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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广告预算 指广告方为经过验证的广告声明所支付的竞价总额。

广告购买信息 指的是广告方在分形协议中发布的信息，包括目标受众、广告方愿意付

费的指定广告行为及针对该行为的出价。一则购买信息包括以下指标：

指定动作、用户特征、竞价和广告预算。

广告声明 广告声明会展示用户执行过的指定动作，该声明会经过验证者的验证。

广告保证金 指广告方要将一部分广告预算作为保证金。

广 告 交 易 所 在广告交易所中，广告方和发行方能够进行匹配，发现最优价格，多

数交易所都有实时竞价广告拍卖，用户访问发行方网站后，会根据印

象调整价格。

广告印象 指广告单位的展示及报告。

广告网络平台 该平台集合了发行方的库存供给信息，让供需对接。“广告交易所”逐渐

取代了这一术语。

广告市场 指在线广告市场。

广告请求 指发行方向各广告交易所发送的应用程序接口调用，其中包含可售的库

存信息以及目前网站用户访问量。

广告标签 指发行方加入网页中的部分代码，用于展示剩余库存类别，供需匹配

后，会渲染广告单位，产生广告印象。

广告单位 指经过渲染的广告，例如标语横幅图片、插屏视频和全屏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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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方 通常指的是在线广告推广生态系统中的买方。在分形协议中，广告方通

过发出广告请求，从而让广告接触到目标用户。

仲裁保

证金

仲裁保证金等于竞价，在承保人提供流动性的情况下，验证者如果要验

证广告声明，需要提供仲裁保证金。

证明者

（Attester） 分形协议的参与方之一，负责验证用户数据声明，发行凭证。

竞价 指广告方愿意为经过验证的广告声明所支付的价格，是广告请求的指标

之一。

凭证 由证明者发行，用于证明用户数据声明的有效性。

需求侧平台 通过平台，广告方能够管理广告活动，从广告交易所及其他库存信息整合方

购买广告。

数据声明 该声明由用户发送给证明者，证明其数据的真实性。

数据管理平

台

该平台能够储存和管理信息，与需求侧或供给侧平台相结合，前者提供

广告购买信息，后者能放大广告请求，也能展示发行方所掌握的网络用

户信息。

FCL 分形协议原生代币

承保方 是分形协议的参与方之一，为验证者提供流动性，支付仲裁保证金。

发行方 为广告方提供其网站或者应用的广告容量信息

1 https://www.adjust.com/glossary/advertiser/
2 https://www.adjust.com/glossary/publisher/

https://www.adjust.com/glossary/advertiser/
https://www.adjust.com/glossary/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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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本白皮书中指的是分形协议

指定动作 在分形协议中， 指定动作指广告收费模式，如按展示付费

或按行为付费，是广告请求的指标之一。

供给侧平台 发行方通过该平台能够管理广告容量信息，改善其网页或应用，以供广

告方使用，这一过程最多发生在各广告交易所的实时竞价中

用户 通常指互联网服务的用户，在分型协议中，用户通过浏览器插件和数据

钱包的技术功能进行交互，发现广告方的广告后，会在协议中发出广告

声明和数据声明。

用户特征 是广告请求的指标之一，用户只有具备一定特征，才能够满足需求，让

广告方为指定动作付费。

验证者

（Verifier） 是分形协议的参与方之一，通过支付仲裁保证金，验证用户通过插件和

数据钱包发布的广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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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本白皮书介绍了分形协议，这是一个开源协议，旨在取代广告cookie，让互联网用户重新控制

自己的数据。我们希望创建一个数据共享机制，促进公平竞争，打破对价值用户和可信广告的

市场双头垄断。该协议创造了动态市场以及技术基础设施，提供激励，让广告市场的价值能够

得到更公平的分配。

1. 在线广告生态系统

1.1. 在线广告业-免费互联网的支柱

互联网发展的近30年里，在线广告仍然是内容创造者和发行方最可行的盈利策略。虽然通过

订阅模式，一些最强大的全球品牌和越来越多抓住商机的发行方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总体而

言，并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互联网广告盈利模式3。

在线广告仍然为网络上大多数内容创作提供主要资金。所以，我们认为，要想解决现有

问题，最佳方法不是取消在线广告投放（详见下文第1.2.2节）。我们更倾向于为内容创

造者保留盈利机会，让互联网保持免费和开放，同时调整广告市场中各种激励，达到更

好的均衡。

1.2. 广告市场现状

1.2.1. 概况

广告市场依赖于精准定位浏览网页的潜在消费者。而精准定位依赖于对用户准确信息的积累。

这让用户数据在互联网中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

在目前的广告市场结构中，获取用户数据主要有两种途径：

3 例如小额打赏等盈利模式逐渐失去优势，因为我们发现用户更喜欢“无障碍”式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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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跟踪用户使用互联网的全部行为。由于无法知道用户确切身份，观察数据只能够推断

出人口特征（例如，用户选择访问的网站或选择购买的东西）。

2. 通过免费互联网产品。谷歌和Facebook4一共占了超过60%的数字广告市场份额，占据

数字广告行业主导地位，这些广告巨头提供各种各样免费互联网产品，收集用户数据，

能够更精准地得出最大规模人口特征。

然后，收集到的用户数据会用于广告市场。在线广告是迄今为止最复杂的数字生态系统之一，尽管如此，我

们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在线广告的销售和用途。

最常见的情况中，通过各种需求侧平台，发行方通过广告交易所，在实时拍卖中向广告方出售广告空间。

发行方在网站的广告空间中加入广告标签。当用户访问网站时，这些广告标签向广告交易

所发送广告请求，提供如横幅大小等广告空间具体参数，并询问价格。广告请求还可以包

括发行方掌握的访问站点的用户数据。广告请求中如果包含高质量用户数据，发行方就更

有可能以更高价格出售广告空间。这一过程在需求侧平台发生，例如Google Ad Manager
或Appnexus。

广告方会调整宣传物料、预算和目标定位等广告活动要素，并通过Media Math等需求侧平台

购买广告空间。这些平台能够从各广告交易所和网络（如Google多媒体联播网）获取库存信

息。广告交易所联通供给侧和需求侧平台，进行快速实时拍卖，将广告方的广告与发行方的库

存相匹配，并确定出售给广告方的广告空间价格。

1.2.2. 广告市场存在的问题

上一节中提到，当前广告市场环境中，用户无法控制自己的数据，导致市场双头垄断，运作效

率低下，欺诈行为猖獗。本章节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更好理解分形协议在解决这些问题

方面发挥的作用。

1.2.2.1. 未经许可收集用户数据

上文提到，用户数据是广告市场中的宝贵资产，对于获取用户数据，最常用的方法是追踪用户

使用互联网整个过程的行为。用户浏览网页时，设备中的小型文本文件会记录用户行为，这些

文件通常被称为“cookie”。cookie有几种类型，但本文会着重强调营销cookie，它会跟踪用户

的网上活动，并与其他组织或广告方共享信息。这种cookie的目的是尽可能延长保存时间，换

言之，它会一直保留在硬盘中，直到cookie到期被用户或浏览器删除，而且几乎总是由第三方

广告商或分析公司投放5。

4Facebook和谷歌是两个垄断巨头，两家公司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市场总额分别为60.7%、63%和

74.5%。详见eMarketer(2019)的“Facebook-谷歌的双头垄断今年不会打破”研究报告，eMarketer(2019)
的“2019年德国数字广告支出”研究报告和eMarketer(2019)的“Facebook和谷歌的英国广告市场份额逐渐

上升”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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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跟踪行为很普遍，往往未经同意6而且不透明，虽然一直在减少。营销cookie的减少有很

多原因，一方面，隐私监管条例造成了一定的限制，例如，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7和

《电子隐私指令》8，在用户不知情且没有获得明确同意情况下，禁止使用营销cookie，所以

越来越多人选择禁用cookie；另一方面，如今人们越发对广告表示不满，担心个人隐私，让广

告拦截技术逐渐受到欢迎。已经有上千万用户在使用Adblock Plus和uBlock Origin等浏览器扩

展程序，而且浏览器本身也让第三方追踪变得更加困难，有些甚至提供了广告拦截功能。

尽管未经许可收集用户数据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以上方法本身并没有取得很好的平衡，

做到既能保护隐私，又能满足出版方将其内容变现的需求，实际上还强化了广告市场的双头垄

断结构，反过来削弱了隐私保护。

1.2.2.2. 双头垄断市场

Google和Facebook两大垄断巨头提供了大量免费产品，一些产品甚至被反垄断机构视为“基本

通讯工具”9，考虑到这点，这两个巨头非常有可能拥有大量用户访问发行方网站的数据，比如，

用户可能使用Chrome作为浏览器，将谷歌搜索作为优先使用的搜索引擎，拥有一个Facebook
或Instagram账户等等。谷歌和Facebook的优势在于，它们可以让发行方在竞争出售广告空间

时，利用这些巨头掌握的数据。对于访问网站的用户，数据质量和数量越高，发行方广告空间

出售价格可能就越高。

第三方营销cookie数量不断减少，阻碍了其他广告网络对用户数据的访问。除此之外，谷歌和

Facebook也形成了用户数据孤岛，因为它们的商业模式依赖于这些数据集的排他性。这些因

素进一步让数据访问中心化，强化了市场双寡头结构。

5 https://gdpr.eu/cookies/
6 虽然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要求追踪用户数据需要得到明确的同意，但最常见的做法是通过UI骗取用

户同意，让大部分用户不知道自己同意泄露哪些信息。
7 2016年4月27颁布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条例（EU）2016/679，该条例涉及保护自然人的个人数据

处理和这些数据的自耦与移动，废除指令95/46/EC（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8 2002年7月12日颁布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2002/58/EC，该指令涉及电子通讯行业中个人数据处理以

及隐私保护，即 欧洲电子通讯隐私指令。
9 2020年，谷歌提起上诉，因为欧盟指控谷歌滥用市场主导地位，为其网络购物币价服务提供优

势，HAUSFELD的文章就此事探讨了数字平台能否成为重要通讯设施。

https://gdpr.eu/cookies/
https://www.hausfeld.com/news-press/the-google-shopping-decision-and-whether-digital-platforms-can-constitute-essential-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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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垄断巨头产品存在巨大网络效应，让广告市场中的权利更加集中，因为如果你的所有朋友

不使用某个社交网络平台，你也不会使用这个平台;一个不是所有人都使用的搜索引擎不会提

供最好的搜索结果。对任何公司来说，要想挑战这个双头垄断网络帝国，网络效应是一个进入

壁垒。

1.2.2.2.1. 寻租行为

在任何非竞争市场中，如果存在双头垄断结构，除了双头垄断公司，没有其他利益相关者

能够获益：

任何非竞争性市场都存在寻租行为，广告市场也不例外。尽管Facebook和谷歌等平台通过自

身市场力量，提供更好的广告目标定位，收取更高价格，由于竞争变弱，垄断公司能够利用其

市场力量，赚取比在竞争市场10更高的价格。这增加了广告方的成本，因为只有少数几种途径

才能可靠地接触到用户。

随着发行商越来越依赖第三方数据供应商，主要是Facebook和谷歌，来增加其广告库存的价

值，通过广告获得的收入不断下降。出版商也依赖这两家巨头来获得网站和内容的流量，因为

登陆他们网站的大量用户是通过谷歌或Facebook等平台11。因此，双方议价力量出现不平衡，

导致发行方获得的广告收入份额变低。这让发行方越来越不能够产出免费和独立内容，更严重

的后果是对整个社会造成损害。下文将会提到，用户本身完全无法参与市场，因为他们不能充

分控制自己的数据及其价值。

1.2.2.2.2. 用户产品实用价值有限

除了对自由互联网构成威胁外，广告市场如果存在双头垄断结构，还会对用户产生负面影响，

因为用户获得的产品实际效用有限。Facebook等社交网络会产生锁定用户效应，再加上谷歌

搜索占了市场份额的 86%，用户转换平台成本非常高，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用户

并不能真正随意退出平台。因此，用户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谷歌和Facebook的强制条款，分

享数据，而这些条款并不对用户有利，因为通过这些条款，谷歌和facebook可以利用数字广告

10 根据英国公平竞争与市场管理局的网络平台及数字广告业最终市场研究报告，“在英国，谷歌每次搜索的收
益自2011年以来几乎翻了一番，我们比较谷歌和必应的搜索价格，发现在台式电脑和移动设备上，谷歌的搜
索价格要高出30%至40%。Facebook的每用户平均收益从2011年少于5英镑增长到2019年超过50英镑，
我们通过比较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得知与其他能够获取大量英国用户数据的竞争对手相比，Facebook的每用
户平均收益是他们的10倍以上.”
11市场研究报告第318页
12市场研究报告第319页指出，“就公开展示渠道购买的广告而言，中介至少能获得35%的利润”。
13 根据Statista《2010年1月到7月全球领先的搜索引擎台式机市场份额》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fa557668fa8f5788db46efc/Final_report_Digital_ALT_TEXT.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fa557668fa8f5788db46efc/Final_report_Digital_ALT_TEXT.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fa557668fa8f5788db46efc/Final_report_Digital_ALT_TEXT.pdf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16573/worldwide-market-share-of-search-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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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用户数据变现，却没有给用户足够的回报。无论用户提供的数据多么有价值，这些

平台提供给用户的价值只局限在产品的实用价值，甚至在一个非竞争性的市场中，没有足

够动力让用户体验到最大实用价值14.

用户如果使用了广告拦截器，就能有机会保护自己的数据隐私，但这限制了发行方的盈利机会，

因此他们只能访问有限内容，要么选择保护数据隐私，要么选择访问内容、使用产品。

1.2.2.3. 诈骗横行，数据质量低，难以归因

广告欺诈横行、数据质量不高导致效率低下，这两个问题非常值得重视。“我花在广告上的钱

有一半都浪费了，问题是不知道这些钱都用在了哪里。”这句话非常有力的说明了广告业的现

有问题。如今，广告方付费后，互动的主体包括机器人、不相关用户和目标用户，但无法预先

辨别以上三者。

在广告业中，各种企业合并正在进行，尽管如此，各大厂商和软件工具有独特的生态系统，

这个系统也在不断扩大，限制了互操作性。在这种情况下，广告商很难了解他们的预算在

不同广告技术提供商中的分配情况，而后者又是广告方和发行方的中介，技术提供商包括

营销机构、归因伙伴、广告交易所、欺诈检测公司、数据管理平台等等15。广告技术解决

方案变得越发复杂，这让广告商更难有信心地衡量数字广告的表现。74%的广告方表示对

数据几乎没有信心16.

因此，数据缺乏透明度，而这让广告欺诈泛滥17。在数字广告支出中，56%的广告呈献给了非

目标受众，或者从未真正展示给受众，观看这些广告的是机器人而不是人类。程序化广告欺诈

率在10%到30%之间19（如果特别针对一场广告活动，这一数字可能高达80%20），为了检测

欺诈行为，数字广告业已经变成了一场与诈骗者的技术较量，结果是许可欺诈的存在，并将其

纳入到产品服务中。

14市场研究报告第313页指出，“这种情况正在出现，例如，在Facebook上，每小时平均印象数已从2016年
的40-50增加到2019年的50-60。在Instagram上，2019年每小时的印象数为60-70，比2016年增长了200%。

这意味着Facebook和Instagram的用户现在看到的广告比以前更多。这些公司想提高消费者对广告的关注，

但这会导致用户服务质量下降。”
15

h ttps://www.iab.com/wp-content/uploads/2016/03/Programmatic-Value-Layers-March-2016-FINALv2. p
df
16

https://resources.marketingeffectiveness.nielsen.com/blog/keeping-up-digital-advertising-challenges
17 https://www.emarketer.com/content/digital-ad-fraud-2019
18

h ttps://resources.marketingeffectiveness.nielsen.com/blog/keeping-up-digital-advertising-challenges
19 例如，根据Statista2019年的数据，在澳大利亚，30%程序化广告存在欺诈行为，日本和美国较少，

分别是10%和19%。
20 行销科技顾问Michael Paxman指出广告预算的80%受到了SDK下载量欺诈的影响。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fa557668fa8f5788db46efc/Final_report_Digital_ALT_TEXT.pdf
https://www.iab.com/wp-content/uploads/2016/03/Programmatic-Value-Layers-March-2016-FINALv2.pdf
https://www.iab.com/wp-content/uploads/2016/03/Programmatic-Value-Layers-March-2016-FINALv2.pdf
https://www.iab.com/wp-content/uploads/2016/03/Programmatic-Value-Layers-March-2016-FINALv2.pdf
https://resources.marketingeffectiveness.nielsen.com/blog/keeping-up-digital-advertising-challenges
https://www.emarketer.com/content/digital-ad-fraud-2019
https://resources.marketingeffectiveness.nielsen.com/blog/keeping-up-digital-advertising-challenges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778714/programmatic-ad-fraud-rates-worldwide-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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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规模较小的广告商如果不支出昂贵费用，聘请不透明中介，就无法在数字

平台之外精准定位目标受众。

2. 数据共享机制案例

前一章提到，尽管数字广告持续增长，但整个行业环境并不能让所有核心利益相关者受益。过

去20年里，大量中间商将自己打造成数字广告的推动力量，却使用专有技术，创建封闭生态

系统，降低行业透明度，让广告方无法衡量广告表现，从中获利，虽然会让用户反感。

我们认为，只要在协议层面上保护每个利益相关者的根本利益，用户、广告方和发行方之间的

利益权衡不会产生问题。用户需要拥有控制数据流的权力，自由地切换不同服务，在共享数据

后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广告方需要确保预算能用于创造不受欺诈影响的流量，完成指标。对于

发行商，他们需要代理机构的数据，提高库存价值，在机构的控制下，对接库存供需。随着代

理机构的增加，整个行业透明度也会提高，最后数字广告生态系统的所有参与者都将受益。

在数字广告业，为了提高均衡度，创造一个新的均衡环境，我们提出在透明的、去信任化的基

础设施之上，建立一个广告库存销售和购买激励机制。该激励机制通过区块链技术来实现，保

证上述环节执行均可验证，并提供去信任化的公共记录，这样利益相关者在保护隐私同时，也

能监控彼此行为，从而减少欺诈。分形协议目的是推动广告市场转型，创造一个开放、公平竞

争、没有欺诈的市场。

3. 分形协议 -数据共享机制

本章会介绍分形协议中的激励系统，以及如何通过该系统解决现有广告市场的低效问题。首先

会介绍协议中交互的不同角色，接着对协议中各个环节进行概述。最后，我们总结了这些环节

是如何提供激励以推动广告市场的积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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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分形协议中的角色

分形协议的目标是通过由验证者、承保人和证明者组成的网络，将广告方与用户相连。下

面，我们将深入介绍每个角色以及它们如何与协议交互。

3.1.1. 广告方

广告方的目标是传播信息，例如关于产品或服务的信息。他们是广告市场的买方，通过发布广

告购买信息与协议交互。广告方信息传达到受众之后才付费，如果发现欺诈，能够得到补偿。

3.1.2. 用户

用户一般指的是浏览互联网的人，就协议而言，用户通过浏览器插件或数据钱包，向验证者提

交数据，进行验证，决定是否与验证者共享数据，也会参与到广告方的广告中。

3.1.3. 验证者

验证者连接广告商和用户。发行方、广告网络、广告交易所等都可以成为验证者。验证者通过

验证广告声明与协议交互。

3.1.4. 承保方

承保方为协议提供流动性，并能获得质押回报。承保方会根据信誉，向验证者（负责验证用户

的广告声明）提供流动性。任何能够提供流动性的人都能成为承保方。

3.1.5. 证明者

证明者通过颁发凭证来验证用户的数据声明，从而与协议进行交互。证明者既可以是身份验证

服务提供商，也可以是任何能够确认数据声明真实性的实体.

3.2. 分形协议功能

激励机制依赖于协议的一系列功能，这些功能共同提供更高效的市场，促进广告库存的销

售和购买。本章节会对这些功能进行介绍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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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发布广告购买信息

广告购买信息由广告方发布，对外展示特定用户动作需求。广告购买信息包括下列指标:

1. 指定动作和动作类型，例如按展示付费或按行为付费。

2. 用户特征，例如用户的年龄是30-40岁，或者是合格投资者。

3. 竞价，例如每个动作收取40USD。
4. 广告预算，例如总额为4000USD。

以下是对每个广告购买信息指标的详细分析：

3.2.1.1. 指定行为和行为类型

指定动作用于描述广告方希望用户执行的操作。广告方可能想要优化广告活动以取得不同效

果，有的要求参与度低，也有的想让用户产生深刻印象。例如，广告方可能想要增加应用程序

的用户数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想提升应用下载量。他们如果想提升品牌知名度，在这种

情况下，会加强广告印象。指定动作按照不同广告模式类别，能分成不同动作类型，例如按展

示付费、按点击付费，按每次安装付费和按行为付费21。各种广告购买信息经过分类会聚集到

一起，从而让市场具有可比性（3.2.6章节会介绍广告印象市场价格形成）。理想情况下能产

生充分形容指定动作的动作类型标准。验证者确认指定动作是否得到执行（详见3.2.4章节）。

3.2.1.2. 用户特征

用户特征指广告方的目标受众特征，例如，受众是喜欢狗的葡萄牙人。广告主对其目标受众特

征的描述和用户对其自身特征的描述都要遵循同样的标准，这样才能做到精确定位。

3.2.1.3. 竞价

竞价指的是对于每一个指定动作广告方愿意支付价格。竞价金额会分发到验证者、承保人、

用户和证明者，因为验证广告声明、维持验证者活跃度、共享数据和向用户发放凭证

21CPM即每千人成本。CPA即按行为付费，例如同意一项服务。CPI按安装次数付费。CPC按点击次数

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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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得到不同收入。竞价是否得到分配及如何分配不会在协议中公开，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高

效市场，作为价格发现机制，在这个市场中，利益相关方能对服务自由定价。

通常情况下用FCL来支付竞价，但稳定币会成为主要的支付方式，因为能更好地预测现金

流状况，币价保持稳定。分形协议会加入预言机功能，这样兑换价格就能公开到整个网络

中。

3.2.1.4. 广告预算

广告预算指的是广告方愿意为竞价支出的总额，FCL可以支付预算，也能作为预算保证金，但

是主要支付方式仍会是稳定币，如果要使用预言机功能。

为了发布广告购买信息，广告方必须将一定比例的广告预算作为广告保证金。这种机制可

以防止网络中出现垃圾信息，让广告方主动删除未被验证者发现的广告，或根据市场调整

广告购买信息中的指标，确保支付安全。

广告预算从中心地址中扣除，中心地址用于发布广告购买信息。该地址若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

竞价，将会在广告保证金中扣除。如果保证金不足，已发布的购买信息将会被取消。

3.2.2. 广告声明和凭证

用户可以共享其特征的证明，协议中的验证者和广告方可以确认此类证明存在且没有被撤销。

用户向证明人说明自己某些数据的真实性，即数据声明，例如，“我是葡萄牙公民”，并要求后

者核实该数据声明是否真实。证明人会根据某些标准，如要求提交葡萄牙公民身份证，执行核

实工作。如果确定数据声明是真实的，那么证明人就会向用户颁发一个“凭证”。用户能够控制

该凭证，例如，凭证会存储在作为数据钱包的浏览器插件中，之后就可以共享给验证者和广告

方，同时保护数据隐私。在理想情况下，验证者和广告方能够使用用户数据，但不能访问数据

流。凭证发布机制必须能够与广告方描述其目标受众特征的机制进行信息交流，以实现精确匹

配。

3.2.3. 广告声明

有了凭证后，用户可以与验证者共享数据。用户登陆一个网站后，验证者提出一个广告请求，

该请求包含有用户可能分享的数据，这些数据都经过验证，验证者可以是网站，也可以是运行

网站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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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请求会给出剩余广告库存及访问网站的用户特征。验证者的广告请求通过相互竞争，获得

广告方发布的广告购买信息。验证者如果获得了一个广告购买信息，相关广告单位将向用户展

示广告。数据钱包可以证明用户执行了广告购买信息中的指定动作，产生“广告声明”。广告声

明公开发布后，将等待验证者进行验证（详见3.2.4节）。用户生成广告声明，验证者执行验

证，这样能够增加透明度，从而更好地监控欺诈行为，例如，用户可能有大量未经验证的广告

声明，但与验证者无关，或者验证者有大量造假验证记录，但与用户无关，这两种情况都会存

在。

需要注意的是，用户如果没有实际执行指定动作，却发布广告声明，协议中并没有链上机制阻

止这种情况发生。所以，验证者会负责验证用户广告声明的真实性。（详见3.2.4章节）。

3.2.4. 验证广告声明

验证者可以验证用户的广告声明是否真实。这一过程依赖于链上之外的标志，因此，分形协议

并不清楚验证者验证声明真实性依据的标准。为了确认广告声明符合事实，验证者将与竞价数

额相等的资金存入仲裁保证金。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以下两件事：

1. 如果要将部分竞价支付给用户，这部分资金22从仲裁保证金中扣除，并转到用户钱

包中，竞价金额经过一系列分配之后，最终会分配到证明者。

2. 仲裁保证金账户的控制权会转移给广告方。此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a) 广告方将保证金归还给验证者，表明广告方对广告质量满意，成功完成交易，在这

种情况下，部分竞价也自动从广告方的中心地址转移到验证者。

22共享数据后，用户得到的奖励不一定是一部分竞价，奖励也可以是能够访问发行方网站的独家内

容。



分形协议白皮书

2021年2月1日版本

16

b) 广告方没有任何回应，在一段时间后，保证金和部分竞价会线性释放给验证者。

c) 广告主拿走仲裁保证金，表明广告方不相信广告声明的真实性，认为广告声明不符

合验证者的验证，在这种情况下，验证者不会得到自己的保证金（与竞价金额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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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广告方决定如何操作仲裁保证金，都不会有仲裁过程，因为释放或拿回仲裁保证

金只能由广告方作最终决定，不能被逆转。尽管根据协议，若想拿回仲裁保证金，广

告方不需要证明验证人存在欺诈行为，因为协议的基础设施保持透明，让广告方尽可

能保持诚实，否则，对其他市场参与者而言，该广告方发布的广告购买信息吸引力会

降低。

3.2.5. 承保广告声明的验证

承保人向仲裁保证金提供流动性（3.2.4章节详细介绍了仲裁保证金）。任何希望通过在保证

金中进行FCL锁仓盈利的人都能成为承保方。

承保人选择一名验证者后，为该验证者质押FCL，当一个广告声明经过验证，且广告方不拿回

仲裁保证金，承保人将获得验证者收入的一部分。保费市场会发挥定价发现机制作用，因为承

保方的收入会有波动，例如，针对声誉不好的验证者，承保人应向其收取更高的费用。当广告

方拿回仲裁保证金时，承保人也会遭受损失。这个过程创造了一个良好市场环境，与存在欺诈

行为的验证者相比，诚实验证者能够获得更多流动性。因为在仲裁保证金中，验证者能够拥有

的流动性直接与他们验证的广告声明数量挂钩，让更多广告声明得到诚实验证者的验证，减少

欺诈行为。

3.2.6. 广告印象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广告方的广告购买信息包含指定动作、用户特征和出价，这些要素与验证者的广告请求之间会

出现不同组合，推动着广告市场。对指定动作类型和和用户特征而言，这两者的描述如果可以

实现标准化，那么针对不同类别，能够形成公平价格发现机制。 例如，根据下图，对于18-21
岁的北美用户，在当前的供需情况下，他们每1000个广告印象平均竞价为80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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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广告印象价格形成机制会影响竞价市场，进而影响用户对验证者的价格容忍度，

以及验证者验证用户声明的意愿。核实者愿意用多少收入，换取用户数据，以及用户要求获得

多少收入，都将取决于相关类型的市场价格。同样，对于想要获得投资回报的用户，只有他们

的数据会得到证明者的证明。

3.3. 均衡的达成

前一节详细介绍了分形协议如何建立一个公开、公平竞争、没有欺诈的广告市场。本章将

1.2.2节中出现的问题与提到过的解决方案结合，以更深刻理解市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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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数据主权

如今，广告市场非常依赖于用户数据，通过跟踪用户网上行为收集数据，而这种行为虽然无处

不在，但没有经过用户同意，而且不透明，通常情况下，用户几乎不可避免地使用谷歌和

Facebook（最主要的平台）产品时提供自己的数据，而且意识不到这个过程的发生23。用户无

法真正控制收集到的数据，即使他是数据的真正拥有者，只有收集数据的第三方才能将其用于

广告市场。

在协议的身份层，用户能够重新控制他们的数据，他们的数据不会被第三方收集和盗用。

用户可以利用由证明者组成的网络，为了奖励，证明者会验证用户数据声明，颁发凭证，

用户可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与验证者共享凭证.

3.3.2. 竞争

第三方cookie已经消失，Facebook和谷歌形成用户数据孤岛，集中数据访问权，从而巩固

在广告市场的双头垄断地位。由于高准入门槛和网络效应，对于这两家公司而言，就算有

新公司出现，双头垄断地位也不太可能受到影响。

分形协议希望创建一个数据共享机制，促进良性的竞争，侵蚀寻租双头垄断的利润，这样

用户就能享受更多产品实用功能。该协议打破了数据访问的排他性，提供激励，建立基础

设施，让用户分享经过验证的数据，而验证者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销售广告库存，广告方

购买数据时也能信任验证者。广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降低了现有双头垄断格局的寻租利

润，广告方能够获得更大投资回报率，发行方潜在收入升高，用户通过分享数据也能收

益。因此，分形协议创造了更好的平衡，既保护了数据主权，发行方也能将其内容变现，

这对独立内容创作和自由互联网的存在至关重要.

3.3.3. 欺诈仲裁和预防

广告市场缺乏透明度，存在低质量数据，广告方不得不为非目标或是虚假流量付费。当广告商

支付后如果发现欺诈，为了追讨不合理支付的金额，通常需要与广告网络进行长时间且不透明

的谈判。

23市场研究报告的第14和15页指出，“我们收集到的证据也证实了，在同意一项网络服务时，很少有消费者

阅读隐私政策，例如，在最近的28天中，访问谷歌隐私政策页面平均时间只有47秒，85%的用户时间不到

十秒。这样导致了用户只是简单地理解了他们所同意的默认选择。这些选择都是由平台设定的，很难相信平

台会照顾用户使用个人数据的偏好，而不顾自身实质性利益”。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fa557668fa8f5788db46efc/Final_report_Digital_ALT_TEX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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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形协议能够标准化目标受众特征的描述，而且标准都拥有互操作性。在协议层面，广告方会

根据一定标准来形容目标流量的特征，验证者接受和理解标准。这提高了数据质量，并让广告

方能够直观地了解所生成的流量是否符合预期，从而判断支付的款项是否合理。在另一方面，

通过仲裁保证金机制，广告方能够分析流量，避免因为错误或是欺诈归因花冤枉钱，付款后也

不需要讨论，欺诈验证者将会被排除，因为这些验证者将缺乏承保人的关键支持.

4. 分形协议在应用层的应用

本章节介绍分形协议当前技术方面的应用计划。协议的构建交错进行，通过这种方式，小组件

可以自己增加价值，整合到现有广告技术堆栈中。与此同时，我们不断努力构建整个协议，利

用从整合中获得的经验，根据新市场状况作出调整。在整个过程中，本章节所述的技术方案将

不断改进。

4.1. Web2组件-协议用户的交互

在3.2章节，我们描述了分形协议的功能，以及参与者如何相互作用，形成一个销售和购

买广告的市场。本章节会介绍支持这些交互的web2组件。

4.1.1. 广告方

4.1.1.1. 广告购买信息的发布

广告方将使用我们的web应用程序或API向广告受众展示广告单元。广告方通过web应用程序

或API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1. 上传相关广告物料，例如图片、视频；

2. 创建广告购买信息并设置指标（详见3.2.1章节）；

3. 在广告保证金中支付部分广告预算。

4.1.1.2. 释放/拿回仲裁保证金

广告方通过我们的web应用程序或API，可以查看广告声明，分析验证者对广告声明的验

证。基于分析结果，他们可以操作仲裁保证金，释放验证者的押金，或发现欺诈后拿回保

证金。广告方通过应用程序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1. 分析验证者对广告声明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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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证者的证明如果符合事实，从仲裁保证金中释放押金；

3. 验证者的证明如果存在欺诈，从仲裁保证金中没收押金。

4.1.2. 用户

4.1.2.1. 数据声明的生成与凭证共享

用户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与协议交互，第一种直接通过我们的浏览器插件（作为用户的数据钱

包），或通过将交互委托给网站所有者（可能是一个验证者或与验证者合作的发行方）。用户

通过我们的浏览器插件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1. 主要通过KILT协议，向证明者发出证明请求，储存发出的凭证。（详见4.3.1章节）

2. 能够设置偏好，决定凭证共享的内容，例如，只共享位置但不共享姓名；共享年龄段

但不共享具体年龄。

3. 设置能够读取凭证的发行方或网站。

4.1.3. 验证者

4.1.3.1. 寻找合适的广告购买信息

验证者会寻找合适的广告购买信息，他们认为这些信息可以吸引用户完成指定动作。验证

者使用我们的web应用程序或API来搜寻广告购买信息，然后与发行方合作（验证者本身

不是发布者），把信息发送给合适的用户.

4.1.3.2. 验证广告声明

验证者认为用户已经执行了指定动作，想验证用户的广告声明。为此，验证者可以使用我

们的web应用程序或API。这可以帮助他们以下几点：

1. 验证用户广告声明的是否符合事实；

2. 在仲裁保证金中存放与竞价相等的押金，担保交易成功。

4.1.4. 承保方

4.1.4.1. 向验证者提供流动性

承保人信任某个验证者的验证工作，并希望为其仲裁保证金提供流动性。为此，承保人可

以使用我们的web应用程序或API。这可以帮助他们实现以下几点：

1. 了解验证者的声誉和表现；

2. 提升仲裁保证金的流动性，支持验证者，帮助他们提升声誉和验证数量；

3. 获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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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Web3组件-安全性、扩展性及可操作性

我们拥有那样的技术。

— 《无敌金刚》开场白

我们想要在Polkadot上构建分形协议。在本章中，就协议的应用而言，我们会介绍Polkadot能
够带来的优势，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Polkadot能够提供合适的工具和基础设施，推动协议的成功开发和部署，而在其他平台上，我

们要做出妥协。

Polkadot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多链的生态，每个区块链都会针对特定目的24。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Polkadot构建了Substrate和基础设施，连接这些独特的区块链，并提供安全保护25，

Substrate则是软件工具开发包，用于创建与Polkadot兼容的区块链。

平行链基于Substrate开发而成，有各自运行时逻辑。中继链可以为平行链提供安全性和跨链

消息传递26。一个区块链如果基于Substrate进行开发，更多控制权可以下放到更底层，手续费

结构和货币政策也能拥有更多灵活性。另外，基于Substrate开发的链也可以作为平行线程27连

接到中继链，与平行链相似，但不能很好地保证区块的执行和市场定价。平行链和平行线程都

是即付即用。

作为平行链的分形协议

24 https://polkadot.network/PolkaDotPaper.pdf
25 https://wiki.polkadot.network/docs/en/getting-started
26 Polkadot的中继链本身是空白的，不支持智能合约。虽然如此，Substrate提供两个支持智能合约

功能的模块，允许Wasm和EVM的运行。带有特定用途的平行链通过利用模块，能够实现智能合约

功能。Edgeware尽管不能作为平行链接入，但是上线后拥有自己的验证者集合，支持ink! (Wasm)和
Solidity (EVM)智能合约语言。Moonbeam接近接近区块生产部署阶段，初步的侧重点是EVM，桥接以

太坊，向网络迁移提供支持。
27 https://wiki.polkadot.network/docs/en/learn-parathreads

https://polkadot.network/PolkaDotPaper.pdf
https://wiki.polkadot.network/docs/en/getting-started
https://wiki.polkadot.network/docs/en/learn-parath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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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高安全性

通常来说，要解决高交易成本和当前以太坊公共基础设施扩展性问题，唯一方法是创建单

独区块链。维护区块链安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需要增加更多验证节点，并持续提

供激励，阻挡攻击者。

在Polkadot中，每个中继链都有各自的验证节点，增加整个网络的安全性，连接到中继链的每

一个区块链都能够享有这种级别的安全28。

4.2.2. 高扩展性及更低的交易费

Polkadot的TPS比目前以太坊的多10000倍，大大提高了扩展性，对于我们的项目，高扩展性

是重要要求，因为分形协议会涉及区块链的高频使用。

性能得到大幅提升后，带宽竞争会减少。另外，每个链都能控制自己的交易费用，让每条区块

链都能实现扩展。

4.2.3. 互操作性

在Polkadot中，每个区块链的安全性能够得到确保后，开发者就能专注于构建最适合自身

使用场景的区块链。区块链连接后，能够共享不同功能30。此外，Polkadot目前正在构建

桥接基础设施，这样区块链能够与其他不是基于Substrate开发的区块链进行通信，如比

特币和以太坊区块链。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Polkadot的主网已经发布并且上线31，但其生态系统仍在开发中。例如，

当前网络中还没有平行链功能，因此也不支持智能合约。

4.3. 与Polkadot的结合

我们选择Polkadot的原因之一是其能够提高互操作性，打算充分利用现有和未来的基础设施。

4.3.1. 身份凭证的发放和验证

分形协议的核心在于能够验证数据。对于用户而言，他们能够证明拥有自己数据的凭证，

对于验证者和广告方，他们能够确认这些凭证的确存在而且没有被撤销。

28 https://wiki.polkadot.network/docs/en/learn-security
29 https://wiki.polkadot.network/docs/en/learn-comparisons#ethereum-1x
30 https://wiki.polkadot.network/docs/en/learn-crosschain
31 https://polkadot.js.org/apps/#/explorer

https://wiki.polkadot.network/docs/en/learn-security
https://wiki.polkadot.network/docs/en/learn-comparisons#ethereum-1x
https://wiki.polkadot.network/docs/en/learn-crosschain
https://polkadot.js.org/apps/%23/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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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T32 是基于Substrate的协议，能够发行匿名凭证，这些自主凭证可验证、可撤销。根据当

前分型协议的应用计划，分形协议未来会整合到KILT协议中，以发挥上述功能。KILT协议的

核心功能大致如下：

加入KILT协议后的用户：

● 向证明人支付费用，获得声明的证明，即凭证

● 将凭证发送给验证人

加入KILT协议后的证明者：

● 证明声明，生成凭证

● 将凭证发送给用户

● 在链上保存凭证哈希

加入KILT协议后的验证者：

● 信任一位证明者

● 从用户中获得凭证

● 验证凭证哈希在链上的存在

● 向用户请求签名，确认凭证所有权

分形协议也会与Dock协议33进行融合来实现上述功能。

4.3.2. 稳定币和价格预言

广告预算和竞价以稳定币计价，这样广告方就能预测现金流。这需要一个预言机来生成FCL和
稳定币的兑换价格，并进行喂价。Acala网络34能够同时提供这两种功能，因为它不仅提供一个

价格稳定的aUSD代币，而且还为预言机功能定价。PolkaOracle35也能实现这两种功能。

5. FCL代币的功能

我们希望FCL代币作为协议原生加密货币，推动协议中激励机制的运行。FCL代币有以下功能:

1. 广告方能用FCL支付竞价；

2. 广告方能在广告保证金中质押FCL；
3. 验证者能在仲裁保证金中质押FCL；
4. 承保人能在仲裁保证金中质押FCL；
5. 用户能用FCL支付证明人发行凭证的费用；

6. 证明人发行凭证后会获得FCL。
32 https://www.kilt.io/
33 https://www.dock.io/
34 https://acala.network/
35 https://www.polkaoracle.com/

https://www.kilt.io/
https://www.dock.io/
https://acala.network/
https://www.polkaora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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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探索这样一种可能性，即FCL能否作为激励，推动分形协议的早期应用，例如，用户

能拥有机会对经过证明的数据质押FCL。

分形协议的白皮书后续版本会进一步介绍FCL代币，其中包括代币发行、流通和经济建

模。

6. 目前问题

6.1. 发行方的加入

为了鼓励更多人使用分形协议，我们要尽可能简化发行方和其他验证者加入协议的流程。发行

方即使没有专家知识或大量投资，也能够发出请求，使用用户数据。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了解常见需求侧平台和数据管理平台的整合功能，以及如何通过自定义代码来规避这方面的障

碍。

6.2. 滥用广告问题

我们需要进一步建模，开发威胁模型。在用户层面，若能马上发现疑似广告滥用，问题似乎很

容易解决。如果决定采用收益共享模式，对于反复访问同一发行方网站的用户，发行方收益增

加后，用户的收益才会提高。同样，对广告方来说，选择投标频率不会受限制，因为选择对广

告请求投标与否不受用户影响.

6.3. 隐私问题

允许和鼓励个人数据共享必须经过非常谨慎考虑。这不仅在法律角度来看是正确的，更重

要的是，从道德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因为隐私监管往往会滞后于技术进步.

6.3.1. 用户的隐私保障

用户要感到对自己的数据拥有主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例如，在不知情和未取得同意

的情况下，用户可以确认任何数据都不会共享，即使是数据钱包的创建者。开放的生态系

统尽管有恶意数据钱包泄露信息，但用户可以建立一个列表，其中包括可信、开源及经过

审计的数据钱包，从中选取一个即可。另外，我们需要进一步建模，开发一个减少恶意行

为的框架.

6.3.2. 过度收集数据和身份暴露问题

过度收集数据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用户一旦与验证者共享数据，必须防止验证者存储、

泄漏或转售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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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发生了这种情况，会造成棘手的问题，万一有人找到数据点之间的联系，就能发现用

户身份36。

要想减少出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种更细致的数据共享方法。理想情况下，验证者能使用用

户数据，但不能够访问它们。这一点很难实现，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解决。值得注意的是，同

态加密会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解决方案。实现数据“最小化”原则的技术也有望解决这个问题。举

例来说，假设有这样一个场景，验证者希望知道数据钱包中有护照的用户的年龄范围。一种简

单的方法可能是向验证者共享所有护照数据，验证者可以很容易地从护照显示的出生日期推导

出年龄范围。不过，更好的选择是使用零知识证明，如zk-SNARK37。通过这种技术，用户能够

向发行方证明自己确实在某个年龄范围内，同时不会泄露具体生日日期，更不可能暴露护照全

部信息。

6.3.3. 分离效应问题

分离效应是一种新出现的现象，会影响某些鼓励数据共享的系统。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就会导致系统参与者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共享数据。在分离效应的影响下，如果不披露某

些数据，这会被认为是保护数据所有者利益的行为38。

举个简单的例子，健康保险公司会对吸烟的投保人收取更高保费。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

选择提供他们不吸烟的证据，这对那些不提供证据的人来说是个坏消息。如果不吸烟的人

不愿意证明自己的不吸烟这一事实，他们的保费会更高，这不是因为产生了任何额外风

险，而是因为在不提供证据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会把他们当成吸烟人士。

针对不同数据种类设置请求限制能够减轻这一问题。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因为

我们希望既能保持数据不可知性，也能最大化协议的灵活性。因此，我们正在探索同态加密39

和差分隐私40等技术解决方案，希望缓解这个问题。

在这方面，贝叶斯网络隐私保护方案41 能够起到很大作用,因为能提供了一种机制，向数据

集加入噪声点。噪声点数量可以通过证明得出，并且不会显著降低整个数据集的质量。有

了这种机制，发行方能继续使用用户选择共享的数据，但不能判断特定用户数据的真实性，

同时可以证明数据平均真实水平。

3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ta_re-identification
37 https://z.cash/technology/zksnarks/
38 https://scholar.law.colorado.edu/articles/177/
3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momorphic_encryption
4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fferential_privacy
41 https://www.springer.com/gp/book/9789811368363 ,
https://economics.princeton.edu/working-papers/bayesian-privac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ta_re-identification
https://z.cash/technology/zksnarks/
https://scholar.law.colorado.edu/articles/17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momorphic_encryp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fferential_privacy
https://www.springer.com/gp/book/9789811368363
https://economics.princeton.edu/working-papers/bayesian-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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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二次营销

没有第三方cookie的情况下，用户与协议交互的数据钱包可能会被用于二次营销。广告方可以

选择不让浏览器保存标识符，即使到期也不交出控制权，向浏览器扩展程序发出信息，将该标

识符传给发行方。

6.5. 协议治理

我们希望该协议能够成为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然而，通常情况下，作为一个技术项目，协议

的初期决策权由分形协议团队、核心开发人员和我们的顾问团队掌握。我们正在建立治理系统

的雏形，一旦协议发展成熟，创始团队会脱离治理，该系统就可以得到应用。白皮书的后续版

本将详细介绍我们正在探讨的治理系统.

法律声明

本白皮书的作用是介绍我们对分型协议现有的愿景以及未来计划。

这份白皮书不能概括到方方面面，也没有任何合同关系的要素。该白皮书不应被视为构成任何

形式的招股书，不能用于招揽投资，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在任何司法管辖区都不应被视为购

买任何证券的要约或提议。

为避免产生任何疑问，需要注意的是，分形协议还没有完成开发，尚未生成FCL代币。本白皮

书中关于协议和CL代币的任何陈述具有前瞻性，仅仅反映了团队对分形协议和FCL代币功能的

设想。任何已知和未知的风险都可能导致最终结果与声明不同.

分形协议团队无意表达投资、金融、法律、税收或任何其他建议，通过本白皮书或分形团队得

出的任何结论和建议都不针对任何司法管辖区。

版权信息

mailto:support@fract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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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反馈

任何对分形协议的反馈都有助于协议的发展。欢迎加入分形协议的 Telegram社区

(https://t.me/fractal_protocol) 或者通过 support@fractal.id联系我们，期待您的真知灼见。

https://t.me/fractal_protocol
mailto:support@fract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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