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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件是一份白皮书，陈述 DarcMatter 货币（“DMC”）和 DarcMatter（“DarcMatter”，“DM” 

或母公司）目前和未来的发展情况。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将来的意图。除非另有明确规定，

否则所有功能和技术功能目前正在开发中，并未在 DM 平台上部署。  

 
DarcMatter 管理层，其员工，董事和/或分支机构对加密货币市场或其未来前景的可行性不作

任何陈述或保证。交换 DarcMatter 代币的加密货币绝不代表 DarcMatter 公司与投资人之间的

所有权股权，投资合同和/或未来合同。除非 DM  明确允许，否则 DMC 可能仅用于其他加密

货币。 任何未来的预测和预期的路线图都是预测，不应视为事实。DarcMatter 管理层，其员工，

董事和/或附属机构对这些未来预测财务或其他方面不作任何陈述或保证。  

 
本报告无意图传播给任何国家、洲或其他地区的公民或个人，因为其发行、出版和使用可能

违反了了当地的法律法规。未经 DM 的事先书面同意，本报告不得出于任何目的全部或部分重

新分发，复制或传播给任何。在某些国家，这种发行方式可能受到法律或监管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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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 

DarcMatter 是另类基金投资行业第一个真正分散的全球平台。DarcMatter 已经在全球 24 个不

同的国家使用。鉴于 DM 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该团队渴望创建涵盖尖端技术的平台

解决方案。虽然发展迅速，但另类基金领域的许多步骤仍然被视为人工的，需要众多中介机

构和服务提供商参与，为投资者和非公开另类基金的联系提供合规性，安全性和透明度。  

 

区块链和全球分类帐的功能可以将透明度和安全性带入一个从一开始就存在广泛的欺诈和不

透明的行业。此外，为了给投资者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改变和发展的监管规定只增加了另

类资产管理公司的成本负担，这使得该行业更有动力去增加管理下的资产，而不是专注于提

高投资回报。  

 

DarcMatter 的全球分类帐可以将一个由文书工作、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所定义的一个多万亿

美元的行业转变为一个以透明、安全和信任为特征的行业，这种方式以前从未见过。 

 

此外，区块链实现进入另类基金行业将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和作用，包括但不限于：  

 

• 无缝跨境投资能力 

• 文件跟踪多重共识和日志记录 

• 其他资产类别通过整个投资者垂直分布 

 

DarcMatter 团队已经运营该平台 3 年多的时间，并且已经与 150 多家基金（GP）和全球 1,300 

多家机构和投资者（LP）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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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M 货币(DMC)亮点 

 

 

 
 

2.1 全球顶级平台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温

斯顿丘吉尔· 

DarcMatter 是一个已经全面运作的全球平台，让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以透明和安全的方式获得

另类基金资产类别。 DarcMatter 的亮点包括：  

• 全球荣誉：被来自4个以上的国家授予顶级金融科技平台的称号 

• 全球投资者关系：1300 名投资者（机构，顾问和个人）使用该平台

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 庞大的全球访问：平台上有 150 多个基金，总资产超过 100 亿美元 

• 具有全球意识的团队：获奖团队和顶级投资者和顾问 

 
 

2.2 能力扩展到其他功能  

另类基金虽然庞大，但仅代表可应用该技术的行业之一。大部分行业组成部分都侧重于 P2P 类

型的支付/金融交易，或者（在另一端）企业解决方案之间的机构，如银行。DarcMatter 的

平台及其技术可以连接这两个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传统的投资银行模式已经被打破（另

类基金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散户投资者接触到最有吸引力（以前难以进入） 

的融资机会是完全可行的。  

 

2.3 透明度和安全性  

DMC（DarcMatter 货币）将使用在 NEM 区块链上本地运行的系统，并将从其许多重要特性 

（包括重要性证明）中受益。许多其他的加密货币不要求“矿工”或验证这种交易的能力，作

为社区的组成部分。其他人只能依靠用户可能拥有的股份。重要性证明（PoI）允许二者的

自然协同作用。  

 
2.4 行业变化的关键阶段  

另类基金行业在行业文化和监管负担两方面都出现了缓慢的变化。然而，这个行业已经到了 一

个关键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市场上的竞争者们需要安全无缝地相互连接，这一点变得非

常关键。大规模的欺诈，不当行为，围绕全球接入的摩擦以及不断增长的投资者池，  都在这些变化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行业已经准备好接受技术改革，以解决困扰行业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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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  

美国 71.4 万亿美元全球（2015） 

传统投资  
现金  

政府和企业债券

国家债券  

3.行业概述 

 

 
 

3.1 背景  

 
 

“他们总是说时间会改变事情，但实际上你必须自己去改变。” 

安迪•沃霍尔  

传统上，围绕由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组成的另类基金行业存在较多的负面

影响，但事实上，另类基金正在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资产类别之一。  

 
另类投资资产被粗略地定义为任何不属于传统的现金，股权或债券的资产。 因为这个术语被

用来包含奢侈品，艺术品，葡萄酒等外来资产。其中，自成立以来使用最广泛和最受追捧 的

就是另类基金资产类别。(1) 

 
 
 
 
 
 
 
 
 
 
 

投资者的财富  

到 2020 年美国 224 万亿美元 

 
 

另类资产 

分配到另类的资金

正在增加  

广泛应用于包括零售在内的所有投资者 

全球另类资金 有选择地使用，只对富有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开放 

到 2020 年  

15.3 万亿美元 世界经济论坛投资者行业 

 
从历史上看，机构投资者投资这类资产的投资集中度很高，而且也是投资者中最富有的。 这是由

于这种资产类别的天生潜在的文化色彩，以及严格的监管限制，要求这些资金非常私人 化，以换取宽松

的监管。  

然而，随着实时数据量的不断增加，投资组合建立的传统模式已经不够充分，而另类基金的纳入

对所有投资者来说都变得至关重要。这仍然面临难以进入，透明度和成本的困境，这使基金经理

和投资   者以无缝，低成本和透明的方式进行连接变得非常困难。  

 

有形投资
大宗商品房 

地 产 基础

设施  

其他投资 
艺术

文物

酒  

核心另类投资
私人平等收购

对冲基金  

风险投资  

其他另类投资  
私募基金  

私募股权房地产 

私人债务基金   

其他另类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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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另类投资 2020 年—世界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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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行业关键问题  
从历史上来看，另类投资基金行业和另类投资通常面临着许多批评和挑战，因为它的不透明、难

以进入以及合规成本一直在增加。随着它逐渐成熟，成为主要投资类别，这些问题已开始出现，

并已使该行业面临必要的变革。  

 
3.2.1 缺乏透明度  

另类基金在历史上因为缺乏透明度而声名狼藉。这主要是因为传统法规和行业特性。在创立之

初，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基金和风险资本基金等另类投资基金，被保留给最成熟、最具天赋的机构，

以及所有投资者中最富有的人。行业的不透明性造成了大量的问题，比如长期资本管理的崩溃和马多夫的

庞氏骗局。数十亿美元，甚至更多，因为不透明性而损失，并没有努力创建一个保护隐私和机密，

同时能够从宏观角度分析整个行业从而降低风险并做出明智决定的行业模式。  

 

 
 

3.2.2 复杂和不断演变的全球规则  

金融监管不断变化，全球监管规则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发展，以跟上投资者保护的要求， 

并在新金融产品衍生的过程中达到惊人的速度。然而，这些复杂而不断变化的全球监管规 则，

目前对投资者和新金融产品相互作用的方法保持不变。投资者和基金管理公司需要进行大规

模的改革，才能通过区块链进行全新的技术交流，而 DMC 将实现这一目标。  

 
 

3.2.3 完全的线下交互  

目前，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之间的所有互动中，几乎100%都是通过线下和实体文件进行的。

所有的文书工作通常都是按照特定的要求进行定制的，这些要求可能不是必要的。这些交互

的离线特性为错误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并导致了 3.2.1 节中提到不透明性的增加。  

 
3.3 未来增长  

在过去的30年里，另类投资行业已经成熟，成为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

尽管这也可能受到各种宏观因素的推动，但许多变化也源于信息和实时数据的增加，以及随

着  技术变革的出现，金融服务中创建的节点数量的激增。到2020年，全球财富估计将从今

天的150万亿美元增长到220万亿美元。随着全球财富的爆炸性增长，投资者投资组合中另类

资产的必要性和包容性也将继续增长。随着另类基金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对透明度、安全性

和合规性 的需求也会增加，这可-以通过区块链和 DMC 有效地提供。  

 
(2)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Alternative_Investments_2020_Future.pdf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Alternative_Investments_2020_Futu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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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rcMatter 平台 

世界需要更好地理解如何鼓励创新。 创新者需要做得更好。 给我签名  

罗伯特·梅特卡夫  

4.1 公司介绍                                                        

DM 平台于 2014 年成立，平台链接了 GP 与全球投资者（LP），积极筹集资金，实现无缝

连接，获取基金文件以及在线高效投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 DM 公司总

部设在纽约市，在上海，香港和韩国首尔设有办事处，区域小组与当地投资者通过平台直接接触

跨境投资机会。 DM 正在开发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以消除全球另类投资行业的不透

明和低效率。并在减少地理边界约束同时报告进程。  

 
 

4.2 荣誉和涉及  

自从 DarcMatter 推出以来，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无数的赞誉和认可。DM 的屡获殊荣的

平台技术在媒体和知名金融网络中得到了重视，DM作为关键的金融科技平台，专注于提高另类投

资的透明度。  

 
4.2.1 新闻  

关于媒体，DM 在网络和印刷出版物中都得到了认可，并获得了专栏报导，展示了管理层的领导

力。为了强调，DM 的报导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纽约金融创新展，私人财富杂志，每日金融科技，

Benzinga，财富管理网站，投资银行，金融服务，TheStreet，SeekingAlpha， 36KR，投资中国，

RIABiz 和赫芬顿邮报。  

 
 

 

4.2.2 国际测评 
 

DarcMatter 的奖项和荣誉是该团队所展示的平台技术和思想领导力的产物。DM 的技术奖项

包括:“2017 年 HFM 技术：对冲基金的最佳金融科技解决方案”，“ NextMoney 香港：最佳成

长阶段金融科技创业公司”，以及“TechCrunch 北京：全球前 15 强”。 DM还被挑选参加不同

的全球初创竞赛。其中最大的一项是由韩国科技部、信息通信技术和未来规划所选出的 

“DarcMatter”，作为全球超过 2000 名申请者的决赛选手，参加“k-创业挑战赛”，其中 DM 是

进入决赛的前四名的入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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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DarcMatter 的奖项、新闻和编辑报道的信息，请访问 DarcMatter 资源中心。  

（https://blog.darcmatter.com/）  

 

 

4.3 交易  

所有使用 DMC 交易的费用将支付给母公司 DM。每笔交易完成后，将向奇点节点(见下)提

供特定的部分，以执行交易验证，其余部分将提供给 DM 以换取特定的功能。  

交易费用(3) 成功完成投资后支付的费用  

订阅完成  订阅智能合约完成  

托管设置和释放  托管智能合同,必要时  

资本呼叫请求  资本呼叫验证和资金释放  

投资者报告基金信息  透明性报告能力  

分配和分红  多信号能力的分配和分红  

二次出售权益* 智能合约可以实现二级市场的无缝开发  

 

跟踪合同条款的变化* 
通过多重签名验证整个交互条款的变化。 即 

时验证和验收  

 

数据分析和解释* 
匿名数据提供宏观数据分析功能，并可即时  

访问统一验证信息  

*阶段 2.0 的区块链的额外功能。 

 

 

 

 

 

 

 

 

 

 

 

 
(3)目前，DarcMatter 平台的主要收费模式为 0.65％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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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管理和顾问介绍 

商业中伟大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做的。他们是由一群人来完成的。  

史蒂夫•乔布斯  

 
 

Sang Lee——首席执行官  

Sang H. Lee 是 DarcMatter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作为金融

服务和技术行业的领先先驱，Sang 曾经努力推动必要的监管变

革，以及行业买入，以实现大部分平台着陆。 Sang 已被公认为

“纽约 30 周年以下企业家”和年度“100 位优秀的企业家” 名

单之一。  

 
此外，Sang 还在金融科技领域和跨界投资的各种话题上发表国际

主题演讲，接受来自联合国、国际消费电子展、哈佛大学、布朗大学、外交关系委员会等众多的演

讲邀请。此外，他还曾在国内和国际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包括福布斯、彭博电台、私人财富杂志、企业家

杂志、CNBC、财经杂志等。  

 
曾任欧洲领先投资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的投资银行家，Sang 在咨询和执行北美地区超过 10 亿

美元的投资银行业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Sang 被认定为“全球顶级人才”，并为银行执行

委员会制定全球银行级战略项目。  

 
Natasha Bansgopaul——首席运营官  

Natasha Bansgopaul 是全球屡获殊荣的金融科技平台 DarcMatter 

（DM）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 她是 DarcMatter 和 Return 

on Change 创始团队的一员，加入公司，担任经验丰富的营销和

战略专家，在财富50强和财富100强公司的关键战略角色中，有超

过10年的领导经验。  

 
她先前在百事公司，通过新产品创新、全面的市场营销和社会媒体营销策略以及消费者洞察研

究，为发展全球10亿美元品牌提供了重要经验。她的突破性和跨职能的合作项目赢得了各种奖

项和赞誉，包括公司的“压碎罐”奖，以提高品牌的市场份额与竞争。  

 
她拥有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市场营销，企业家和战略领导力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且是该大

学的2010年布顿·沃勒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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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stantin(斯坦)，首席技术官  

Stan 是 DarcMatter 的首席技术官，并于2013年加入管理团队。他是

Return on Change 和 DarcMatter 创始团队的成员。Stan是科技领域的 

先行者，他早期建构了前沿科技和包括区块链在内的平台。作为一名工

程师，斯坦在 20 岁时获得了信息学硕士学位。他的事业起步较早， 有 

17 年的商业软件开发经验。他从 2000 年早期的 Windows API 开发开

始，后来又开始从事移动、服务器和前端开发，业务涉及银行、  

金融技术、交易、电子商务、制造业、云服务、专业服务等垂直领域。作为区块链运动的积极参与   

者，Stan将领导DarMatter升级平台。  

作为 DarcMatter 的一部分，Stan 管理着 DarcMatter 的基辅办事处，该办事处利用最新的技术

构建了一个高度可扩展的平台。这个产品使 DarcMatter 在 2017 年的 HFM 美国对冲基金技术

大奖中赢得了“小型和启动资金最佳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奖。  

 

 

5.1 投资者和顾问4 

 
DarcMatter 拥有来自世界顶级机构的顶级投资者和顾问团队，其中包括： 

 

  
 

  

 

 
  

 
 

麦冈(Mark Mai)——OKCOIN 的联合创始人和风险投资公司的创始人  

Mark 是 OKCoin 的联合创始人，OKCoin 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加密

货币交易所之一。随后，Mark 和传奇的风险投资家 Tim Drape，于 

2005 年创立了VenturesLab，这是中国第一个互联网企业孵化器。他在 

21 世纪初也是硅谷 DFJ Dragon 基金的风险投资合伙人。Mark 于2003 

年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合资企业网络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社

交网络，并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Mark 被评为中国顶级天使投资

人，并于 2013 年共同创办中国青年天使投资者协会（CYAIA），并

担任现任总裁。 CYAIA 现在是中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天使投资机

                            
4
  这些代表了 DarcMatter 平台的选定投资者和顾问，并没有明确说明 DMC 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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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John Nahm- Strong Ventures 风险投资经理  

John Nahm 是 Strong Ventures 的董事总经理，联合创始人和管理合伙

人。这是一家韩国首尔，洛杉矶和江南首尔设有办事处的种子基金，

主要支持和资助韩国的初创公司和美国的亚裔创始人。他曾是韩国领

先的密码货币交易所 Korbit 的早期投资者，也是韩国最大的“ICON ICO” 

的顾问和投资者。ICON ICO 是韩国最大的投资机构，希望能在韩国

进行“超链接”。另外，John 还是韩国首个创业加速器项目 Primer 的

创业合伙人。 

 

Gorge Sun(孙刚)  

孙刚成立并担任中国招商昆仑资本（CMK Capital）的首席执行官。

该基金为中国注资PE基金，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5亿元。孙先生成立

并担任招商昆仑资本（CMK Capital）的首席执行官， 他还是德意志

银行中国业务发展部董事总经理; 摩根士丹利执行董事，汇丰银行中

国金融机构组长。 

 

 

James Duplessie  

James 拥有超过30年的投资经验。此前，他领导 Napier Park Capital 

的特殊信用团队。在 Napier 之前，James 是花旗集团不良债务策略主

管，花旗集团收购了他的公司- Epic Asset Management。在他的职业

生涯早期，他曾担任 UBS AG 和 O'Connor＆Associates 的执行董事

和投资组合经理。James 获得了维克森林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

杜兰大学的M.B.A.和华盛顿和 Lee 大学的本科学位。 

 

Dr. Moe Levin 

Moe Levin 博士是 Keynote 的首席执行官，高科技创业公司的投资者，

以及政府、监管机构、银行和风险投资支持公司的顾问。Moe 还负

责区块链和比特币初创公司超过2.5亿美元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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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ian Lam 

Adrian 是 Workzspace.com 的创始人，在亚洲拥有1000多家服务式办

公室和共同工作空间。  他也是顶级 ICO顾问，领导  IHTcoin，

Tradehero.mobi 和 Electrify.Asia 等项目。他还是现在在澳大利亚证券

交易所（ASX）上市的 Sportshero 前首席运营官。 

 

 

Motti Peer 

Motti Peer 是 Blonde 2.0 的联合首席执行官.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联合

首席执行官，在公共关系和通信行业都有丰富的经历，熟悉创业，

营销策略，战略，数字营销和社交媒体。他是 Ono Academic 的经济

金融学专业的MBA，有强烈的创业精神。 

 

 

Mattan Lurie 

Mattan 是私募股权投资者，在亚洲一些顶级PE公司中拥有超过15年

的行业经验，涉及交易和投资者关系，其中包括复星集团（2000亿

美元联合企业），Hony Capital（150亿美元），Ally Bridge 和 CLSA。 

 

 

 

 

 

Joe Daniels (Legal Counsel) 

Joseph Daniels 是 McCarter 和英国风险资本和新兴成长型公司的联合

主席。他代表初创公司对公开持有技术、生命科学与消费品公司、

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以及投资银行参与各种种子和风险融资，

并购，IPO和其他公开发行。他经常为创业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和风

险投资基金提供咨询服务，并且领导了数百次风险和战略融资交易。 

 
 
 
 
 



Page 15 of 17  

 

 

 

Sophia Ha Ho 

Sophia 开始了她作为外部审计师的职业生涯。在过去的8年中，她一

直为顶尖的咨询和金融服务公司担任审计师和管理顾问。2012年，

她共同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向越南公司提供战略市场准入服务。 

她为各种 ICO 提供建议，比如 DarcMatter。 Sophia 学习国际商务，

是 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协会）会员。 

 

Andrew Duplessie  

Andrew 是一个数百万美元加密货币基金的董事总经理。他是 

Science-Inc.com （美元剃须俱乐部）的风险合伙人，DNA 基金顾问

（Brock Pierce），是斯坦福大学 Startx Incubator 的顾问和导师。他已

与超过15个 ICOS 合作，2017年筹集了超过10亿美元。 

 
 

 

Ceta Network  

Ceta Network 是一家全方位服务的营销公司。我们团队独特的国际传

统，加上来自苹果，Facebook，普华永道和各种创业公司的背景，将

我们公司定位为变革性技术的首要驱动力。 

 
 
 

 

F50 

F50是一个风险投资平台，可以搜索全球最杰出的公司，并将其与全

球投资者社区，特别是硅谷和中国的领先公司联系起来。F50 通过充

分利用投资者网络，企业合作伙伴和行业专家的集体智慧，确定了北

美最具前景的技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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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Jam 

eJam 是一家专注于为区块链项目提供服务的高性能营销公司。凭借

超过10年的经验和数十亿条广告，eJam 帮助区块链项目的创始人建

立社区，发展动力并在生态系统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凭借从社区

管理到直接响应领先一代的全套服务，eJam 负责繁重工作，以便可

以专注于打造一个令人惊叹的公司。 

 

Blonde 2.0 

Blonde 2.0 是全球领先的精品科技公关公司之一。自2006年以来，我

们已帮助超过1000家技术公司，如Waze，微软，Viber 等等与全球分

享他们的故事。我们还有一个名为 BlondeChain 的专用加密PR单元，

旨在满足加密公司对特定区块链需求的需求，并且在区块链公司使

用硬币PR和令牌PR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 其中包括：IOTA , Status.im, 

Black Moon, Stox, Winding Tree, Neufund, Sirin Labs, Jelurida, Zen 

Protocol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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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MA 货币(DMC) 
 
 

“一个想法的价值在于它的使用。” 

托马斯·爱迪生  

 
 

6.1 介绍                                                            

DMC 将被用于解锁和完善在 DM 分散基础设施投资完成的智能合同。通过对过时的系统进

行标记，DMC 将为整个行业带来巨大的效率和可伸缩性。  

 

基金经理在 DarcMatter 所有合同条款都存储在  智能系统根据具体指标搜 
平台上列出基金简介  DM 全球分类帐中  索匹配的投资者  

 
投资者 DMC 股份的一部分 DMnotes 创建用于托管， 投资者要求 DMC 公司查看具

作为交易支付给验证的奇点节点。 并通过 PhotonGateways 移动。体的尽职调查，但一旦投资

将注释插回托管释放并烧毁。  获得保证，投资者将返回。  

 

 
 

6.2 为什么选择 NEM 区块链？  
 

NEM 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开发团队，以及与其他许多区块链平台一样，围绕着底层技术的开

发及其有效使用而非市场营销和炒作产生的巨大前景。 NEM关注世界使用案例，以及从平台

和经济学的实际构建中产生潜在价值。  

 

此外，已经有一些重要的工作可以使 NEM 区块链以更加可扩展的方式进行访问和修改，其中

包括以太坊。 虽然这项技术非常适合安全交易（如另类投资）的平台建设，但是与收购其他

加密货币所使用的高成本相比，它在收集过程中使用的成本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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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许可区块链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加密货币，主要的区别是公有或私有区块链。DMC 将被用于一个被许可

的区块链，这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私有区块链。尽管拥有区块链的所有好处，但它也允许在一 般情况

下，可自由裁量权和隐私保护的程度。对于 DM 平台来说，这些交易很快就可以验证， 因

为验证和收集的节点是由 PoI 确定的，而对于一般公众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这将造成安

全性和隐私风险。  

 
6.4 Tachyon(5)ISC™(6) 

DarcMatter 正在其已经运营的全球平台之上设计一个由智能合约提供支持的另类基金市场交

易工具和由区块链驱动的分布式账本。这将结合基金管理、发行、报告和物流的必要实施， 目前这

些基金经理和投资者之间的效率非常低。  

 
DarcMatter 将利用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允许各方完成另类基金投资(任何发行中介机

构、基金报告机构、基金经理和/或投资者)，并能同时无缝地查看当前和历史的交易记录。  

 
这就是所谓的 Tachyon ISC™，允许所有相关方从完成到服务和二次销售另类基金投资，被记

录在区块链上并通过智能合约执行。 这提供了区块链的无缝性质，创造新的分销效率， 降低

合规成本，同时增强投资者的透明度体验（不增加成本）。  

 
Tachyon ISC™将包含三个主要组件，这些组件将彼此协同工作，为平台经理和投资者创造

一个真正分散和安全的环境(1)光子网关；(2)全球 DM 分类帐；和(3)奇点节点。  

 
6.3.1 光子(7) 网关  

光子网关允许通过奇异节点（见下文）进行即时合同验证，以便收集 DMC。 光子网关为经理

和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分散式支付方法，以便与 Tachyon ISC™进行互动。这代替了人工验证， 文

书工作和相应付款的需要，以便在各个交易对手之间来回移动。 LP 和 GP 能够以完全安全 和

透明的方式实时交互，而无需相关成本。光子网关允许基金经理和投资者之间通过  生成用于转移当

事人之间的货币价值，然后在使用时燃烧的 DM notes  进行法定或加密货币计价投资 和分配。  

 
在投资和分销过程中，法定货币将用于购买 DMC，然后在 Tachyon ISC™上交换 DMnotes。  

(5) 维基百科：速子或速子粒子是一个假设的粒子它总是比光速运动得快 
(6) 投资智能合约 
(7) 维基百科：光子是一种基本粒子，电磁场的量子包括电磁辐射如光，以及电磁力的力载体（即使当经

由虚拟粒子静态时）。然后光子具有零静止质量并在 真空中的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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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一旦合同条款得到确认和验证，DMnotes 便会在智能托管中进行交换。对于注释数

量没有限制，除了在平台上并且以 10 美元/ DMnote 标注外，不可更换。一旦投资关闭和资

助，然后被烧毁，DMnotes 将被返回。  

 
6.3.2 奇点节点  

 

为了使 DMC 的所有者和利用速子 ISC 的参与者的利益保持一致，收集只会由基于我们自

己的 PoI 系统的参与者进行。奇点节点是允许拥有至少15,000个 DMC 的用户或节点，并

且有必要的交易量来收集和验证特定的交易。随着交互速度的增加，潜在信息的复杂性也

会增加，定义可能会发生变化。网络上的参与者将有动力进一步参与利用速子 ISC 成为一

个奇点节点，并有能力进行收集和验证。  

 

奇点节点将根据其各自的“g 因子”(8)来判断，这些因素将由许多因素决定，包括从战略

概况到结果的合同复杂性映射(9），Dotson 算法，节点连接历史和其他专有机制。根据参

与方和交互的数量，DarcMatter 可能需要开发一个更高层次的节点。  

 
6.3.1  DM 全球分类帐 

DM 全球将所有的关键信息都分类，这是可供另类基金行业运作的关键信息。每个基金经理都

将在 DM 全球分类账上记录这些信息，并允许基金经理和投资者之间进行无缝的即时交互，

这有时也需要第三方。由于会计和报告系统还没有被标准化，所以需要对特定的第三方 进行必要的

工作，但是随着不断增长的报告需求也会被标准化。下面的图概括了存储在分散 的 DM 全球分类账

上的块链所存储和传输的信息。  

 
经理 投资人  

DarcMatter 前端  

Tachyon ISC 数据存储库  

第三方托管 光子网关 DM 全球分类账 奇点节点 抽象层  

许可区块链 信息验证/管理员  

 

 

 

 

 

 

(8) DarcMatter 平台上的专有重力测量由多个变量和演化算法确定。 

(9) 微软研究：合同复杂性 - 2014 年 6 月 10 日-Moshe Babaioff，Eyal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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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MC ICO 细节

世界是所有的大门，所有的机会，紧张的局势等待着被打破。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7.1 总结

10 亿 DMC —这是一个有限的供给，不会增加。

DMC ICO 50% 500,000,000 

管理储备  35% 350,000,000 

开发人员  6% 60,000,000 

种子投资者  4% 40,000,000 

公司储备  5% 50,000,000 

总计  100% 1,000,000,000 

7.2 私人预售(通过邀请)-SAFT(10) 

开放日期: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数额: 高达 10,000,000 美元

锁定: 在众包之后 1 个月

7.3 公开预售细节-SAFT(10) 

开放日期: 
数额: 

锁定: 

7.4 众包(11) 

开放日期: 

定价: 

数额: 

模式: 

2018 年 3 月 22 日或早期基于私人预

售 高达 20,000,000 美元

在众包之后 2 个月

2018 年 6 月 15 日或早期基于私人预售

($0.200)

高达 5,000,000 美元

DMC 代币

(10) http://saftproject.com/简单的未来代币协议

(11) 在该公司的自由裁量权

http://saftproj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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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交换货币的使用  
 

项目开发与研发(12) 49.04% 

平台营销和网络发展  15.00% 

ICO 的公共关系和市场营销  4.00% 

SG＆A /开销  15.00% 

种子投资者的投资* 5.00% 

法律顾问  2.00% 

法规遵从性  3.00% 

股东贷款和补偿  2.50% 

管理红利* * 2.96% 

开发人员的奖金  1.50% 

 

项目开发与研发(12) 平台营销和网络发展  

ICO 的公共关系和市场营销 SG＆A /开销  

种子投资者的投资* 法律顾问  

法规遵从性 股东贷款和补偿  

管理红利* * 开发人员的奖金  
 

*种子投资者分布将根据筹集的总额按特定百分比加以限制 

**ICO 浮动时管理层只能获得 50％的奖金  

 
 

7.6 行权计划  
 

7.6.1 管理行权计划 
1 年  2 年  3 年  

30% 30% 40% 

7.6.2 开发商行权计划 
1 年  2 年  3 年  

35% 35% 30% 

7.6.3 种子投资者行权计划 
 

1 年  2 年  3 年  

50% 25% 25% 

(12) DarcMatter 保留以其形式使用所有代币或兑换成其他货币的权利，以发展区块链技术，发展平台和全球

市场开发，以增加 DarcMatter 平台上区块链用户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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