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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mbank银行货币，即 AMBK，是一种分散的可持续的加密货币。 它具有近实时、

全时的私人交易、公正管理、社区智能化的特性，是一种比特币的真正货币替代品。 

          AMBK是一种点对点的互联网货币。它通过零币协议实现实时、快速的私人交易，

对所有人收取的交易费用都很低。Ambank以此提供了一个开放源代码的全球支付网

络，通过确定性生成的 zAMBK完全权力下放以便于备份和增加安全系数。 

         "AMBK具有更快的交易确认时间和更高的存储效率，同时具有创新上的领先措施，如 zPoS

和将零货币协议整合到一个随时使用的轻便的或移动钱包中，但仍然具有完整和便捷的隐私协

议。"  

          AMBK使用史上第一个匿名的股份协议，称为 zPoS，结合常规 PoS和主节点来保护

其网络。zPoS通过在常规 PoS和主节点上为 zPoS给予更高的区块奖励来鼓励使用 AMBK
中的私密特性。 

简介和历史 

        互联网上的商业活动已几乎完全依赖于已建成的和有信誉的金融机构来处理电子支

付。虽然该系统在大多数金融交易中运行良好，但它仍然存在着其固有的基于信任的集
中化模式的弱点。 

        当今需要的是一个基于密码证明而非信任的电子支付系统，这样任何有交易意愿的

双方可以直接进行交易，而不需要一个可信的第三方。 

        2009年出现的比特币是一次主要的发展。它以底层区块链技术作为分布式共识的工
具。 

        在过去的几年里引入了其他系统和替代货币，其中一些吹嘘其比比特币更优良，但

它们实际都有问题，而且许多已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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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ank银行的目标是克服困难， 集中精力以提高速度，效率，隐私，安全和可互
换等方面， 正如本文案将展示的一样。 

                                                                              挖矿 

        挖矿是指使用计算机作为交易处理器参与区块链网络以产生奖励的过程。比特币使

用的是一种被称为工作量证明（PoW）的系统，而 AMBK使用股份证明（PoS）作为奖

励。 

        具有某类硬件的高速计算机可以产生更多奖励，一些公司已经设计了专门用于挖矿
的计算机芯片。这些计算机的任务是处理交易，并因此获得奖励。 

        挖矿一词不能从字面意义理解，而是借用了贵金属的采集方式。挖矿者通过数学运

算确认交易的合法性。然后，他们将这些交易添加到区块的末端，并创建这些交易区块

的链条，形成区块链。当一个区块充满交易时，处理和确认区块内交易的挖矿者就会得

到应有的奖励。 

        货币值较大的交易更需要确认以确保安全。这一过程被称为挖矿，因为从代码中获

取新币所做的数字工作相当于从沙里淘金所做的劳力工作。 

目标 

        Ambank银行货币（AMBK）项目旨在持续支持农业商品的发展，保护动物和环境，

其主要目标是帮助和资助大中小型农场主，使他们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生产。在技术

和社会领域，该项目也资助电子商务、银行服务、旅游和环境部门的初创企业，主要目
的是为动植物的可持续开发和生物多样性创造机构和改善服务。 

        我们还想做可与比特币媲美的货币，并提供一个可行的在比特币系统上进行改良的
更快、更可靠的交易的替代方案。 

结构 

区块链 

         AMBK区块链笔比特币更能处理高交易量。 由于区块更加频繁地诞生，网络需要承
载更多的交易。 因此， 商户在销售高票价项目需要等待更多确认的同时也能更快得到确
认。 

        区块链技术使金融交易市场的参与者享受均等的数据源，从而使交易过程变得更公
开、透明和高效。通过共享网络系统参与证券交易，传统的高度依赖中介的交易模式转

变为分散的直接网络交易模式。这种革命性的交易模式在西方金融市场的实践中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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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优势：一是可以大大降低证券交易成本。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可以使证券交易过程更

加简洁、透明和快捷。 

        区块链技术用于数字货币的原因是因为它以前被用于记账。而在未来它将用于政府

综合管理、跨部门协作、跨职能公共服务。供应链管理也是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广阔空

间。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产品和畜牧业可以追溯其源头并跟踪售后，使消费

更加安全可靠。同时，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和交易将变得更加简单。区块链技术必将

带来知识创新的新一轮热潮。 

        区块链能甄别异常交易和有效防止欺骗行为。 

时间线 

 

主节点 

        投资者和中标的主节点获得的区块奖励根据主节点存储的货币量乘以网络上可用于

投标的货币量而变化，基于网络的不同奖励需要维持网络服务(主节点 )和网络安全(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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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平均分配。当主节点数量增加时，其获得的区块奖励部分会减少，而当主节点数量

减少时，其获得的区块奖励会增加。 

        AMBK使用了一个创新的名为跷跷板奖励平衡系统（跷跷板奖励机制）变量来动态

调整主节点和桩节点的奖励。 

电子钱包加密 

        有了 AMBK的 zPoS 电子钱包加密技术就有可能保护电子钱包的安全，以便随时查看

交易和账户余额，但也需要使用密码进行任何交易或消费。这防止了电子钱包窃取病毒

和木马程序入侵，以及提供了付款前的健全查验。这些如 zPoS和将零货币协议整合成便

捷的/移动的电子钱包等的创新特性使得一个完整的而又便捷的隐私协议可以随时使用。 

代码库 

        AMBK是一种基于比特币 0.10.x核心的加密货币，这表明它比大多数其他 PoS数字货

币更为先进。其所使用的 PoS 结构摒弃了货币时代。换言之，要想从竞标中获得最大收

益，用户必须保持电子钱包时时处于开放状态从而不断增加节点的可用性，并加强网
络。这意味着，用户每月开放电子钱包一两次，每次打开几分钟是不会得到与电子钱包

常年开放可用的用户同等的奖励的。 

开发商 

        Ambank银行货币拥有一个由经验丰富的开发人员组成的大型的积极参与性社区，借

此持续开发 AMBK区块链，并为针对商户的产品维系一个私人开发者社区。 

        我们也是混合发展的先行者，确保代码更加安全和稳定。 

操作 

简介 

        我们制定了一个我们相信是最为公正的计划。 之前流通的一些货币没有Windows 二
进制代码或源代码， 而我们认为这是不公平且不安全的。 

        在正式发布之前，我们将放出源代码并让客户在他们的机器上运行 AMBK 测试网用以

保证一切都可以在发布之前得到全面检测。我们也计划使用投票方式以确定以最适合他

们的时间来发布 AMBK。 

初始矿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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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K在创始区块和前两个区块附带 150个初始矿货币以确认创始的有效性。我们

相信一个币需要公平的发行。让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控制大量货币并且能随心所欲地

使用违背了分散化的初衷。的确，如果没有初始矿货币的储藏，我们将无力支付奖励。

但我们相信人们会发现这种货币的优点而使其作为早期使用者去投资，并愿意花时间创

造服务而使 AMBK更加完善。  

投资者 

        投资者可以使用一千万 AMBK 购进一个主节点，并且该一千万 AMBK将会被锁定在

区块链中以建立一个主节点。每一区块的回报是 0.25 个 AMBK。 

奖励分配 

        在创始区块中， 当区块高度为 1时产生的奖励量会是一亿 AMBK 并将记录在初始矿

货币中。  

PoW 奖励明细 

        在 PoW 奖励中，当区块高度在 2-1000之间时，0.05 个 AMBK将进入矿池，

385.7AMBK将会发至开发者地址账户，0.25 个 AMBK将发往主节点。因此，每个区块将
生成 386个 AMBK。 

PoS 奖励明细  

        在 PoS 奖励中，除了将 0.05 个 AMBK 转移到股份而不是矿池之外，其他都类似。股
份和矿池差不多，都可以看作是 PoS区块链上的区块生成器。 

        在这种奖励分配中有两个阶段，分别是 0 阶段和 1 阶段。 

• 在 0 阶段中，区块高度在 1001-25900000之间，奖励为 386 个 AMBK，其中 0.05

个 AMBK进入到股份，385.7 个 AMBK进入到开发者的地址账户，0.25 个 AMBK

进入到主节点 

• 在 1 阶段中，区块高度在 25900001-无穷大之间，奖励为 0.3 个 AMBK，其中 0.5

个 AMBK进入股份，0.25 个进入到主节点，开发者地址账户没有进账。 

PoS 

        股份证明机制(PoS)概念指出，一个人可以根据他或她持有的货币量来挖矿或验证区

块交易。这就意味着挖矿者拥有的加密币越多其挖矿能力越强。  

        通过股份证明机制（PoS）， 挖矿者可以依据自己的份额挖矿或者验证区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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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证明（PoS）是作为区块链技术中最初的共识算法即工作量证明（PoW）的替代

品而创立的，用于确认交易并向区块链中添加新的区块。 

        工作量证明机制(POW)需要巨大的付出，矿工需要卖币来最终埋单；股份证明机制

(PoS)则根据挖矿者持有的货币比例来赋予挖矿权。 

        就挖矿者攻击网络的可能性而言，股份证明机制（PoS）风险较小，因为它构建了补

偿机制而使网络攻击对挖矿者不利。 

        AMBK采用股份证明（PoS）技术和基于区块链的分散开源的加密货币，由麻省理工

学院授权，专注于实现可互换性、交易私密性、社区管理、网络可扩展性和现实的使
用，使之成为全球公认的技术先进的在线数字货币之一。 

难度重定 

        在每个区块上保持难度重定。AMBK的拦截时间为 60 秒。   

货币生成 

        考虑到高速的 AMBK区块，为了正确模拟比特币的生成轨

迹，PoW 阶段的最大货币生成量为 100385614 个 AMBK，PoS 阶

段的最大货币生成量为一百亿个 AMBK。 

源代码 

源代码可以通过以下链接查找： 

https://github.com/ambankcoin/Core-All-OS  

优势 

技术 

        AMBK采用股份证明（PoS）技术和基于区块链的分散开源的加密货币，由麻省理工

学院授权，专注于实现可互换性、交易私密性、社区管理、网络可扩展性和现实的使
用，使之成为全球公认的技术先进的在线数字货币之一。 

速度 

       比特币网络上的交易需要 10分钟的确认时间！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而

AMBK的交易确认则仅需 10秒内，而且通常是即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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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K是一种开源的加密货币，它着重于使用零货币协议进行快速的私人交易，且

交易费用及环境印迹低。尽管我们知道快速的确认不一定像比特币的慢速确认那样安

全，但对于不需要交易超级安全的小型商户来说，这是非常方便的。AMBK区块平均需

要 2.5分钟确认，是比特币 10分钟的四分之一。因此，如果商户希望有和比特币一样安

全的确认，可以等待 4次 AMBK确认，但其实大多数商户都随时接受 1次确认的少量

AMBK交易。  

挖矿奖励 

        Ambank银行货币（AMBK）为投资主节点的投资者提供了丰厚的回报。AMBK主节

点可以保证每分钟有 0.25个 AMBK的奖励，也就是每月约有 1 千万个 AMBK。对于其他

级别的投资者来说，AMBK给予的月投资回报率也相当高。挖矿者目前在每个区块可获

得 25个新的 AMBK，这个数量大概每 4年（每 84万个区块）会减半。因此，AMBK网

络计划生产 8 千 4 百万个 AMBK，是比特币货币单位的 4倍。 

效率 

    AMBK使用 Blackcoin的 “股份证明 3.0” 协议改进版取代工作量证明。因此，它

在保证网络安全方面比 PoW更有效。 

私密性 

    面向投资者的 Ambank银行货币（AMBK）是非常安全的。在实践中，AMBK在公共
和私人的交易中使用其隐私特性的效率是其他货币的 4到 10 倍。 

        AMBK使用世界上最为私密的虚拟参与证明的加密技术，使用先进的知识证明隐私

技术以实现交易匿名性的最大化，并由强大的开发人员和密码师团队提供支持。其他大
多数相抗衡的私人货币仍然具有过时性而且很有可能是不必要的挖矿工作量证明。在

Ambank 银行，我们因为致力创新，所以赋予这项技术以生命力。 

安全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怀疑的世界，加密货币市场亦是如此。除了炒作、行话等，安

全也是新兴行业的基石之一。 

        有批评者认为区块链不可能同时拥有安全性、可扩展性和分权。 当涉及到加密货币

时，安全成为一个综合术语。有时它指加密货币交易的安全性或加密电子钱包的安全

性。而有时它亦指用户如何意识到保护加密货币资产的方法或鉴别欺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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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ank银行货币 (AMBK)是一种安全、即时、透明、多方案、不可追踪的数字加密

货币。虽然它有透明的选择，但它同时也提供了隐私技术和零货币协议。它将成为与融

合世界商业和金融机构的先驱之一。其先进技术提供了一个支付网关，可以被整合到电

子商务（E-Commerce）、银行服务（Bank-as-a-service）、旅游市场和 ATM机上进行支

付和提款。 

成本 

        由于 PoS的高效使得 AMBK的交易费用极低，往往只需一分钱。这就是说它非常适

合以前使用比特币的小额交易业务定价模型。 

可互换性 

        Ambank使用先进的股份证明（PoS）技术以保证高质的交易或互换 

为何选择 AMBK 

        同比特币和其他最近涌现的新型加密货币相比，AMBK网络在实施中使用的现代、

安全、快速、私密和可靠的方法具有显著优势。在比特币网络上确认需要 10秒，对大多

数业务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而 AMBK几乎可以实现实时交易。 

        随着数字支付和加密货币的使用越来越多，加密货币的支付必须变得更容易。我们

相信，人们会越来越信任分散的金融服务形式，这也是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可用的和值得

信赖的系统的原因。 

        随着技术的更新发展，员工将可以要求用加密货币支付薪酬。当遇到这种情况时，

AMBK将是一个极好的选择，因为它的速度和易用性。 

展望 

数字货币 

        巨商通常视比特币为对书呆子、IT狂、散户投资者等的试验。传统技术和金融机构

在开始时规避比特币行业。然而，现况已不再如此。 

        2019年对于加密货币时重要的一年。当脸书在六月的一篇白皮书里提到加密货币

后， 这个行业便获得了关注。 

        尽管如此，对有些人 2017年的记忆就如昨天一样清晰。比特币的价格一路飙升，疯

狂地在一年内从一千美元涨到两万美元。由于这种波动性和其他潜在问题，一些国际机

构认为比特币对金融稳定存在威胁。 

        然而，未来可期的是会有更多传统保守的公司会开始启用加密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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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无现金趋势对加密货币的影响 

        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无现金社会。这个想法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甚至很

多人已经参与其中。新冠疫情的流行加速了这一现象，现在商店、酒吧和餐馆不再接受

现金支付是很普遍的事！ 

        许多人已经开始携带信用卡/借记卡或使用移动支付作为支付方式，毫无疑问的是这

种习惯在短期内会增速。一个没有现金的社会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现实。 

        电子支付每日都在增长。在 ATM机取钱这种想法可能很快将成为老古董。 

        在某些情况下，数字货币可以提高速度和安全性。想想人们从一国寄钱到另一国必

须经历的事吧。费用很高，而且需要几天才能到账。有了加密货币，人们就可以迅速并

廉价地跨境汇款。 

迈向下一个十年甚或更久 

        加密货币在进入下一个十年后将一定比刚出现时强大得多。加密货币行业将以高位
开始它的第二个十年。技术的进步会带来更高效的支付系统和金融交易，这是至关重要

的。而 AMBK时刻准备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