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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 

• 

•

•

领先的云游戏[1]提供商  Playkey 正考虑采用 ICO，旨在通过分散化迅速加快云游戏开发的步伐。

其 目 标 是 为 游 戏 玩 家 提 供 价 格 合 理 的 机 会 ， 来 使 用 任 何 连 接 到 互 联 网 的 设 备 ，

随时随地体验评分最高的游戏，而不必购买高端 PC 或控制台。

云游戏的革命已逐渐加速，但仍在努力跨越一些障碍，即：

游戏流式处理软件的开发过程十分复杂；

获得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的批准，才能在云平台上使用其游戏名称；

硬件（专业 GPU、服务器设备、数据存储设备等）成本高。

Playkey 基于行之有效的成熟技术。由 45 位经验丰富的研发专家组成的团队与 Ubisoft、Bethesda
和 Wargaming 等领先游戏发行商携手合作。Playkey 在伦敦、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和莫斯科拥有
120 台由 Nvidia Grid 驱动的服务器，并受到欧洲一家大型风投基金的资助。

Playkey 打算为云游戏和具有以下特点的其他用例创建一个生态系统（简称“Pla ykey 生态系统”）：

• 全球数十名强大电脑的独立所有者（简称“挖掘者”）团结在一个社区内，担当云游戏服务提供商；

单一的通用生态系统加密货币（PKT 代币），将通过 ICO 发行；

• 较高的云游戏服务统一标准 (SLA)，以挖掘者-游戏玩家智能合同[2]的形式确立；

• 管治和社区监管机构 — PKT 代币的发行商 Playkey 基金会，负责服务和生态系统开发。

所有各方均将受益于参与 Playkey 生态系统：

•

• 

 挖掘者可以有效地选择利用其计算能力，该选择比加密货币挖掘更高效、更稳定且风险更低；

游戏玩家将能够选择最好和最近的服务器来畅玩游戏；

• 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将扩大其客户群。

通过 ICO 筹集的资金将用于开发 Playkey 生态系统和普及云游戏。ICO 和 PKT 代币的主要条款及
条件如下：

•

•

 要发行的 PKT 总数为 100,000,000 个可持续细分的单位，并且可以长期无通胀地增长；

 

•

•

PKT 代币将根据 ERC20[4]（以太坊代币标准）在公共以太坊区块链[3]上实施；

 上限则设定为 100,000,000（一亿）PKT；

• ICO 收益将用于 Playkey 生态系统和云游戏服务的开发。

根据筹集金额，规划的资金使用结构如下：

•

•

•

服务营销、推广和公关 – 总资金的 – 25-45%；

研发费用（主要是薪水和工资）– 20-50%；

基础设施成本 – 20-30%;  

• 运营成本 – 4-5%。

计划出售 60% 的发行代币，为 Playkey 基金会预留 12.5%，其余将在团队、托管代理、奖励金
和 ICO 顾问之间进行分配；

• ICO 结束后，资金将以 ETH、比特币和美元的形式存储，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loud_gam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mart_contract
https://theethereum.wiki/w/index.php/ERC20_Token_Standar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ther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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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的未来与 Playkey 的使命

游戏革命 – 迁移到云端

• 

• 

• 

• 

PETER MOORE
Electronic Arts 首席执行官

YVES GUILLEMOT
Ubiso Ȁ首席执行官

KATSUHIRO HARADA
TTekken/Bandai Namco 总监兼制作人

行业领军者预测 – 游戏的未来是流式处理

对游戏玩家而言，利用共享经济原理，云游戏可比拥有个人游戏硬件（PC/控制台）便宜 10 

倍。GPU、互联网和低延迟流式处理的发展降低了对个人游戏硬件的需求。

GPU、互联网和低延迟流式处理的发展降低了对个人游戏硬件的需求。事实上，下一代控制台可能

是最后一代基于硬件的控制台。

将游戏迁移到云端的技术如今已成为大势所趋 –70% 的 Steam 玩家无法玩 GTA V 等高分辨率的

AAA 级游戏，30% 的玩家甚至不能在其过时的 PC 上运行此类游戏。

对云游戏的需求将持续增长。对最新一代硬件的需求以及资源密集型 VR 技术导致的游戏要求提高，
将使得家用硬件对休闲游戏玩家而言越来越昂贵且不具备可行性。

“玩家将通过流式处理技术访问游戏，
所以二者之间不需要硬件中介。
如果我和你想玩 Battlefield 12  对抗游戏，
我们只需通过家中拥有的任何显示器加入游戏即可。
这将发生在芯片上，而非盒中”

“……没有什么关于新控制台的官方消息，
因此我预计我们在转向流式处理之前还会有一个控制台周期……”

“PS5 问世时很可能只是一个控制器加一个显示器。
届时仅存的问题就是服务的名称了”

“家庭硬件很快就会过时。

对于游戏玩家来说，这是一场持续的“军事竞赛”。

您想要体验高品质的新游戏吗？

您需要定期支付设备升级产生的费用。

我认为云服务可很好地解决此问题。

云服务走出了这种恶性循环，

使您无需理会定期升级而能够玩新的游戏”

AZAD MUKHUROV 
IBM 俄国与独联体云服务领导者

https://www.gamespot.com/articles/there-may-be-no-consoles-in-the-future-ea-exec-say/1100-6439591/
http://www.gamezone.com/news/ubisoft-s-ceo-believes-streaming-consoles-are-the-future-of-gaming-3437155
https://gamerant.com/tekken-producer-playstation-5-not-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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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key 的使命 – 通过分散化在早期阶段利用云游戏革命

•

游戏市场规模和对流式处理服务的迫切需求

专家认为游戏的未来在云端，而 Playkey 认为云端应该分散化！

YVES GUILLEMOT
Ubiso Ȁ首席执行官

为所有硬件提供商、游戏玩家和新兴云游戏行业的其他参与者，打造世界上最大的平台和市场。

通过利用 Playkey 现有的专有技术、产品和业务，允许所有游戏玩家使用分散式云模型，

在任何连接到互联网的设备上，玩任何想玩的游戏。

• 

• 基于区块链技术，为挖掘者和游戏玩家提供具有核心平台的分散式生态系统，从而为私人/专业

GPU 所有者提供一种新的赚钱方法。这种方法比加密挖掘更高效、更稳定且风险更低，

同时可让游戏玩家经济实惠地体验 AAA 级游戏，而无需使用最新一代硬件。

流式处理将彻底改变游戏的创建和参与方式，
并无疑将再次颠覆我们对游戏的看法

在过去五年中，全球娱乐市场（游戏、音乐、视频）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迁往云端。

如今，用户不必将数字内容下载到设备（计算机、手机、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

相反，他们可以通过云端在线消费。

直到最近，仍没有行之有效的技术能够以最小的响应时间（ping < 100 毫秒）传输高品质的实时图像，

而不损坏视觉效果、不发生挂起或不丢失帧，并同时支持对云端流式游戏至关重要的用户最小 ping
输入 — 这是使其有别于要求较少的媒体（如单向视频或音频流）的独特条件。

只有低 ping 输出和输入解决方案能为用户提供 AAA 级游戏的无缝云游戏体验，

而不必购买昂贵的游戏硬件（在当前市场上金额可能超过 $2 500 美元）。如今，

Playkey 是在这项技术上走在最前列的开发商和提供商之一。

http://www.gamesindustry.biz/articles/2017-06-14-ubisoft-ceo-streaming-will-be-the-next-big-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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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70.57 美元
76.48 美元

84.72 美元
91.91 美元

101.06 美元

108.90 美元
115.83 美元

122.72 美元
128.46 美元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全球游戏市场收入发展情况

2012-2020

4%

512  + 9.2 年增长率亿美元

24%

25%

47%

亚太地区

北美洲

拉丁美洲

欧洲、中东和非洲

1089 亿美元

2017 年总计

+7.8% 年增长率

游戏市场规模

根据 Newzoo 出具的《2017 年全球游戏市场报告》
[8]，世界上有 22 亿活跃游戏玩家，其中 47%

（10 亿游戏玩家）会在游戏时花钱。预计这些游戏玩家在 2017 年将产生 1,089 亿美元的游戏收

入（相比之下，2015 年全球 PC 游戏市场的估值为 919 亿美元）。

270  + 4.0 年增长率亿美元

44  + 13.9 年增长率亿美元

262  + 8.0 年增长率亿美元

此外，根据该报告，消费者在游戏上花费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千禧年一代更是如此。原因是，

游戏如今能够迎合各种兴趣的群体。这包括“主动参与”（紧张或轻松地参与游戏）、“被动参与”

（查看由同龄人创建或由专业游戏场景提供的内容）以及“创建独特内容并共享”（按需实时流式处理）。

https://newzoo.com/insights/articles/the-global-games-market-will-reach-108-9-billion-in-2017-with-mobile-taking-42/


7

目标细分市场 (SAM) 容量评估

PC 游戏玩家

（单位：10 亿人）

拥有低端 PC（不足 4Gb vRAM； 
无法玩 AAA 级游戏）的 PC  
游戏玩家所占的份额 (%)

付费用户所占的份额

(%)
每位付费用户的平均月收入 生命周期

（单位：月）

生命周期价值

（单位：美元）

SAM 
（单位：10 亿美元）

1.5 68.6% 10.9% 14.6 12 176 19.7

流式处理服务的迫切需求 — STEAM 用户统计数据

名称

建议的 
GPU VRAM 
系统要求

GPU VRAM 不足

（无法体验高品质游戏）
的 Steam 用户

Skyrim SE 3 GB 65.75%

狙击精英 4 (Sniper Elite 4) 4 GB 68.62%

黑手党 3 (Mafia 3) 4 GB 68.62%

羞辱 2 (Dishonored 2) 6 GB 81.14%

Steam 每月进行一次调查，以收集有关其客户使用哪些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数据。

根据 2017 年 6 月的统计数据 [9], 我们依照客户计算机的技术规格，采用 Playkey
服务中所示游戏的系统要求，计算出无法使用这些游戏的客户的百分比。

（单位：美元）

https://newzoo.com/insights/articles/newzoo-2017-report-insights-into-the-108-9-billion-global-games-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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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key 加密货币 – PKT 代币

代币的用途和技术说明

PKT 代币使用机会 
短期

使用 PKT 代币支付

拥有 GPU 驱动的 
PC 的挖掘者虚拟化 DOOM

拥有过时 PC 
的游戏玩家玩 DOOM

根据智能合同条款虚拟化和流式处理游戏

拥有 Nvidia 或 AMD 
驱动的 PC 的挖掘者

一定百分比的收入 服务支持费

营销和公关

• 全球战略

• 给代币持有者的奖金支付

• 定价政策和挖掘者 SLA 条款

• 游戏发行商关系

• 软件开发

• 游戏实施

• 技术支持

挖掘者社区管理

PLAYKEY
基金会 PLAYKEY 公司

基础设施资金

Playkey 推出一种开源加密代币 — PKT。PKT 是一种加密货币，将用于购买和销售云游戏订阅以及

Playkey 的其他服务和未来产品。它将是 Playkey 生态系统内所有经济交易的记账单位，

并将用作与其他数字服务交互的基准。

PKT 属于定量供应的加密货币。可持续细分且长期无通胀地增长。

PKT 单位可替换且可转让，预计将在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交易。

PKT 将根据 ERC20（以太坊代币标准）在公共以太坊区块链上实施。根据 ERC-20 

标准实施的任何代币均与以太坊生态系统的现有基础设施兼容，因而可以快速轻松地实施。

以太坊生态系统内的先进功能和高活跃度使其最适合发行 PKT。

短期来看，PKT 将用于挖掘者和游戏玩家之间的交易以及购买游戏软件。在第一阶段，Playkey
会将 PKT 钱包集成到所有 Playkey 帐户中，并将当前所有交易转换成 PKT。

预计游戏玩家将在加密货币交易所或 Playkey 官方网站上购买 PKT 代币。

游戏玩家向挖掘者支付代币以便参与游戏。挖掘者与 Playkey 基金会分享收入，

后者负责提供软件支持、与发行商建立关系、市场营销和开发生态系统。

营销资金 全球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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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

长期

挖掘者的益处

向游戏玩家提供硬件会获得以下益处：

• 比任何替代币挖掘高 2-3 倍的效率可增加机会；

• 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看，均比加密货币挖掘更稳定；

• 由于其内在价值，风险低于加密货币挖掘 — 挖掘回报更可预测，

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以其为购买自己游戏硬件（PC/控制台）的替代方案；

• 对于那些已购买 GPU 却因为加密挖掘市场上日益激烈的竞争而无法有效使用

GPU 的私人或专业挖掘者而言，这是个不错的替代/对冲方案。

10 美元/天 1.5 美元/天

首先，Playkey 将提供程序包，这些程序包可在挖掘者和游戏玩家之间的智能合同中用于确定游戏时间

（以小时、月或周等为周期）和质量首选项（HD、Full HD、Ultra）。

智能合同可监视是否达到指定成就条件或违反合同条款，并根据已编程的条件做出独立决策。

智能合同可确保各方合同关系的完全自动化和可靠性。

Playkey 基金会将与挖掘者社区紧密合作，以推荐最互惠的定价。但最终的定价将留给挖掘者自己决定。

基金会的目标是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让不熟悉区块链技术的游戏玩家也能轻松体验高品质的游戏。

基金会将为挖掘者制定特殊的 SLA（服务水平协议）要求，以确保其向用户提供卓越的游戏质量水平。该 

SLA 将包括对硬件、宽带通道带宽和正常运行时间的最低要求。

中期来看，Playkey 将使基础设施分散化。开发基金在 ICO 后购买的服务器将进行公开拍卖，
每位 PKT 持有者均有机会购买计算能力，从而为其所有者创造收入。

此外，每位挖掘者都能够创建自己的智能合同以吸收 PKT 持有者的资金，
并为游戏玩家/社区提供资助本地区域专业挖掘者的机会，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延迟并提高流式处理服务的质量。

长期来看，Playkey 基金会将扩展生态系统，以涵盖研发、营销、游戏开发和发行、游戏内货币、
电子竞技和直播流、应用程序和内容创建。

Playkey 生态系统的主要目标是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优势和益处，从而推动服务提供商和平台用户数量的增长。

生态系统增长的主要初始推动力将是云游戏服务，这将同时为挖掘者和游戏玩家带来高价值。

拥有 Nvidia 或 AMD 驱动的 PC 的挖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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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玩家的益处

游戏玩家将获得以下益处：

• 能够在过时/老旧/非游戏 (Mac) 硬件上玩 AAA 级游戏；
CPU >= 1.5 GHz（适用于配备 H.264 硬件解码支持的视频适配器)；

• 能够获得低延迟且图像质量极高的高水平 SLA；

• 能够在任何地方玩游戏；

• 能够在任何设备（Mac、平板电脑、智能电视等）上玩游戏；

• 即插即用解决方案只需点击一次即可购买游戏时间，不必花时间下载游戏；

• 有机会支付比购买游戏硬件少 10 倍的钱，却获得相同的收益。游戏 PC 的价格为 3,000 美元。

使用 3 年期按月付费方案购买时，相同 PC 的每月价格为 83 美元。每月云订阅费可能是该价格的十分之一。

我们预计，开放的分散化云游戏市场将使私人和专业挖掘者都有机会

以低于加密挖掘的风险等级产生多 2-3 倍的现金，并将游戏玩家的

价格降低 50%，这将让更多游戏玩家参与游戏，从而扩大 Playkey
的用户群和硬件提供商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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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key 生态系统

PLAYKEY.IO

• 

• 

Playkey 生态系统的核心 – 云游戏

云游戏架构

Playkey 将为基于区块链的分散式游戏服务生态系统，将涵盖以下细分市场和参与者：

Playkey 生态系统的核心参与者是游戏玩家和挖掘者（云游戏硬件提供

商）。Playkey 预计将建立一个大型的私人和专业挖掘者社区，并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流式处理服务提供商和市场。

在随后的阶段，Playkey 计划扩展生态系统，分散其他功能
（研发、游戏发行商关系、营销），并将其他游戏市场元素和细分市
场（如开发商和发行商、游戏内货币、电子竞技和直播流、
应用程序和内容创建）连接到平台。

在初始阶段，Playkey 公司将为 Playkey 生态系统提供支持。
将来，Playkey 打算将其生态系统迁移到完全分散化的独立模型。

服务的基本架构包括：用户在网站上选择服务器，将客户端与服务器连接，
以及在游戏开始和结束时修复合同。

将建立特殊的交易服务，以便使用智能合同将挖掘者与游戏玩家联系起来。
挖掘者将能够根据游戏市场需求，制定自己的智能合同条款（如定价），或加入推荐的条款。

电视

过时
PC

挖掘者

笔记本电脑
Macbook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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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组件描述：

● 客户端 – 适用于各种平台和设备的 Playkey 应用程序：

○ 桌面 – 适用于桌面和笔记本电脑的 Playkey 应用程序；

○ 电视屏幕 – 适用于智能电视和 IPTV/OTT 控制台的 Playkey 应用程序；

○ 手机、平板电脑 – 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系统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 Playkey 应用程序；

● Playkey.io – 主要的 Playkey Web 门户，包含有关服务、游戏目录、

支付功能和桌面应用程序客户端的信息；

● 挖掘者 – 与游戏玩家共享其硬件计算能力的区块链爱好者；

● PKT – Playkey 代币；

● 游戏 – 使用 Playkey 服务在挖掘者的计算机上启动的游戏；

● 游戏玩家 – 使用 Playkey 服务支付 PKT 在挖掘者的计算机上玩游戏的用户；

● 区块链 – 交易单位组成的链；

● 资料存储 – 游戏个人资料和存档的文件存储。

挖掘者概览

1) 在您的虚拟机上安装 Playkey 服务器端软件；

2) 设置并运行该软件；

3) 下载 Playkey 服务中提供的游戏；

4) 测试挖掘者节点，通过 SLA（服务水平协议）；

5) 激活生产模式，开始挖掘！

挖掘者应为获得批准的个人或组织，拥有 GPU 驱动 的硬件资源，其强大的 CPU 和 RAM 能够以高 FPS 
速率和宽带互联网连接，虚拟化高 分辨率视频游戏。

挖掘者将获得大部分收入（以 PKT 为单位），并将与 Playkey 基金会分享部分收入，以用于进一步营

销、研发和整合新游戏。Playkey 基金会将根据客户的需求和挖掘者社区的反馈算出这些百分比。

按计划将有两种类型的挖掘者 – 基本（家庭/私人）挖掘者以及将硬件置于 2 

级或更高服务等级数据中心的专业挖掘者。我们期望任何人都能成为挖掘者。

但我们希望开发出完全确保客户获得卓越游戏体验的生态系统。

要开始担当挖掘者，要求如下：

用于挖掘者社区开发和分散化的特殊智能合同

Playkey 基金会将花费 ICO 资金，来开发挖掘者生态系统，为早期挖掘者提供支持，

帮助挖掘者通过 SLA 测试，并准备提供高水平的服务。

Playkey 基金会计划花费不少于 20% 的资金来支持开发基金。此组织将努力创造稳定的生态系统，

为分散的挖掘者网络提供支持。开发基金将购买服务器，将其安装在最高效的位置，对其进行维护，

并吸引用户。

大量服务器将被定期拍卖掉，以便每位 PKT 持有者均有机会购买有利可图的服务器并产生收入。

最低价格将由开发基金使用收入乘数确定，但不会低于购买价格。此方案将基于 Playkey 
基金会的智能合同，来保证透明度和效率。

此外，每位挖掘者都能够创建自己的智能合同以吸收 PKT 持有者的资金，

并为游戏玩家/社区提供资助本地区域专业挖掘者的机会，

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延迟并提高流式处理服务的质量。

此方法将作为创建稳定高效的分散式基础设施的过程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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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key 生态系统的进一步开发 – 其他用例

游戏开发与发行

Playkey 生态系统将支持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的各种举措，以激励在游戏社区的直接支持下创建新游戏。

• 所有发行商和游戏开发商与平台之间直接连接；

• 在 Playkey 生态系统内部发行和面向群体销售；

• 通过 Playkey 基金会的举措，以捐款和刺激的方式支持独立开发商。

• 大型专业挖掘者或区域挖掘者社区可以独立执行本地营销活动，包括使用他们自身的移动应用程序；

• CPA 网络和 YouTube 博主可以发布智能合同，依照合同，

他们将针对其发送至挖掘者服务器的每个客户端获得付款；

• 通过智能合同，为发行商开展游戏促销活动。

• 通过赞助开展的全局和本地游戏竞赛，以及 Playkey 生态系统内的其他服务；

• 针对电子竞技团队的服务，以及赞助智能合同；

• 供流观众与流式处理者直接开始游戏的“开始游戏”按钮；

• 交叉订阅价格 — 购买流频道订阅的客户将获得云游戏订阅奖励，反之亦然；

• 为游戏玩家提供的“开始流式处理”功能，可激励他们直接从云端进行流式处理。

游戏内容创建

Playkey 将支持创建内容相关服务，这将提供公平的游戏评论和有趣的内容。

• Playkey 生态系统内部通过智能合同提供的具有不同货币化计划的游戏杂志和博客；

• 通过智能合同为发行商和游戏玩家提供 YouTube 流式处理支持；

• 游戏评论或其他内容（视频/文本）。

营销分散化

Playkey 团队认为，下一阶段的分散化将是营销。它将为挖掘者提供各种工具，来将用户吸引到其 GPU

驱动的机器 （如 web 服务、移动应用程序）。总之，这些举措将为所有市场利益相关者提供透明且公平的条款。

电子竞技和直播流

随着游戏产业的发展，Playkey 生态系统将制定网络竞技计划，为游戏玩家和团队提供各种公平且有吸引力的

竞赛。此外，团队将开发服务，来支持并增强游戏玩家和流式处理者的游戏流式处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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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key 基金会

拥有 Nvidia 或 AMD 
驱动的 PC 的挖掘者

一定百分比的收入

营销与公关

服务支持费

• 全球战略

• 给代币持有者的奖金支付

• 定价政策和挖掘者 SLA 条款

• 游戏发行商关系

• 软件开发

• 游戏实施

• 技术支持

挖掘者社区管理

PLAYKEY
基金会 PLAYKEY 公司

营销资金基础设施资金 全球举措

Playkey 基金会是 Playkey 生态系统内部的一家管理公司。它负责提高平台知名度，
管理生态系统的关键规则，并制定核心战略。

基金会的主要目标是开发能让用户在其中找到价值的开放式游戏生态系统，同时为挖掘者
（和其他服务运营商）提供开放且可持续的平台，以拓宽、提供和增强这些服务并吸引用户。

基金会的职责将包括管理 Playkey 公司，并针对软件开发需求为其提供资金。

Playkey 公司还负责与游戏发行商进行所有的谈判，并消除所有法律问题，使游戏在系统中可用。

Playkey 基金会将指导并资助工具开发，使生态系统合作伙伴能够为彼此建
立、增加和创造价值。Playkey 基金会将通过聘请开发团队继续改进支持
Playkey 生态系统的技术套件，深入开展此项工作。

来自挖掘者的所有收益将被转移至 Playkey 基金会，后者将资助 Playkey 生态系统的开发。

Playkey 基金会将为研发、基础设施开发、营销与公关以及其他全球举措提供资金

营销计划将侧重于吸引新玩家到 Playkey 生态系统、Playkey 基金会的公关、

营销分散化以及向广告代理机构和其他服务提供商提供智能合同。

全球计划将在 Playkey 生态系统内部开发全球游戏服务、投资和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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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资金

• 公共关系

• 重要营销

• 挖掘者营销

• 游戏玩家定价政策

• 与营销代理机构的智能合同

全球举措

• 全球游戏战略

• 代币持有者奖励支付政策

• 对挖掘者的投资

• 政府关系

基金会管理理念

身份服务

基础设施资金

• 挖掘者社区

• 会议

• 对挖掘者的投资

• 与硬件公司的关系

• 与挖掘者管理机构的智能合同

• 挖掘者 SLA

Playkey 生态系统被视为由通过使用 PKT 而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产品和服务提供商，

如挖掘者、研发人员、游戏发行商和游戏爱好者）及其客户组成的社区。Playkey 基金会旨在成为无偏见、

非营利且民主的生态系统成员治理框架。

Playkey 基金会的基本功能包括：与不同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联合开展开放式资源管理，推动 PKT 实施，

以及与生态系统社区有关的一切事宜。

Playkey 基金会将管理集中的总账，并以可靠的方式自动执行其定义的政策和协议，

同时努力实现完全分散化的方法。

为了完成使命，Playkey 基金会将投入资源来建立公平透明的治理流程，

并考虑到生态系统内所有参与者的声音和需求。这种开放式治理模式将监督与法律事务、

内容和合规准则有关的决策。

通过与合作伙伴合作，投入资源培育生态系统，推动价值创造和网络效应。

为了帮助 Playkey 基金会执行其使命，Playkey 基金会将储备 PKT。Playkey 基金会负责确保 

PKT 储备的安全以及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作为其任务的一部分，Playkey 基金会将针对那些在 

PKT 生态系统内创建充满活力的服务的数字服务和应用程序，打造激励措施。

用户身份成为数字服务分散式生态系统中的重要问题，因为用户应该能够在多种数字服务之间顺畅地进行交易。
Playkey 基金会将保持一致且易用的身份服务，允许在各种服务之间建立并传达一致的身份，
以维护单一且强大的钱包，并在数字环境中拥有持续的声誉。加密协议和双重认证算法将保证存储此类帐户的可靠性。
Playkey 基金会也将为参与者提供代码和所需的 API 来集成身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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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太坊交易确认时间导致响应速度明显延迟，高于用户通常对消费应用程序的期待；

• 以太坊区块链要求针对每笔交易付费。使用以太加密货币付费，为普通用户创造了采用障碍。

代币和平台的技术说明与限制
Playkey 首先将针对与 PKT 加密货币的可扩展交互，实施半集中式链上链下混合交易服务。Playkey 
将通过所有数字服务合作伙伴均可使用的 API，开发并托管集中式链下总账。但使用 PKT 
的交易将在以太坊区块链上结算。

这有助于规避交易中的用户间网络费用，并避免因大量交易而对公共网络造成压力。

这还将改善延迟方面的用户体验。

选择此类实施基于 Playkey 的经验。预计的每日交易速率可能会超过以太坊的吞吐能力，
造成网络拥塞的风险。

纯粹的链上架构起初可能并非最佳，原因有如下两个：

因此选择了混合解决方案。它创建了一个半集中式系统，最终用户将在其中享受到标准的用户体验，
并摆脱区块链系统的一些复杂性。但这种方法也具有集中式系统的典型缺点，

比如必须依赖于参与者之间的信任。从长远来看，Playkey 基金会趋向于将交易基础设施迁移到完全分散化的系统中，
并同时保持低摩擦的用户体验。

在分散式生态系统中，用户应该能够在多种数字服务之间顺畅地进行交易。因此，

用户务必在各种服务之间建立并传达一致的身份，以维护单一且强大的钱包，并在数字环境中拥有持续的声誉。

Playkey 将支持一致且易用的身份服务，并为参与者提供代码和所需的 

API 来集成该服务。

必须在区块链技术领域取得重大成功，才能提供高度可扩展、低成本且符合成本效益的分散式系统，

并消除对半集中式方法的需求。吞吐量可扩展性、分片、高效支付渠道和分散式治理协议领域已经取得了进展。

为了加快实现所需的进步，Playkey 欣然接受与区块链技术社区携手合作的机遇，并将通过把这些技术集成到 

PKT 交易服务中来在生产中对其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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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者的工作流程

典型的挖掘者工作流程如下：

• 在 playkey.io 网站上注册，并创建 PKT 钱包；

• 下载 Playkey 的服务器应用程序；

• 安装并配置该软件；

• 下载所需的游戏，并设置参与游戏的价格；

• 在区块链中注册此智能合同。

游戏玩家的工作流程
典型的游戏玩家工作流程如下：

• 在 playkey.io 网站上注册，并创建 PKT 钱包；

• 下载 Playkey 客户端应用程序；

• 通过用实际货币（美元、欧元等）购买 PKT，为 PKT 钱包充值；

• 通过以下筛选器，选择要使用的游戏服务器：位置、ping、该特定游戏服务器的收费、声誉等；

• 选择服务器，并与挖掘者订立智能合同。未来将实现根据游戏玩家设置的参数自动选择服务器。

游戏玩家

参与游戏

Playkey.io 注册

以美元付款至内部美元余额

通过内部美元余额购买 
PKT手动选择挖掘者服务器

待办事项：自动选择服务器

创建云 PKT 钱包

待办事项：
等待期间的常规挖掘

挖掘者

出租

Playkey.io 注册 下载 Playkey 服务器

安装和配置

测试、调试、
基准检测......

下载游戏玩家软件

做好开始游戏的准备

设置价格、

创建具有操作注册（服务器、
速率、游戏、时间戳、数据）

的智能合同交易
等待传入连接

创建云 PKT 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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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者和游戏玩家之间的交互

客户端 – 服务器

链上与链下

参与游戏挖掘者

完成

出租

连接......

下载加密配置文件

待办事项：Storj、Sia……

结束......

上传加密配置文件

下载游戏玩家软件

执行合同并发送 PKT

游戏玩家

PLAYING

ALFA CDN
服务

虚拟机 (Windows 10)

视频和音频流

控件命令（键盘、鼠标、游戏手柄）

统计数据、管理命令

客户端应用程序 客户端应用程序 游戏

成功创建具有操作«开始»的智能合同交易后，CDN 的加密配置文件会下载到挖掘者的计算机中，游戏
玩家将能够开始游戏。会话结束后，加密配置文件会上传至 CDN，系统将创建具有操作«完成»的智能
合同交易。PKT 将从游戏玩家的钱包转移至挖掘者的钱包。将来，我们计划使用分散式存储，比如
Storj、Sia 或其他服务提供商。

创建具有开始操作的智能
合同交易。

（注册合同、用户、

服务器、速率、游戏、

时间戳、数据）

创建具有完成操作的智能合
同交易。

（开始合同、完成日期、

会话数据）

客户端-服务器通信将使用 Playkey 根据 UDP 单播协议制定的协议进行。
Playkey 服务适用于不稳定的连接，可以适应每位用户的比特率和图像质量。

以太坊公共网络将充当货币的分散式结算层，与希望将 PKT 从 Playkey 应用程序转移至其中的用户进行交。
这将为与 PKT 在 Playkey 生态系统内交互的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这将解决系统发布早期的问题，
比如区块链可扩展性瓶颈、费用交易、更快的交易时间以及复杂功能封装。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PKT 会增加并允许在完全分散化的环境中提供这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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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

PKT 发行和分销

Playkey 计划进行发行量为 100,000,000 PKT 代币的 ICO，以实现以下目标：

• 将区块链技术集成到 Playkey 游戏服务中；

• 制定分散化、资源充足、安全且快速的 P2P 游戏流式处理解决方案，

让挖掘者能在其中向游戏玩家提供强大的资源；

• 在美国、亚太地区以及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达到 1,000 万活跃玩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文的“开发计划和预算”。

PLAYKEY 预计发行以下 ICO 代币

团队 – 20.0%
20 000 000 PKT

PLAYKEY  ICO 
100 000 000 PKT

奖励金 – 1.5%
1 500 000 PKT

顾问 – 6.0% 
6 000 000 PKT

已售 PKT 代币 – 60.0%
60 000 000 PKT

基金会 – 12.5%
12 500 000 PKT

ICO 参与者

ICO 主要条款

9 月 26 日

预售开始时间 预售 
结束时间

ICO
启动

ICO
结束时间

10 月 25 11 月 1 日 11 月 30 日

奖励  15%�

 1 PKT=0.004 ETH

1,3%�预售限时优惠1.

60–150 ETH: 25��% 

151–500 ETH: 30%�� 

501 ETH � 及以上: 35%

� 预售最大额度为

1.未概述奖励和限时优惠

2.预售最大额度为 1800 万 PKT

3. 将按照以下条款冻结为团队成员提供的代币：10% - 1 年，30% - 2 年，60% - 3 年

4.未售出的代币将被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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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和预算

起始点

2013-2016

2017

• 视频捕获技术

• 适用于 Mac OS 和 Windows 的客户端应用程序

• 商业发布

• 目录中拥有 180 款游戏（包括 70% 的 AAA 级游戏）

• Nvidia GRID M40 和 Tesla M60 显卡支持

• 专有视频协议，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视频流丢失并提高数

据传输速度

• 60 FPS，全高清分辨率

• Nvidia GTX1080 显卡支持

• 进军独联体以及欧洲、中东和非洲市场

• 区块链集成 – PKT 支持

开发方案

第 1 阶段：
10,000,000 
PKT

设备/操作系统

PC, Linux, Mac
PKT 代币使用、
挖掘者平台 分散式云游戏

雇佣 20 
位研发和公关人员

美国，欧洲、
中东和非洲 2,000,000 美元

第 阶段： 2 
25,000,000 
PKT

Android 专业挖掘者的智能代币 Messenger Android 
和工程师团队

亚太地区 8,000,000 美元

第 阶段 3 ：
50,000,000 
PKT

智能电视、

（LG、Samsung)，
iOS

P2P 云存储网络
与游戏发行商的分
散式合作

智能电视团队和
iOS 团队

拉丁美洲 15,000,000 美元

第  阶段4 ：
75,000,000 
PKT

Playkey 、
游戏控制台、
VR

为游戏发行商提供
的大数据

分散式营销与研发 VR 团队
半人马座阿
尔法星 23,000,000 美元

技术 特点 研发团队 地区
基础设施资金

（挖掘者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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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结构

说明
第 1 阶段：

10,000,000 PKT
第 2 阶段：

25,000,000 PKT
第 3 阶段：

50,000,000 PKT
第 4 阶段：

75,000,000 PKT

营销 25% 36% 40% 45%

Playkey 团队 50% 30% 25% 21%

技术基础设施

（基金会） 20% 30% 30% 30%

运营成本

（办公室、差旅费、

法务费用）

5% 4% 5% 4%

第 阶段开发步骤 1 
分散式基础设施

我们将把区块链和 PKT 集成到业务流程中，使挖掘者有机会将其 PC 和服务器出租给游戏玩家。

为了开发新功能，我们将聘请更多人员来提振 Playkey 生态系统的营销和研发。

营销活动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让世界各地的每位游戏玩家都能够喜爱并使用云游戏。营销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获得的资金越多，便能够越快速地在不同地区调节并推出 Playkey。在第 1 阶段，

我们将专注于当前的市场 — 美国和欧洲。

基础设施资金

我们在这个周期的主要目标是分散基础设施。为了开发分散化基础设施并支持挖掘社区，

我们将设立基础设施基金。初始资金为 200 万美元，我们获得的资金越多，投入该基金的资金就越多。

第 2 阶段开发步骤（在第 1 阶段步骤以外）

专业挖掘者平台

专业挖掘者是指拥有大量资源的群体、组织或私人挖掘者，他们可以在专业数据中心或场中组织具有高级别 
SLA（服务水平协议）的专业挖掘。我们将为挖掘者开发特定的平台，让他们能够依靠群体的力量成长起来，

成为专业的挖掘者组织，从而为其游戏玩家提供更便宜且更优质的 SLA。专业挖掘者将能够获得 PKT，
并与其投资者分享红利。Playkey 基金会将为投资者与专业挖掘者之间的交易提供担保。

ANDROID 客户端应用程序

我们将为所有 Android 4.2 版本及更高版本开发客户端，让您能够在任何基于 Android 的设备

（平板电脑、控制台、智能电视、加密狗）上启动 Playkey。

MESSENGER
为了进一步发展 Playkey 生态系统，我们将开发具有内置 Messenger 的启动程序，用于文本和语音聊天。

营销活动

在第 2 阶段，我们将扩展到快速增长的亚洲游戏市场。除营销以外，我们将在那里设置基金会的服务器，

为第一批用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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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阶段开发步骤（在第 1 和第 2 阶段以外）

智能电视服务

我们将为一流智能电视机型（包括 LG、Samsung 和 Android 系统电视）开发客户端应用程序，

让游戏玩家能够在大屏幕上玩游戏。

P2P 云存储网络

实施客户端加密的对等云存储网络将允许用户传输和共享数据，而不必依赖第三方存储提供商。

此网络将存储游戏内部版本和用户配置文件。

与发行商的分散式合作

我们将为游戏开发商开发 API，以便其在 Playkey 生态系统内销售游戏。未来，

它将使游戏开发商有机会通过透明的计费系统开展游戏订阅。

该系统和云游戏原理将为发行商提供无盗版环境。

营销活动

如果我们达到第 3 阶段：我们将已覆盖 US（美国）、EMEA（欧洲、中东和非洲）、

APAC（亚太地区）和 LATAM（拉丁美洲）等所有主要区域。

第 4 阶段开发步骤（在第 1、第 2 和第 3 阶段以外）

VR 设备和游戏支持

VR 游戏需要 GPU 和 CPU 的双重能力来渲染游戏对象，这使得准 VR 硬件的成本非常高昂。

我们将通过开发低延迟、高分辨率的协议来解决这一问题，使具备 
 VR 头盔的所有游戏玩家都能够利用该协议玩 VR 游戏，而不必购买硬件。

为游戏发行商提供的大数据

游戏发行商将能够使用我们的工具来探索游戏玩家的习惯和游戏中的问题，从而丰富游戏玩家的体验。

所有这些都将为 Playkey 生态系统中的游戏设定新的质量标准。

分散式营销与研发

为了进一步推进分散化，我们将在 Playkey 生态系统内部开创独立的团队，来研发核心产品和新服务。

此外，为了更好地匹配挖掘者的营销需求以及公关机构和 CPA 网络的机遇，我们预计将开放 API，
以创建用于 Playkey 生态系统内部营销的智能合同。

PLAYKEY 游戏控制台

我们将开发专有游戏控制台，让游戏玩家能够在大屏幕上玩游戏。客户端应用程序将基于 Linux，
代码将为开源，因此任何硬件制造商都能开发自定义的 Playkey 控制台版本。

适用于非游戏应用程序的开放式平台

我们知道，Playkey 解决方案不仅适用于游戏，还适用于其他应用程序，即可能消耗大量 CPU 和 GPU 
资源的任何软件。我们的计划是不仅要能够启动、虚拟化和流式处理游戏，还要能够启动、

虚拟化和流式处理过时 PC 所有者可能需要的其他软件。

营销活动

随着我们在主要地区取得成功，我们将在这些地区和人口较少的新地区加大营销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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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key 的团队和顾问

Playkey 的团队由 45 名专业人士组成，其中包括开发人员、游戏策略规划师、测试人员和营销专家。

核心团队已经开发此项技术并构建 Playkey 达 4 年之久：

• 云/流式处理技术开发领域和游戏行业的世界一流专家；

• 已与大型数据中心和 GPU/硬件提供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 已与全球领先的游戏发行商和服务提供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签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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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key 团队

EGOR GUREV
Playkey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ALEXEY LYKOV
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VADIM ANDREEV
创始人兼游戏策略总监

Egor Gurjev 对公司进行综合管理，
负责制定和实施全球战略以及与主要合作伙伴的关系。

Egor 一直担任 IT 企业家和经理。他是 Enaza 的创始人，

该公司通过自己的游戏门户 gama-gama.ru 
为电信运营商提供内容（游戏、软件、音乐）；此外，

他还创办了其他几家 IT 企业，其中一家成功出售给一家大型全球 IT 集团。

Alexey 执行战略技术管理，并监督产品开发。

Alexey 在从头开始构建高科技产品方面拥有成功的经验。

他目前管理一支 30 多人的团队，负责项目的重要基础设施组件，

包括服务器和客户端软件管理、架构、质量控制和计费。

Vadim 负责与游戏发行商的关系，在国际展会上进行公司业务介
绍，以及公司的游戏策略。

Vadim 在与电脑游戏和其他数字内容发行商打交道方面，

拥有 8 年以上的经验。

他的过往工作业绩包括签约雇佣 Ubiso. 、Bethesda 和 Sega 
等业界领军者。

DMITRY ISAEV
CFO

Dmitry 负责财务纪律、经济分析、管理会计、投资者沟通和现金流管理。

他在项目框架中建立了一个管理会计和收支预算的系统，

而且为项目引资制定了一种评估项目财务风险的方法。

Dmitry 曾长时间为一家最大电信运营商工作，拥有在多家投资公司的工作经验，

在财务管理方面拥有超过 10 年的广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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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 EPISHIN
营销总监

VLADIMIR SHESTAKOV
开发团队负责人

MAX KUDYMOV
Playkey 产品所有者

Roman 为项目提供战略营销支持

他在管理营销团队和游戏行业业务咨询方面拥有 7 年的经验。
他在过去 3 年中始终是 Playkey 核心团队的一员。

Roman 的业绩包括推出 Tanki Online，这款年收入排名前 10
的俄罗斯在线游戏最终在德国、巴西和 VK 社交网络上推出，收入在 
2010 至 2014 年增长了 14 倍。在 2013 和 2014 年，Tanki 
Online 被授予“俄罗斯年度网络游戏奖”（俄罗斯网民选择奖）。

Vladimir 负责计费、游戏服务器和客户端开发团队。他还从事架构开发，
并参与网络协议、跨平台客户端和游戏服务器的开发。

4 年多以来，他一直致力于云技术领域。他在职业生涯之初为 C# 开发人员，

还曾担任 FullStack 开发人员，随后转向 C ++，后来领导了一支 5 人团队。

如今，他管理 3 支拥有 13 人的团队。他已经从事软件开发工作达 7 年以上。

Max 负责决定 Playkey 产品的发展方向。他花费 5 年的时间培养自己在

产品管理、积极单位经济发展和断代分析方面的技能。在加入 Playkey
之前，Max 一直担任在线游戏 Republic life 的首席开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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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GEORGY DOBRODEEV
Epic Games 营销总监

Epic Games, Inc.（前身为 Potomac Computer Systems，后来变为 Epic 
MegaGames, Inc.）是美国的一家视频游戏开发公司，
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加里，部分归腾讯所有。

该公司创立于 1991 年，因开发 Unreal Engine 技术而闻名，
该技术为其内部的 Unreal、Gears of War 和 Infinity Blade
系列以及许多其他游戏提供支持，已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上
“最成功的视频游戏引擎”。

总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加里

ALEXANDER AGAPITOV
Xsolla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Xsolla 是一家视频游戏行业的公司，为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提供支
付、计费、分销和营销工具。Xsolla 的总部设在美国，并在韩国、
俄罗斯和乌克兰设有办事处。使用其服务的公司包括 Valve、Twitch.tv、
Aeria Games、Big Point Games、Gameforge、Ankama Games、
Gaijin Entertainment、Goodgame Studios、Snail Games 
和许多其他公司。

总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DILLON SEO
Dillon 曾多次创业，现为 VoleR Creative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此公司由 Dillon 创立，目前正在开展一个涉及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语音识别和虚拟现实的项目。

创立此公司前，他加入 Oculus VR 成为了联合创始人，

这是一家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器制造商和虚拟现实内容生态系统的建立者

2012 年，他在公司担任韩国 Oculus VR 的区域经理至 2014 年，

当时 Facebook 以 20 亿美元将其收购。

担任区域经理期间，他管理着公司的基本运营、业务开发、VR 内容采

购以及业务合作伙伴关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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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ZHALOV
Wargaming.net 的前市场推广副总裁、财务运作副总裁，区块链和电

子竞技爱好者

Peter 为战游网（全球最大的游戏发行商之一）

制定了初步市场营销策略。

Peter 是资深的游戏行家，加入了 Skincoin ICO 并为之众筹了超过 400 
万美元。

Peter 将为 Playkey 制定市场营销和产品策略。

REUBEN GODFREY
爱尔兰区块链协会 (Blockchain Association of Ireland) 联合创始人

Reuben 兼任销售、商业开发和财务运作等多重职务，

效力于大型跨国公司和全球的科技、电信和制药行业的初创企业。

他曾做过记者，科技和主流媒体经常采访他和邀请他发表评论，

他还在研讨会和会议上发表演讲以及主持，而且还担任无数成功 ICO 
的顾问。

他是爱尔兰区块链协会、斯洛伐克爱尔兰商会的联合创始人，NSAI
国家镜像委员会，ISO TC 307 的成员 (National Mirror Committee to 
ISO TC 307)。

ARSENIY STRIZHENOK
Blockchainuniversity.io 的联合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
Blockletter.co 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营销官、
LAToken 和 Ex-SONM 的 ICO 顾问

资深的加密货币、区块链专家和爱好者。

在加密货币、区块链和创业发展方面拥有国际经验和资深技能。

效劳于多家成功的初创企业，担任国际加密资源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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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SH MOHAMMED

过去的 15 年，Anish 一直担任安全和保密领域的研究人员和顾问。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半的时间都在钻研密码算法和协议。

他还担任埃森哲 (Accenture) 和凯捷 (Capgemini) 的策略顾问。

他以英国数字货币协会 (UKDCA) 创始会员的身份加入了区块链生态系统。

同时还是 Adjoint、Arteia、Privacy Shell、Collider-X、Ripple 
Labs、Hyperloop Transport Technologies、EA Ventures、IEET 和 Chain of 
Thing 咨询委员会的一员。

近来，他更专注于安全性、可扩展性和区块链共识的项目，

以及人工智能安全智能合同的应用。

他现任 Blockchainsmokers 的首席科学官和 Exosphere Academy 
区块链技术院长。

MICHAEL KIM
CoinInsid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Michael 曾在多家跨国游戏和 IT 公司工作，如 Electronic
Arts、Microsoft、Blizzard、Wargaming 和 Havok。

在超过 18 年的时间里，他出色地担任了营销、销售、

业务开发和管理等多个职位。

2016 年，他创建了私人公司 Goplay，投身于加密货币行业，

即将在韩国推出名为 CoinInside 的代币服务平台。

MIKO MATSUMURA
ICO 顾问、投资人和发言人。

Pantera Capital 有限合伙人和创始人，Evercoin 交易所

Miko Matsumura 创建了加密交易所 Evercoin，也是 Pantera Capital ICO
基金机构（价值 1 亿美元且仅经营 ICO 的基金机构）的有限合伙人。

他个人投资了 FileCoin、Brave、CIVIC、Propy 和 Lyft。
作为 Java 语言和平台的主要传播者，他参与了互联网的第一波浪潮，

现在全身心投入于前景广阔、由加密技术助推的互联网中。

他在硅谷做了 25 年的运营执行官，为开源型初创企业筹集了 5,000
多万美元的资金。

他目前担任多家加密货币新创公司的顾问，如 WiFiCoin、Guardian
Circle（分散式全球 911 紧急服务）和 Hub（分散化专业社交网络）。

他还是 Focus Ventures 的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管理着超过 8
亿美元的资产、9 个 IPO 项目和 44 个退资项目。

他持有耶鲁大学神经科学硕士学位，在校期间研究抽象的计算神经元网络。

他是旧金山地下加密 (Crypto Underground) 聚会活动的组织者，将在即将

到来的代币节中发表一系列主题演讲，包括纽约市的 ICO 会议

(ICOnference)、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区块链生活 (Blockchain Life) 会议，

拉斯维加斯的全球区块链峰会、货币未来峰会和代币议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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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合作伙伴

Salarian Capital 

EVGENY LVOV 

EVGENY SHKOLUN 

ILYA GLAZYRIN

IVAN ZAKHAROV 

NICKOLAY ANTIPUSHIN

主要 ICO 顾问

平台合作伙伴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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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免责声明

本文件为最终确定前的版本，仅供参考之用而向公众公开。本文件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与本文提及的

任何公司或个人订立任何交易的要约。本文件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视为建议、咨询或推荐，

任何人均不得以此为依据。任何人以本文件为依据而采取的任何行动均基于其自身评估并由其自担风险，

Playkey 及其关联方对于此类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概不负责。获取 PKT
的完整条款和条件将在当前文件的最终版本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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