影响的危险真实存在，此前已有一
些案例研究，其中出现过整个区块链被接管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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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 挖矿过度集中化是当前危及区块链生态系统的主要问题之一，在真正的解决方案到
来之前，我们将维持现在的做法。

Gaimin.io 的加密货币挖矿解决方案
-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简单地下载并安装下一代软件，软件经完全的预配置，A.I.人工智
能系统将自动管理一切事务。

-

矿池自动化选择，挖矿币种自动化选择，自动切换为稳定的货币(以避免加密货币价值波
动)，以及持续的自动化管理等功能。

-

平台的“机器学习规则引擎”将自动监控可能影响加密货币盈利能力的所有相关因素(包
括算力难度，价格，市场深度等)，并确保将算力导向最有利可图的加密货币，游戏玩家
无需自行管理。

-

网络扩展计划允许玩家推荐其他玩家加入，并扩展其算力超过自身的贡献值。

-

挖矿奖励以 Gaimin.io 原生 GMRX 代币的形式发放给游戏玩家，玩家可直接用于购买数字
游戏资产。

-

挖矿过程也被游戏化，我们将在游戏玩家达到指定的挖矿里程碑时给予其一定的游戏内物
品或其他数字资产的“空投”奖励。

-

这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自动化的分布式区块链挖矿网络，由游戏发烧级硬件及 A.I.授权
软件驱动，此外，该网络将为自己的正常运行级升级维护提供动力。

-

为了解决算力过度集中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吸引更多的分散矿工参与到整个挖矿生态系统
中，由于 Gaimin 软件具有真正意义的全球化性质，其解决方案使得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
矿工均能加入到挖矿当中，因此，这种挖矿模式不受到某个个人或团体的控制，也不限于
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管辖，这是通过 Gaimin 利用全球游戏 PC 打造的下一代挖矿软件实现
的，通过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亿台游戏 PC 连接起来并运用工作量证明模式的挖矿，
Gaimin 能够确保其存在过度集中化问题将成为过去。

-

通过将这些数以亿计游戏 PC 的未利用算力资源组合起来，Gaimin 网络可以有效地进行挖
矿，为多个区块链提供验证交易及安全保护功能，从而有效地提高区块链生态系统的安全
性。

-

Gaimin.io 软件平台允许这 13 亿强大的游戏 PC 进行主流区块链挖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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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平台由下列元素组成:
1. “区块链挖矿软件”
(a) 适配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桌面软件即用户钱包
(b) Gaimin 管理平台可用于处理算力资源聚合及其管理
(c) 区块链挖矿应用程序，拥有“机器学习”规则引擎。
2. 手机端 App 提供移动式管理功能 (Android/IOS)
3. 挖矿进程管理，自动切换到更加稳定的币种。
4. 网络扩展计划(NEP)即内置的推广系统
5. 在线社区及市场
6. 集成区块链技术
关键产品特征:
GPU 算力资源聚合，区块链挖矿软件及管理模块
-

-

Windows 系统下其极简单的下载及安装流程
已完全预配置，无需繁琐的配置过程
Windows 登入时自动运行
自动运行及休眠，不影响游戏体验
完整版的“机器学习规则引擎”驱动最优的加密货币挖矿流程，监控所有可能影响到挖矿
的因素(算法难度，收益，市场深度，是否可用 GPU 挖矿，挖矿矿池等)，并始终确保进
行最有利可图的币种挖矿，全算法挖矿选项提供了更多的挖矿可能性，当然挖矿流程是持
续的，源源不断的。
后台背景处理过程，挖矿无缝切换到稳定的币种(SC)。
后台背景处理将给予用户一定的 GMRX 代币作为奖励(以当前稳定 SC/GMRX 的转换
率)。
自动更新功能。
搭载防火墙，具有防病毒功能。
安全特性，网站下载需授权。
需接受条款与条件(合法性)。
界面视觉效果具有吸引力，符合大部分游戏玩家用户的审美。
功能性挖矿，可视化的游戏资产目标及预计的实现时间。
游戏化的奖励及距离(挖掘时间，算力，NEP 奖励)
账号部分，提供完整的用户数据信息(包括姓名，邮箱地址，手机号码，Insta，discord，
拥有的游戏，PC 及硬件信息等等)
消息推送通知功能
内置分享功能(Discord, Skype, Whatsapp, Telegram, Instagram)
内建钱包功能，用于交易 GMRX 及其他资产的储存
无缝集成的社区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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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端 App (Android/IOS)
-

允许用户登录到账号并访问所有账号信息
整合社区和市场功能，允许用户进行买卖交易或租赁行为
具有与网站类似的操作界面
支持快速分享网络扩展计划的相关推广内容
挖矿网络的图形化界面
功能挖矿的图形化界面
无缝整合钱包功能，支持所有交易类型

已挖代币自动转化为稳定币种流程
-

通过使用交易 API 在后台自动将已挖代币自动为稳定币种代币
稳定代币储存于公司钱包中
用户交换其稳定代币，并得到 GMRX 代币奖励
对用户来说，他们最终只见到钱包中的 GMRX 代币，一切在后台无缝进行

网络扩展计划(NEP)即内置的推广系统
-

可进行简易快速的挖矿网络推广及扩展
为个人用户提供快速增加其算力贡献率及奖励的机会
用户最高可赚取其营销用户的 10%的算力，共有 3 个等级
营销 10 名新用户等于新增 1 个额外的 GPU 设备，100 名用户则等于 10 个额外的 GPU
设备
软件提供了一个可视化的矿工 NEP 网络界面
(TBD) 比较容易达成，每月最低算力贡献要求只要求“活跃用户”(TEB)即可

在线社区及市场
-

GMRX 加密货币驱动，基于区块技术，用户可以花费代币用于购买游戏项目的数字市
场。
大量的应用，创造了对 GRMX 代币的需求。
完全由智能合约技术驱动。
社区及市场共同运作。
提供点对点交易(用户对用户)，可进行数字游戏资产的买/卖/租赁。
允许直接从 Gaimin.io 购买 GMRX 代币。
允许 Gaimin.io 和合作伙伴之间进行数字游戏资产交易。
多种社区互动，用户挑战，比赛，大奖，锦标赛，社交证明，活动，游戏，奖励。
所有交易使用 GMRX 代币作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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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强大的力量可建立起客户忠诚，提高用户的忠诚度并创造巨大的品牌价值及知名度。
社区可以为计划拉赞助电子竞技团队奠定基础，以供其建立自己的团队品牌及声望。

EOS 区块链技术整合
-

Gaimin.io 的 GMRX 代币已经在 EOS 公链上成功发行
EOS 区块链以及原生 GMRX 代币驱动交易的进行
EOS 区块链将作为交易账本的载体
其他有关信息，请参阅“为什么选择 EOS 区块链”和“EOS 区块链整合与详尽的
Gaimin 区块链设计”

当前的软件开发状态
截至目前，软件（a）和（b）已经开发到 Alpha 阶段，并在遍布 12 个国家的 100 名用户中展开
了一个广泛的 Alpha 的测试。
其测试结果及结论充分验证了 Gaimin.io 的概念和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注:Alpha 测试报告将添加到本白皮书中作为附录)。
以下是用户软件和管理平台的一些屏幕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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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主界面

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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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Gaimin

帮助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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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

5. 技术说明
由于游戏社区的分散化分布及人口数量规模庞大的特征，Gaimin.io 从基础便开始为未来的大规模
应用作相应的设计优化，考虑到这一方面，我们关注的主要因素包括可靠性，速度，可扩展性，
安全性，储存效率及数据吞吐效率以及未来第一阶段的区块链挖矿的应用能力(未来的用途包括
CGI 渲染以及其他依赖 GPU 计算的处理流程)。
下列注释仅仅只是对项目所使用的一些技术信息和关键技术的简要概述，有关的详细技术细节及
产品更新动态，敬请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了解。
桌面应用技术
-

所选用的件开发语言: Java 8
软件框架: JavaFX & Spring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8,8.5,10

区块链挖矿中选用的第三方软件:
-

XMR-Stak 用于 Monero 挖矿
Ethminer 用于 Ethereum 挖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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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发进程采用 OOP（面向对象编程）法则进行管理。
数据库选用及其原因?
-

数据库: Postgresql 10
原因: PostgreSQL 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大量数据

GUI/WEB 技术
-

Angular 7 - 前端框架
Angular Material 7.1 – UI 框架
Angular Animations 7.1 – 用于制作动画
Angular Http 7.1 – 用于 HTTP 访问请求
Angular Router 7.1 – 提供路由功能
Ag-grid 18.1.2 – 用于创建数据库
AngularFontAwesome 3.1.2 – 用于制作矢量图标
Angular2-chartjs 0.5.1 – 用于制作表格
CoinAddressValidator 1.0.4 – 用于验证钱包
FontAwesome 4.7.0 - 用于制作矢量图标
Ngx-perfect-scrollbar 6.2.0 – 用于自定义浏览器显示条
Node-sass 4.10 – CSS 预处理程序
TSLint 5.9.1 – 代码验证
Typescript 3.1.6 – 核心语言

项目开发进程采用 OOP（面向对象编程）法则进行管理，能够轻松配置组件及其重用。
服务器
- 采用 Google 云平台架构
- 服务器操作系统为 Ubuntu 18.04
- 服务器由 Java 语言编写（Spring Boot 框架）
- 隐藏的虚拟网络，访问其内部资源需使用内部 VPN
- CI/CD 系统，Jenkins/GitLab，其允许在一分钟内应用相关变更操作
- 当需要时，可启用 Kubernetes 及其相互协同运作的 Docker 容器
- 所有版本的程序均储存于一个私密的注册 Docker 容器中
- Prometheus/Grafana 提供实时监控，可直接向系统管理员发送警报
智能合约技术
-

应用 EOS 的区块链技术
开发语言为 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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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WASM 目标编译器
将使用 EOSIO.CDT 作为额外的开发工具链
使用 cleos 及 jungle testnet 进行测试
可能使用 docker 用于数据储存

区块链安全性
-

为了给我们的“智能合约”系统增添不同的元素，我们使用 RPC API 和 Wallet RPC
API。
该 API 调用将被签名，因此具备与 ssh 一样安全性。
我们将搭建自己的 EOS 节点，使得我们能够在服务器与区块链之间的进行一个更安全的
数据传输。
为了避免合约中的安全漏洞，我们将使用诸如“QuillAudits”这样的智能合约审查程序来
查找安全漏洞。
我们同时提供了一个“断路开关”，可在智能合约出现问题时紧急关闭合约。

选择挖矿算法
-

-

由于不同的硬件在不同的挖矿算法上有不同的性能表现，因此为指定的硬件找到最佳性能
表现的算法（或挖矿币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i）首先是算力速率，我们通过运行一个简短的性能测试对其进行测量，在更换硬件或更
新较大版本变动的驱动程序更新后必需重新运行测试。
（ii）第二方面是挖矿币种的相对价格，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们需要调用多个交易所的
API，实时跟踪各个币种的价格、交易量及市场深度等。
运用用“大数据”技术，系统将收集所有有用数据，并使用专有算法将运算并实时决策最
佳的币种选择。
将决策结果推送到桌面应用程序。

关于数字游戏资产(DGA)
交易
-

游戏发行公司与数字游戏资产市场的整合，将允许用户使用 GMRX 代币来购买，出售甚
至租赁数字游戏资产。
资产将存储在 Gaimin GMRX 钱包中。
所有交易将通过 GMRX 代币进行，使得社区和市场达到了高度整合。
以及更多技术细节。

交易时将订单分割为几个订单，以减轻及分散交易风险。
首要规则是兑换成稳定代币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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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简单的 API 调用实现，不需要智能合约介入。
服务器将与几个流行交易所（诸如 Binance）搭建连接，然后在需要时发起交易申请。
交易的金额必需基于我们的服务用户进行计算。
交易 API 连接同时需要协助系统进行挖矿币种选择的决策。

6. 为什么选择 EOS 区块链
选择 EOS 区块链的原因
-

非常适合游戏
Gaimin.io 的未来计划包括创建数字游戏资产，这使得 EOS 的特性非常适合当前及未来的
需求

-

极高的交易速度及较好的扩展性
以下图像来自于 https://blocktivity.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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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免费的交易费用
与以太坊不一样的是,在 EOS 区块链中,用户使用智能合约无需支付费用,相反,您必须
stake(可理解为锁定或担保)部分 EOS 才能获得带宽、CPU 及储存空间资源。

EOS 部署
在 EOS 部署一个智能合约，您需要购买 RAM 即内存，一个典型的智能合约需要 1MB 的
RAM 或更多，在撰写本文时，其价格大约为 120EOS 即 600 美元。

使用 EOS 运行程序
在 EOS 体系中，每个用户账户都需要支付费用给开发者，应用开发者以支付创建账户的
名义向新注册用户收取一定的费用，尽管相比之下，创建一个新的区块链账户的费用仍然
是微不足道的。
EOS 与以太网的不同之处在于，EOS 中实际上不需要花费任何东西来运行 dApp，您只需
要对其进行 stake(可理解为锁定或担保)操作，当你完成 dApp 使用后，其会自动返回到您
手上。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方案，尽管您需要购买代币进行 stake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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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大的社区
EOS 拥有全球性的社区，全球范围内拥有一批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年轻技术开发人员
组成的开发团队。

-

灵活性
EOS 最大的突出的一个方面即是其灵活性，及其优秀的进化能力。

-

资金充沛
block.one 价值达到 120 亿美元，而 EOS 区块链中融资金额最大的项目。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au/commonwealth-banks-chief-financial-officer-has-resigned-2018-5)

-

DPoS 即股权授权证明(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这是 gamin.io 所需要的技术。

-

简便的账户恢复(种子密语)
一般情况下每个 EOS 账户均拥有三个特殊权限：拥有者权限(Owner)，管理者权限
(Active)和恢复者权限(Recovery)，您可以选择资金新的朋友或家人赋予其恢复者权限，
如果同时有两个账户申请恢复权限则可以执行恢复者权限，可以让您找回丢失的账户。
只要您指定一些朋友和家人，只要您相信其会在您丢失密匙的情况下将其归还给您，那您
就永远都无需担心被锁定，这可以通过 EOSIO 区块链上的授权延迟和延期交易功能来实
现。 而这对于作为用户的游戏玩家来说，是非常理想的。

-

您可以给账户命名
EOS 用户可以给账户进行命名，取代一串复杂的数字账户名，游戏玩家应该非常喜欢这
个功能。

-

自治化管理
EOS 拥有资金的链上治理机构，由 21 个超级节点运营，其通过通货膨胀来支付运营，维
护和网络安保的费用。

-

易于我们开发者使用
为目前和未来的设计工作提供巨大的灵活性

-

与 OCI 的关系
GGaimin.io 整个开发团队已访问过位于美国的 OCI(Object Computing 公司)，并向其概述
了我们的区块链整合计划：
OCI 工程师 Phil Mesnier: Principal 及 EOS 部分核心开发者的专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2LLWEWSL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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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OS 背后的 Dan Larimer 及 Block.one
EOS 是 Dan Larimer 的第三个主要区块链项目，由 Block.one 的团队打造，虽然 Dan 的
早期项目 Bitshares 和 Steem 市值排名都是前 50 位，但 EOS 常年位居前五，市值令人印
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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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模式:
多个利润来源渠道
Gaimin.io 采用的是 Uber 的模式，即在特定行业里将供求联系起来的平台，在这种模式中，供应
算力成为了一种高价值的商品。这种商业模式已经经过多种行业的测试，例如出行共享的 Uber，
旅宿的 Airbnb 以及自由职业者的 TaskRabbit。
通过将分散的稳定的算力连接到有大量算力需求的地方（从区块链交易验证起），Gaimin.io 有能
力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通过达成这些目标，Gaimin.io 每月份均可以拥有多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如下：
1) 月度订阅费用
初始阶段的 Gaimin.io 的商业模式是一个基于订阅服务的应用程序（SaaS）。
Gaimin.io 规定每月将以 GMRX 代币的形式收取每个“活跃用户”一个名义月度订阅费（最高 10
美元）。

注:“活动用户”定义是每天收入超过 1 美元的用户。
对于每天平均收入低于 1 美元的目标 KPI 用户，则可以收取一个较低的月度订阅费用，如果落实
这一费用，则预计该费用不会高于用户整体收益的 33％。
我们将永远都不会要求用户输入付款信息（Visa，Paypal 等），因为订阅款项是自动从 GMRX
代币奖励中扣去，因此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用户实际上不必从自己钱包中支付任何订阅费用。
很明显，如果一个用户没有赚到钱，他就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该软件是提
供给玩家免费下载、安装及使用。
打个比方：以 Netflix 的订阅为例，当用户观看广告或让其他人尝试时，用户则永远不必付钱也同
时赚不了钱！

注：所有奖励和订阅付款始终使用 GMRX 代币进行，请知悉整个 Gaimin.io 系统是 100％由
GMRX 代币驱动，所有用户都需要使用我们的 GMRX 代币才能获得使用平台，社区和市场的访
问权限。

Gaimin.io 项目白皮书 第 28 页 ，共 63 页

2) 市场中数字资产销售
以 GMRX 代币为基础的 Gaimin.io 商业模式创造了极具购买力的游戏玩家群体，并通过我们的社
区及市场平台为其消费提供途径。
因此，这是 Gaimin.io 商业模式的一个重要部分，(i)为销售数字游戏资产制定关键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ii)开发和销售 Gaimin.io 所有的开发的数字游戏资产，游戏及其补充产品给游戏玩家群。
3) 市场交易手续费用
社区和市场中的所有交易都使用 GMRX 代币进行交易，这会产生一个微小的交易费用。
4) 总网络算力的一个百分比
Gaimin.io 明白社区的重要性，并将设置一个固定百分比(预计为 10%)总算力收益提成，并将该收
入专项用于社区发展，并以被动货币化的形式奖励或空投到社区内的用户。
5) 矿池费用
为了尽最大可能地提高区块链挖矿的收益，Gaimin.io 计划将建立自己的矿池，由于矿工数量众
多，预计该矿池将成为主要的矿池，超级矿工（非 Gaimin.io 用户的大型矿工）如欲加入 ，则必
须以 GMRX 代币为媒介支付一定的授权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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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关系:
区块链挖矿软件及数字货币资产交易所
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一种游戏玩家之间"端对端"的解决方案，并以被动的形式将游戏玩家的算力资
源货币化，然后用加密货币的形式给予奖励，代币可用于提高其游戏体验，在软件继承的数字资
产市场及市区中进行消费。
1) 区块链挖矿服务/软件
无论是竞争对手的产品方面，或就算力的供需情况而言，目前区块链挖矿行业的竞争尚属微弱。
由于区块链的当前需求，按照目前的竞争对手的解决方案数量，市场仍然需要更多的解决方案以
尽可能地为 PoW 挖矿提供多样化的优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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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玩家并不是加密货币矿工。
此外，目前地挖矿软件要求矿工具备专业知识及优秀的学习能力，此类软件也更倾向于喜欢自己
动手，能够自给自足的用户，此类用户更喜欢建立起自己独有的挖矿解决方案，这显然与
Gaimin.io 专门针对游戏玩家的解决方案不同，而且，Gaimin.io 提供的是免费的解决方案。

2) 数字货币资产交易所
Gaimin.io 的一个竞争优势是其是一种资源货币化的挖矿软件应用程序，Gaimin.io 提供了一站式
的服务可以满足用户关于加密货币的一切需求，即从区块链挖矿中他们可以获得 GMRX 代币，使
用 GMRX 代币可以购买其他加密货币或者通过市场将其出售，这一切都是 Gaimin.io 平台及社区
提供的令人舒适的体验。
游戏玩家长期使用 Gaimin.io 挖矿程序并对其产生信任，不太可能会转向他们不熟悉的其他市场
或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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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多数市场都声称具有全球范围的影响力，但在最后他们只关注北美和西欧市场。而
Gaimin.io 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用户群，这将使 Gaimin.io 可以在竞争对手
尚未开发的市场上建立业务并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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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
GMRX 代币
GMRX 是一种代币，主要功能是作为数字货币在 Gaimin.io 和其他相关平台上使用，并作为交易
的唯一交易媒介。
1) 代币主要参数
-

总代币供应量固定为: 5,000,000,000
通过代币销售活动出售的代币总量 (20%): 1,000,000,000
初始代币销售价格: $0.10 美元 / 代币

Gaimin 将通过数轮的公开或线下私密的代币销售活动吸引更多投资者，详情仍有待确定。
项目融资下限: 1000 万美元
项目融资上限: 10000 万美元
2) 代币分配规则

值得指出的几项关键要素为
(i)分配给公司的 30%款项将作为资金储备，以在出现不良的市场环境之需或用于平衡整个 GMRX
生态系统，并且
(ii)分配给“Kickstart 项目”的 30%款项将用于协助 Gaimin.io 社区启动并活跃社区氛围的长期忠实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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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创始人分配 15%的资金，顾问及种子投资者将取 5%，这两个群体都有较大的投资，
因此可获得代币分配。
余下的 20％是投资者和大众通过代币销售活动购买的。

3) 资金使用分配

Gaimin.io 项目白皮书 第 34 页 ，共 63 页

为了确保能给用户提供持续的高质量产品，并有效拓展全球用户群及建立全球化品牌，软件开发
及市场营销将占用 50％的资金；其他开销，运营和团队成本将占用 25％的资本，以维持日常运
营和需求；余下 25%资金将用于全球社区的发展。

管理/运营/团队
我们将从欧洲总部基地开始，然后在亚洲建立起完整的分支机构，其次是美国，以下是完整的成
本计算：
- 欧洲总部办公室建立
- 亚洲基地办公室建立(大型游戏中心)
- 美国基地办公室建立
- 旅行支出，活动，沙龙等
- 员工成本，工资，员工调动 (例如软件开发者)
- 招募顶尖人才
- IT，技术基础设施，硬件和设备
- 培训及教育
- 聘请外部人员
- 奖学金及当地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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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开发
我们的软件以模块化的形式进行设计，其中我们的融资目前最低下限即涵盖了从所有测试模块
（到 Alpha 及 Beta）到可发行的完整 MVP 产品，进一步的融资及持续的收入情况决定我们进行
下一步发展的进度，完整的成本计算如下：
-

网站用户管理区域和在线账户部分
软件测试（alpha，beta）
挖矿模块开发（正在进行）
AI 功能开发（正在进行）
NEP 功能开发
手机端应用
区块链技术开发/整合（建设及维护中）
相关价值转换模型的开发
社区和市场软件开发
语言翻译
AI，机器学习，进化
游戏部门（开发游戏内资产和游戏）
服务器和其他线上服务基本费用
项目研究与开发
超级计算机服务调查/研发
附加服务调查/研发（存储等）

销售及市场营销
营销部分的预算将根据下述营销计划章节中描述的计划进行使用。
法律/法规/合规
这些资金用于确保 Gaimin.io 能够满足所有基本法律的要求，以便在合规的法律体制和基础上开
展运营活动。完整的成本计算过程如下：
-

公司架构及其合法性
ICO/IEO/区块链监管
IP 保护
商标
软件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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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
Gaimin.io 充分意识到在社区建设中，建立用户忠诚度，客户留存，品牌识别和品牌声誉方面的重
要性，因此我们将投入大部分资金用于社区的持续开发和维护，投入资金用途包括：
-

社区及市场的开发及份额增长
内部排名，大奖，赛事，奖励
合作伙伴及联盟合作
每种语言的管理员及版主
社交媒体及社区管理人
影响力者
营销活动及赞助活动
电子竞技团队

4) 创造可持续需求，GMRX 代币的使用案例
以下是计划为 GMRX 代币使用的应用程序，这将帮助总体提升 GMRX 代币的使用率，效率以及
使用需求。
1. Gaimin 挖矿软件采用独有的支付方式为其月度订阅付款
2. 独有的支付方式供 Gaimin 社区和市场使用，玩家可以通过该支付方式进行数字商品的买
卖以及租赁活动(此外所有 Gaimin 智能合约将仅通过 GMRX 代币执行)
3. 希望加入 Gaimin 矿池的矿工需通过这一独有的支付方式支付费用
5) 代币市场保护
为了帮助维持稳定的代币价格，Gaimin 将采用一系列技术措施，以保证代币的安全，并帮助代币
抵御与其他代币同样面临的严峻的市场条件及市场环境。
投资者行为限制
为了防止恶意有害的市场策略行为，每个投资者将有一定百分比的代币将被锁定，诸如大量买入
或者大量抛售的策略将会危害到代币的稳定性。
转归期(vestment period)
所有持有代币的创始人，团队成员和早期种子投资者，将服从转归期管理，其中创始人将持有代
币总数量的 15％。所有转归操作都将通过智能合约进行，这确保创始人不会做出有悖公司的行
为，因为这样做将从财务上违背其最佳利益，这等同于获得了创始人的长期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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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顾问团也同时纳入转归期管理，以确保其持续的贡献及积极的参与，并确保他们不会
牺牲公司利益或其他公司相关利益换取个人利益。
代币储备
Gaimin.io 公司将持有占代币总数量 30％的代币作为货币储备，以纠正可能威胁到 GMRX 代币系
统稳定性的外部市场条件或环境。在市场条件必要的情况下，该储备可以部分或全部发行，以刺
激 GMRX 代币经济。
KYC & AML(认识你的客户及反洗钱)
为了供 Gaimin.io 确认是否有投资 Gaimin.io 资格并获得 GMRX 代币，每个投资者，无论是个人
还是机构，都将接受严格的 KYC 和 AML 流程认证。Gaimin.io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或接受
任何遭受限制的个人或组织，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的投资，这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未通过 KYC
或 AML 筛选，提供错误，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或以其他方式试图规避筛查的个人或组织，或向
Gaimin.io，其利益相关者或任何其他个人展示任何恶意行为或信息的个人，组织或实体。
代币需求
我们将通过 Gaimin.io 软件应用程序的游戏及对持有 GMRX 代币的用户发放奖励的方式，来创造
及维持一个稳定的 GMRX 代币的需求。
与此同时，GMRX 代币作为 Gaimin.io 挖矿软件程序(月度订阅费用)的专有支付工具，以及作为
Gaimin.io 社区中智能合约的专有支付工具，也作为社区及市场中数字游戏资产的专有支付工具，
还有矿工加入 Gaimin.io 所有矿池也需要使用 GMRX 代币作为支付媒介。
7) 代币流动示意图
下图为代币经济流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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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计划:
简单，强大，整合的营销策略
简单的概览
多种渠道获客的能力为 Gaimin.io 提供了一个简单而强大的整体营销计划。此外，针对游戏玩家
的营销具有特定的优势：
-

游戏玩家包括在线玩家或离线玩家均容易定位，且成本低廉。

-

有特定的社交媒体频道，网站和论坛，允许直接接触目标玩家群体（包括 Instagram，
Twitch，Youtube 的游戏频道）。

-

在游戏界中，病毒式营销是一种普遍而易于被接受的方式，游戏玩家是有史以来与这种营
销模式联系最紧密的群体，而且早已习惯了这种营销模式。

-

游戏名人拥有大量忠实的粉丝，并对各种营销活动持开放态度。

详尽的内容
Gaimin.io 已经确定了三个对公司成功至关重要的关键细分市场：
1. 投资者
2. 终端用户即游戏玩家
3. 加密货币或区块链技术爱好者
这三个群体都在 Gaimin.io 的融资活动以及发展进程中发扮演一个重要的关键角色，他们确保了
Gaimin.io 软件平台及应用程序的持续应用和成功，从而确保了 GMRX 代币的需求、健康以及成
功。
虽然 Gaimin.io 的主体位于欧洲，但是将在全球范围内运营，我们将特别关注亚洲主要加密货币
市场和游戏市场，我们将在全球范围内的每个细分市场活动，同时将特别关注英语市场以外的主
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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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利益
为了在三个主要细分市场建立知名度，Gaimin.io 将开展/使用以下活动/工具：
网络扩展计划即内置的推广系统
空投活动
投资者和顾问支持
社交媒体营销
相关内容或材料
公共关系
a. 媒体关系
b. 名人关系
c. 社区关系
7. 社区发展
8. 数字广告
a. 搜索引擎营销活动（搜索和显示）
b. 搜索引擎优化营销活动
c. 私人网络营销活动（搜索和显示）
d. 再营销/重定向营销活动（搜索和展示）
e. 公共和私人网络上的视频营销
f. 直接营销（例如电子邮件）
9. 赞助活动(例如电子竞技团队赞助)
10. 活动(例如游戏大赛促销活动)
1.
2.
3.
4.
5.
6.

Gaimin.io 将广泛地开展上述活动，通过多个触点，在全球范围内精准营销所有关键细分市场，每
项活动都可以长期举行或增加场次，以支持营销活动的不同阶段，即无论我们不仅可以进行第一
次营销用户，也可再次营销，留存用户甚至发展用户成为我们的忠实拥簇。
意愿/应用
为了在三个主要细分市场中寻求应用，Gaimin.io 将开展/使用以下活动/工具：
-

免费游戏（免费使用）
产品质量保证
产品不断改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结果
促销活动和限时优惠/折扣
封闭和公开的 Alpha 和 Beta 测试阶段
Gaimin.io 软件应用程序的游戏化特征
全球性的开放交易的 GMRX 代币
通过 GMRX 代币在 Gaimin.io 及相关平台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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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游戏（免费使用）
软件本身将会为那些还在犹豫的用户消除任何入门障碍，即软件无需用户提供信用卡或 PayPal
支付信息，此外，Gaimin.io 将专注于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确保 Gaimin.io 超越所有竞争对手的
产品，以保证所有用户都会喜欢我们的产品。再一次，以上要点中的每一点都可以长期地持续进
行，以确保用户不仅是体验我们的产品，而且是可以一直使用，并成为 Gaimin.io 软件的忠实活
跃用户。
忠实粉丝
为了将活跃用户转变为 Gaimin 的忠实粉丝，Gaimin.io 将开展/使用以下活动/工具：
-

产品质量
网络扩展计划
游戏化及奖励

将忠诚用户转变为拥簇者是每个品牌的终极目标，Gaimin.io 将通过持续的软件更新来保持卓越的
产品质量，及网络扩展计划，以及 Gaimin.io 软件的游戏化特征以及对忠诚活跃用户的奖励来实
现这一目标。
总结
通过在所有 Gaimin.io 渠道中整合所有这些努力的成果，Gaimin 将能够在产品和公司的短期和长
期的生命周期里，经济意义上地、高效的及有效地到达其特定市场目标。
此外，公司每项活动都致力于与用户建立高质量的关系，以确保一个长期且健康的客户生命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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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
里程碑与目标
2018 里程碑已达成: 基本概念验证及公司成立
●
●
●
●
●
●

公司成立：英国及瑞士楚格的加密货币谷
团队，合作伙伴以及战略顾问就位（游戏，营销，监管，区块链）
互联网内容（网站，社交媒体等）
初始文件（资金使用计划，白皮书初稿，营销计划等）
软件开发：计划 Alpha 测试
用户需求确认：马德里的游戏周

2019 Q1 – 目标:
●
●
●
●

根据 2018 年情况更新文档
私募融资活动
继续并扩展 Alpha 测试，达 100 名用户
根据 Alpha 反馈更新软件

2019 Q2 – 目标:
●
●
●
●

完成 Alpha 测试并生成详尽的报告
继续私募融资
准备开始 IEO
在 EOS 平台发行 GMRX 代币

2019 Q3 – 目标:
●
●
●

计划并开始封闭/公开的软件 beta 测试
进行积极的公关活动，空投，社区建设，社交媒体的内容发布
在交易所通过代币销售进行融资

2019 Q4 – 目标:
●
●
●
●

在交易所通过代币销售进行融资
扩展运营，为项目的启动，扩展，用户入门做好准备
合作伙伴及盟友计划
完成 MVP 产品阶段并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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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
创始人及核心成员
关于更详尽的合作伙伴及盟友的相关信息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查看 https://gaimin.io/

创始人
创始人之间已经相互认识超过 15 年以上，他们的团队曾在不同大洲的几个国家生活和工作过，
在解决难题及创造新解决方案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Martin Speight - 联合创始人 / CEO
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和商业战略顾问，拥有超过 28 年的营销及销售经
验，同时是一家专业的在线营销咨询公司的创始人。拥有互联网初创公司合作
开发系统和流程经验以实现增长规划的特定经验。

Clive Aroskin - 联合创始人 / COO
是一名运营和物流方面的专家，拥有丰富的初创企业启动经验，同时具备广泛
营销推广的专业知识，以及社区发展和活动策划管理能力。

Calvin Adamus - 联合创始人 / CPO
是一名拥有特定产品知识的 Gaimin 创始人，也是一名资深战略顾问，社区建
设和推广项目专家，拥有从概念发展到现实的丰富经验，精通多国语言，热爱
环球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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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Faridani - 联合创始人 / CMO
加拿大最大的本地数字机构创始人，专注于在线营销广告，品牌塑造和社交媒
体，拥有超过 18 年的丰富经验，同时在员工管理，商务流程，系统的扩展和
开发方面拥有大量的经验。

Robert van Schaik - 联合创始人 / CFO
拥有 30 年的商务组建及管理经验，成功地创立多家在线商业业务，是一名专
注于科技及区块链技术领域的初创企业投资者。

Buki Ben Natan - 联合创始人 / CTO
拥有丰富的区块链技术知识和，熟悉 IT 产品开发中各个方面，在大数据技术
及人工智能学习技术方面已累计大量经验。

核心成员
Roman Golovakha – VP 产品开发
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及软件架构师，拥有从概念到产品超过 18 年的开发经验，
同时也是一名区块链专家。作为一名专业玩家，拥有超过 15 年的开发技能，
在娱乐、银行及电视领域为许多初创企业及老牌企业提供过移动手机应用，网
站以及云解决方案。

Shaun Martelly - CIO
是一名公共关系，市场营销，公开演讲方面的专家，并成功为几家初创科技公
司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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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erley Warburton - 品牌和社区顾问
是一名品牌塑造专家，也是一名游戏性极游戏玩家社区顾问，在直销的开发及
执行拥有 25 年以上的经验，善于执行运营策略并推动国际化业务扩张。

Enrique Santos – 市场分析师
是一名从业 19 年的股市技术分析师，曾撰写 4 本基于艾略特波浪理论和斐波
纳契模式模型的分析型书籍。利用围绕技术分析的基于人类行为模式的稳定交
易系统，并专注进行货币和指数期货的交易。

Miguel Ferrero - CGO
是一名来自西班牙市场的游戏顾问，是游戏行业专家、虚拟现实专家，西班牙
游戏以及虚拟现实/虚拟现实业务公司的创始人、业务导师、团队建设教练、
游戏和竞赛活动组织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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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Alpha 测试报告”
详尽的 Gaimin.io Alpha 测试报告，由 100 名用户完成并附
带测试结论
简介

在开始之前，这里有一个非技术性的软件开发概述，这将有助于我们确定我们在软件开发进程中
所处的阶段或位置。
软件在达到可投放到市场的版本之前，会经历数个不同的设计阶段，第一个可发行的版本通常被
称为“最小化可行产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 MVP）。
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软件的开发阶段可能包括以下部分或全部阶段：
●
●
●
●
●
●

功能需求书(FRDs)
软件设计书(SDDs)
原型软件初始模型的内部测试
Alpha 测试
Beta 测试
最小化可行产品(MVP)

软件的 MVP 版本通常软件的“版本 1.0”，它可以正常地运行但任未具备所有功能，有些功能只
会在后续的更新升级中添加。

ALPHA 测试时期
●
●
●
●

我们平台的 Alpha 测试开始于 2018 年 7 月
并于 2019 年 4 月结束 Alpha 测试
这是一个长达 8 个月时间的测试，其中包括 2 个月的准备以及完整的 6 个月测试时间
其中包括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基本上是内部初始原型的准备工作
● 第二阶段向外部用户（朋友、家人、顾问、游戏玩家社区名人、游戏玩家）开放，
参与人数超过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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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试期间，我们收集了所有达成初始测试目标所需的数据，并充分验证了我们的软件平台功能
以及我们的整体概念和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ALPHA 测试目标
Alpha 测试的主要目标是设计和开发原型软件，使其正常运行，并生成必要的数据，以让我们进
行商业模式的“概念验证”。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想法”，相反的我们能够清晰地展示项目的可行性，并非常清
晰地给出一个将产品发展到 MVP 版本路线图。
详细的 Alpha 测试目标:
●

从基础构建一个全新的软件平台，其将允许我们在一个“工作量证明”（PoW）机制的区
块链（区块链挖矿）上验证和确认区块链交易，并给予相关用户奖励。

●

使软件与当前流行的相关矿池，相关算法以及所有相关流程适配。

●

锁定即将进行挖矿的三种不同加密货币及两种算法，并使用它们产生实际的挖矿奖励。

●

识别下载和安装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包括防火墙和防病毒的问题），识别存在崩溃的情
况，查找（并解决）尽可能多的漏洞，并生成暂时“缺失”的功能以及早期版本所需的用
户功能的列表。

●

发展出一套用户入门的流程，尽可能为用户提供流畅的下载，安装和配置体验。

●

开始制定 Beta 测试的各项参数，Beta 将是下一个重要的测试阶段。

●

通过外部提供的数据及信息，加入 Alpha 阶段未包含的其他功能，并完成功能需求文件的
最终版本撰写。

●

确保软件编码能力够满足聚合分散的 GPU 算力的需求，该特征届时将用于数个方面的用
途（如 CGI 渲染等），通过确保 GPU 算力整合的货币化功能的正常运行，可为我们的商
业模式提供可行证明。

●

确保软件平台允许在未来加入或整合其他规划的功能或模块，包括我们的机器学习引擎，
网络扩展计划，稳定代币挖矿自动切换功能，市场和社区，以及完整的区块链整合计划。

●

继续扩展测试范围，以包括招募足够多的用户，提供包括地理位置，互联网连接速度，
GPU，CPU 版本及 Widonws 操作系统的差异化样本，以便我们对平台进行可靠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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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并收集足够的数据（用户挖矿收益数据），以供我们在用户个人层面以及加入网络扩
展计划（NEP）后精准地模拟收益情况，以证明我们的商业模式对于个人用户及公司自身
存在可行性。

●

注：我们设置了一个每天 1 美元的收益 KPI，并将满足该条件地用户归类为“活跃用
户”，我们的目的是证明我们可以达到该 KPI 标准。

●

提供真实的测试数据，通过选择更有利可图的加密货币进行挖矿，验证我们的人工智能处
理的概念（自动识别最有利可图地币种并分配算力进行挖矿），使得用户获得最大化整体
收益。

●

为了证明平台在测试期间可以在不包括 NEP 推广佣金，以及杠杆化代币购买算力的情况
下正常地运行，其他 GPU 算力使用诸如 CGI 渲染拥有更高的收益。在我们开始测试之
前，加密货币的挖矿收益已经下降并保持低位，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够利用我们的机器
学习引擎，帮助我们选择收益最大化的代币进行挖矿 ，以最大化地取得挖矿收益。

初始阶段用户奖励条件
●

为了让我们的开发人员能够有足够的自由进行软件的开发，现阶段我们将根据 Alpha 测试
人员使用平台的时间长度进行奖励，而不是算力的贡献率。

●

现测试阶段，Alpha 测试人员代币奖励与实现的挖矿奖励之间没有确切的关联性。 实际
上，我们实际上只将已聚合的用户算力的一小部分导向区块链网络进行挖矿，现在阶段大
部分算力都需要用于平台的测试开发。

●

在 Alpha 测试的任何阶段，我们都将尽最大可能性地提高挖矿收益，但这不是一项目标。

●

同时我们也暂无让软件平台执行任何其他的功能(诸如 CGI 渲染)，我们对 Alpha 测试中的
区块链挖矿进行了限制。

用户参与
●

总共有来自 12 个国家或地区的超过 100 名用户参加了我们的官方 Alpha 测试，这了帮助
我们达成了拥有足够广泛的测试数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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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们规划，这给我们提供了测试不同计算机的机会，其具有不同地理位置，互联网连
接速度，GPU，CPU 版本及 Widonws 操作系统版本(以及不同的 Windows 更新版本)等
等。

BUGS
●

现阶段，用户通过平台内置的报告系统或手动报告的形式，累计共上报 203 个 bug，目前
所有 bug 的问题均已得到解决。

挖矿算法及加密货币挖矿
●

我们成功测试了两种主要的区块链挖掘算法（ethash 及 ryptonight）。

●

我们成功地进行了三种加密货币的挖矿，包括以太坊（ETH）、Monero（XMR）和
Dubaicoin（DBIX），后两者基本上都是 ETH 的克隆版本。

●

我们选择 ETH 和 DBIX 作为对比，显示尽管使用相同的算法以及相同的算力资源进行挖
矿的情况下，仍存在收益差异性的情况，尽管每个不同的加密货币币种，都有其影响用户
挖矿回报的因素（矿工竞争、挖矿难度、币种价格等）。

●

在 Alpha 测试期间，我们模仿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引擎）整合到平台中后将自动执行的
操作，手动地进行挖矿币种的切换。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证明算力导向不同币种进行挖矿
后，挖矿奖励（以美元为单位）存在差异性（在本案例中仅为 3），从而有效地证明我们
的人工智能引擎可以有效地提供区块链挖矿的收益。

区块链挖矿奖励
●

尽管我们没有进行 Alpha 中的最大化区块链挖矿收益的测试，但提供足够的实操数据是我
们的要求之一，以供我们计算准确的模拟收益。

●

在我们的测试中（尝试获得最大化收益），每小时最佳收益是基于普通的 1060/1070 显卡
（挖矿算力速率约 15/20MH/s）在最优币种 DBIX 的矿中，取得 0.0516 美元/每小时的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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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当我们提取所有数据时，每个币种的每小时挖矿收益波动较大，大致如下：:
- Monero (XMR) 平均每小时 0.03 美元（包含数据可能不足）
- Ethereum (ETH)平均每小时 0.0218 美元
- DubaiCoin (DBIX) 平均每小时 0.0516 美元

能源消耗
预估的 Gaimin 运行每小时所需的能源消耗
决定游戏 PC 运行的电力成本包括许多因素，本章计算旨于提供合理的平均数值，因全球各个国
家或地区的情况不一致，所以很难可以提供一个精确的计算（根据 NewZoo 的游戏产业研究显示
游戏行业在 100 多个国家或地区中占据重要位置）。

来源: Newzoo

影响电力能源成本的因素（每千瓦时的价格）包括但不限于：
●
●
●
●
●

区位：国家和州或省
电力服务提供商
环境温度决定散热的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设备置于寒冷的房间里，实际上可以降低散
热成本）
季节因素（价格可能因月份而异）
时间因素（夜晚时间通常比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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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指定地区的能源供求情况，在需求高峰时期，供应商倾向提高价格；需求低峰期，则倾向
降低价格
供应商的能源类型和能源变化
天气状况变化
政府政策变动
PC，CPU，GPU 等型号，显示器屏幕尺寸，风扇类型和数量，以及其规格型号等
后台应用程序可能影响能源消耗（防病毒扫描程序等）
PC 负面操作或使用：诸如超频（我们不建议这样做）
良好的 PC 使用情况：始终保持 PC 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
PC 散热系统类型？包括是否采用液冷或其他先进散热技术

根据以下链接中的研究内容，并与我们 Alpha 测试中的用户配置文件中（确定地理位置及 PC 规
格/1060/1070 显卡）的数据匹配，我们得出了一个运行 Gaimin 平台每小时的平均电力成本约为
0.034 美元（即 3.4 美分）。

参考内容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ectricity_pricing
https://sites.google.com/site/evanmillsresearch/home/projects/gaming
https://www.pcgamer.com/how-much-power-does-my-pc-use/
https://www.pcmag.com/feature/365866/how-much-electricity-does-your-pc-consume/5
https://forums.moneysavingexpert.com/showthread.php?t=5675867
https://www.reddit.com/r/pcgaming/comments/9k08h9/how_much_does_a_gaming_pc_add_to_your_electric/
https://www.eia.gov/energyexplained/index.php?page=electricity_factors_affecting_prices

(另外请参阅我们的 C.O.O.个人的情况以及他的个人统计数据)

基础盈利能力
●

根据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验证区块链挖矿的平均收益，我们使用最有利可图的三个币种
进行挖矿，收益为每小时 0.0516 美元

●

电力成本大约为每小时 0.034 美元

●

因此对于拥有 1060 或 1070 显卡 GPU 的用户来说，其平均的收益水平大约为每小时
0.0176 美元（使用 DBIX 代币进行挖矿）

●

如果我们使用 ETH 或 XMR 挖矿，则这两个币种的挖矿将出现略微亏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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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据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对应时期的区块链挖矿情况，符合我们的结果预期。 之前与
我们谈过的大多数矿工都在这段时间内都进行了挖矿测试，证实了这些结果都是非常典型
的。

如何达成 1 美元每天的用户 KPI？
1)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截图来源于 https://whattomine.com/

正如我们能看到的以上测试结果，区块链挖矿能够取得收益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选择正确的挖矿
币种。
用户可以在“WhatToMine.com/coins”网页中选中自己的显卡类型，输入电费成本，便可快速地
预估挖矿的收益。
可以看到计算结果非常戏剧性，差异能达到几倍。
我们的测试结果显示，比起将算力导向 ETH，将同样的算力导向 DBIX，我们能获得 237%多余
的收益（在同样的算力资源，使用同样算法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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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在 2017 年末期开始研究区块链挖矿这一概念时就预测到这一点，也正是这个想法，让我
们形成了 Gaimin 的概念。
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有很多因素会决定加密货币的盈利能力，我们的目标是开发 A.I.技术，让
其自动权衡这些因素，并能够在不同的加密货币中实现自动挖矿切换，使得我们能够最大化收
益，同时平衡所有因素。
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三种币种中，通过手动的操作产生 237％的额外利润，那么显然我们的 AI，可
以使用机器学习能力，确保我们获得一个稳定且显着更高的收益，而不是继续使用传统的挖矿手
段（手动选择币种然后祈祷能获得高收益！）。
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我们只是简单地手动选择挖矿币种，而我们的 A.I.系统将自动选择，而且
是从数百种币种中挑出最优选择，而不是跟我们一样只是从三种币种中作选择。

测试结论：我们的机器学习引擎被证实在挖矿币种选择中起作用，并且比起传统的加密货
币挖矿能够产生高达几倍的挖矿收益。
2) 网络扩展计划 (NEP)
在加密货币的挖矿中，一个限制因素是您可以提供进行挖矿的哈希算力总量。
通常情况下，矿工需要投入更多矿机来提高他们的算力规模，从而提高挖矿的总收益。
然而这样做，都会继续推高矿工的投资成本，新添置的设备也将继续推高电力能源成本，这使得
挖矿在过去的一年中其实变得异常艰难，因为挖矿的收益下降了。
而我们的目标，在真正的“分布式区块链逻辑思维”下焕发的“网络扩展计划”，一个简单的用
户推广系统，允许用户把平台推荐给朋友们，从而分发朋友增额的 GPU 算力，而用户将永远地
获得所转介而来用户的算力的 10%。
请知悉，您无需支付所转介朋友增额算力部分的电力成本费用。
您可以观看这个 1 分钟模拟视频 ，了解组合了 NEP 系统之后的模拟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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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 组合后模拟收益情况示意图
我们收集测试期间的实际数据，并以此进行了以下计算。

您可以看到，一组 150 名用户的推广用户，每天只需要进行 4 小时的挖矿，推广人就可以获得
3.22 美元的奖励。
现实中，一个 150 人的网络扩展计划真的可以实现吗？
答案是可以的，当你参考游戏行业的各项数字后，你会发现没有其他行业能与这么多人口产生关
联，因此我们认为 150 人是一个非常容易实现的目标（这在马德里的游戏周活动中已被证实，参
见以下评论）。
我们预计将会有很多用户将达成数倍于这个数字的成绩，但是即便用户只达到了目标的 30%，也
依然会给出一个 1 美元/天的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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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NEP 为我们的用户展示了一个提供了拥有“完美矿机”的机会，即您可以在无需投
资任何硬件，无需付出任何电力能源成本的情况，提高挖矿算力功率，再加上我们的 A.I.
系统将自动地将这些算力导向最有利可图的币种进行挖矿，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提供给我
们的用户们，综合来看，其确实一部“完美的区块链矿机”。
3) 区块链挖矿奖励的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 Alpha 测试进行时正处于“加密货币界寒冬”，当时区块链挖矿的收益非
常低，因此有成千上万的矿机因亏损而关机。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设法盈利。
下图展示了来自 CoinMarketCap.com 的图表，显示了加密市场近几年的总市值变化曲线图，其
中红色框表示我们的 Alpha 测试期。
显然，我们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进行了测试，坦白地说这更好，因为如果我们的产品能在如此
困难的时期发挥作用并盈利，这说明未来它的表现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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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到 2018 年初期间，整个加密货币市值达到顶峰，挖矿行业也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回报，
事实上，在那时不需要怎么努力就可以达到 1 美元/天的收益！

结论: 虽然我们无法预测市场未来的增长，当然我们也不会尝试去预测，但我们完全相信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仍然处于初始起步阶段，随着近期市场情绪的回暖及加密货币价格的上
涨，我们相信挖矿盈利也会同时上涨。
4) 杠杆化的购买力
区块链技术和游戏产业的似乎注定未来要一起成长。
事实上，在游戏开发和游戏资产所有权方面，游戏开始走向一个拥有区块链技术的未来，这意味
着我们完美定位于这两个行业之间。
游戏公司完全应用区块链支付方式现在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下是一些文章的链接，提供与此相
关的信息：
- https://coinjournal.net/guest-post-5-ways-blockchain-will-transform-the-gaming-industry/
- https://forbes.com/sites/darrynpollock/2019/05/06/blockchain-technology-can-give-billion-dollar-gaming-industry
- https://blockonomi.com/blockchain-games/

以下内容引用自最后一篇文章：
"对游戏来说，加密货币技术最明显的优势之一就是其快速及安全的支付网络，在电子竞

技特别中加密货币支付优势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可以创造原生的游戏内代币，并推动
无缝交易及去中心化交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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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同时“杠杆化购买力”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将代币奖励给我们的用户，他们可以使用这些代币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上，用于购买数字游戏
资产。
这些数字资产拥有巨大的利润空间，以金额 2 至 20 美元的价格出售数字游戏资产为例子，其生
产成本大多只有几美分。
这是 Epic Games 与其 Fortnite 取得非凡成功的关键：首先免费赠送游戏给用户，然后在游戏中
向用户出售利润非常高的游戏内购项目，（通过出售高利润的游戏内购项目，Fortnite 仅在第一
年就创造了超过惊人的 10 亿美元的收入）。

结论: 因为我们可以构建或低于其零售价格的途径获得数字游戏资产，而且我们有机会将
其部分或全部差异传递给我们的用户，这从而给他们的购买力加了杠杆（有时候可能达到
了数倍）。但这些没有包含在本报告的计算中，另外请知悉，这是存在可能性的，因为我
们正在处理数字游戏资产的事务，而我们的用户大多是游戏玩家。
5) 其他用途 (CGI 渲染作为例子)
本白皮书专注于研究区块链挖矿收益上，但在未来，对我们公司而言，挖矿很可能会变成最低效
的算力利用案例。
这也是我们想要确保我们的概念可以与区块链挖矿协作的愿意之一。
原因很简单：

“如果我们能够以每天 1 美元的价格并通过区块链挖矿完成这项工作，那么想象一下，在
加密货币市场行情低迷时，我们可以开展更多有益的令人兴奋的任务时，比如 CGI 渲
染！”
CGI 即为“电脑合成图像”，如果没有拥有巨大的处理能力的计算机将图像渲染成电影，就不可
能有玩具总动员或阿凡达等出色的电影。在阿凡达的案例中，他们使用了 40000 个处理器。
试想一下我们可以从我们 13 亿部 PC 组成的游戏玩家社区中调用 4 亿部装备高性能 GPU 的高性
能 PC，您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生产规模多大的算力并将其租赁出去，然后将奖励分配给用户。

结论: 目前暂时没有办法估算 CGI 渲染可获得多少的额外收入，但是我们的首席运营官的
例子中，他获得了每小时 25.42 美元的高额回报！无论真实数据如何，就目前来讲，其收
益将远远高于区块链挖矿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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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我们的首席运营官的真实案例
我们的首席运营官 Clive Aroskin，在 Alpha 测试阶段之外进行了自己的个人测试。 以下是他在其
CGI 渲染盈利性实验中的个人测试结果。
来自 COO Clive Aroskin 的测试报告:
“作为公司 COO，我当时决定使用我们的 Gaimin 软件，测试其真实的电费成本，考虑到这一
点，我购买了一台配备 GeForce GTX 1080 GI 显卡的 14 个月的二手游戏机，该机配备水冷散热
系统，16Gb 内存，1000 瓦电源适配器及一颗 Intel Core i7 4.2GHz CPU 处理器。”
“在 90 天的时间里，我选择性使用电脑，常规性地使用电脑，没有运行特别的应用程序，处理
电子表格，文档和演示文稿等，此外还播放电影或下载音乐和视频，同时运行 Gaimin 软件。”
“在此时期，我都使用现有的数字仪表统计电量，该数字仪表是几年前经公用事业公司安装和校
准的。“
“自 2015 年以来我一直在监控公寓的日常用电量情况，因此需要详细了解使用情况，使用成本
和变化情况等，在过去的 18 个月中，平均每日消费电量每天 5.5 至 7.0 个单位。“
“日常正常地使用游戏电脑，则每天的使用量上升了 2 个单位；如果运行 Gaimin 软件并正常地
使用电脑，则平均每天的消费量会上升到 12 到 14 个单位，意味着每天增加了 4.5 到 5 个单位的
用电量。“
“在成本为 13.43p/kWh 的情况下，使得整个 24 小时增加了 67.15p/天，即每月约 20 英镑的成
本（以英镑为单位计算，换算为美元，则平均运行成本为每小时 0.0355 美元）“

Bulb 电费 2018 年 12 月 https://bulb.co.uk/tar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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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使用我们 DBIX 挖矿的每小时收益数据，并适配 Clive 的 1080 显卡的数据，这将使
得 Clive 获得一个每小时 0.039 美元的利润收入。
CGI 渲染研究
“近期，我也决定个人尝试一次渲染一个 5 分钟的动画进行实验，该文件由本地图形工作室提
供，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这次加上我另外一套电脑系统，其与我的游戏计算机具有完全相同的 GPU，内存，CPU 和电
源供应系统，该文件在 5 小时内渲染完毕，总计处理时长 10 个小时。”
“现实场景中的收费实际上是 200 英镑，这意味着每部机器都获得 100 英镑的收入，合计每小时
20 英镑的收入（约合 25.42 美元/小时）。”
“这表明当我们开始运用 Gaimin.io 用户聚合 GPU 算力来完成此类项目时，CGI 渲染比块链挖矿
确实要更有利可图得多。”
“我们目前正在与当地的大学进行讨论，这所大学拥有 70 台符合游戏主机规格的电脑，属于一
个电脑游戏创作部门。”
“Gaimin.io 正在寻求机会与其共同设立一个合资企业，利用 Gaimin.io 平台为当地图形工作室提
供动画，建筑模型以及 CGI 格式等 3-5 分钟动画短片处理服务。“
“此外，我们还联系了一家大型电影制作工作室，我们期望他们能为 Gaimin.io 提供项目，并可
能与大学的合作项目一起进行实验。”
“目前关于这些合作的讨论仍在进行中，但是，由于 gaimin.io 全球性分布式的商业模式，工作室
表示对未来合作感兴趣。“
“对于所有电影工作室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讲文件外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电影盗窃或盗版的问
题。外包文件过程中，无论是外包给单一的云服务器活着单一渲染处理工作室，都为拦截电影文
件的创造了机会窗口，这对他们以及所有电影发行商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但简而言之，我个人的体验清楚地表明了我们项目仍具有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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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游戏周活动
严格意义上讲，虽然这不是我们 Alpha 测试的组成部分，但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2018 年 10
月，Gaimin.io 在马德里游戏周活动中有一个展台，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充分了解到未来
游戏社区将如何接纳并应用我们的项目。
以下是一个 3 分钟的视频总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5EOhJzLXk

ALPHA 测试最终结论
基于我们的 Alpha 测试的结果与发现，再加上我们访问马德里游戏周所了解到的项目接受度，及
我们首席营销官 Andrew Faridani 制定的营销计划，以及来自游戏界、区块链界和商业界的总体
积极的反馈。自从我们开始 Gaimin.io 项目的 16 个月以来，我们非常自信地认为，我们能够实现
项目的各项目标及 目标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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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计划?

“Gaimin.io 提出了一个简单、有效且高效的解决方案，有效地解决了全球计算机处理
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解决了全球 13 亿多玩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支付并提高游
戏体验。”

关于 Gaimin.io 项目或 GMRX 代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
的官方网站 www.gaimin.io 或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官方群
组 t.me/officialgai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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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法律免责声明
本白皮书的目的是向希望加入 Gaimin.io 社区的潜在利益相关方提供 Gaimin.io 项目的相关信息，
其与 Gaimin.io GMRX 代币的销售活动相关联。因此，本文档中包含的信息，不应被视为全面无
遗，也不应被认定为任何合同关系的任何部分或全部，其目的是为潜在的代币购买者提供足够的
客观信息，并在其意图购买 Gaimin.io（GMRX）代币的情况下，供其决定是否对公司进行彻底调
查。 因此，本白皮书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视为招股说明书的一部分，或在任何司法管辖范围内的
任何投资请求，或招揽内购买任何证券的要约。
本文档不符合或不受任何司法管辖范围内的，旨在保护投资者的法律或法规的约束。值得一提的
是，本白皮书中包含的某些预测、声明和/或其他信息可能构成前瞻性声明，所述声明和/或信息
将带来已知或未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实际情况和/或结果与所述前
瞻性声明中暗示或传达的预测值或结果有重大差异。
任何由 Gaimin.io 或其任何子公司或合作伙伴通过直接或间接发布的内容均不应视为投资建议。
已发布的信息仅用于教育和娱乐用途。Gaimin.io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提供任何交易或投资建议。
在进行任何商业或金融交易、活动或投资之前，请与您的相关具备专业资格的专业人士进行协商
沟通，包括与上述实体或在母公司下的任何未来可能运营的实体表达、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想法
或意见相关的任何投资。Gaimin.io 无意愿表达或提供任何关于财务、法律、税务或任何其他类似
的建议和/或由 Gaimin.io 所表述的任何声明形成的任何结论，皆不应在任何司法管辖范围内被视
为构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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