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ntiment 介绍: 加密市场的数据回馈平台

Santiment 正在为加密货币以及区块链资产构建一个市场数据基础平台。这将是首个该领

域的数据反馈平台，提供加密货币的相关数据，独家的内容流，以及可以参考加密货币项目的

数据库。这个平台所提供的信息，可以使得交易者利润的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因为人群情绪

是当前加密市场的重要推动力，所以 Santiment 将首先从情绪分析，内容还有数据反馈这几个

方面开展工作。

Santiment 会从手机端和网页端提供数据反馈的入口。我们还会直接整合第三方的服务，

例如交易所和资产管理平台，并向这个领域里日益增长的交易者和投资者们提供更多的接入方

式。数据反馈和数据基础平台使得新的加密金融业务，金融技术成为可能。移动端内测版目前

已经完成，该版本集成了价格反馈，Santiment 功能反馈，还有 Santiment 日记工具。这个版

本正由早期的社区成员在进行测试，将在不久后对所有社区成员开放。

Santiment 的长期目标是解决加密市场的信息传播难题，旨在为密货币数据建立一个规范，

透明的标准，成为数据与信息的中心。

痛点：加密市场易受谣言影响且信息严重不对称

加密市场无论是对交易者还是投资者都有着不小的门槛，尤其是对刚接触的新人来说。大

众情绪是一个主要因素，炒作和恐慌决定着价格起伏，也因此激发了一些人操控信息的动机。

加密市场又具有以下几点特性，非流通，波动大，信息不对称等，使得赚钱效应更加明显。

一年内获得十倍收益的情况日渐普遍。而这些暴利的收益都来自信息的不对称，要想在这么一

个市场里成功，就要得到那些只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的信息 ，而这样的一种信息优势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这就导致了一个重要问题：有质量，又可验证的消息的严重匮乏。每一分钟都充斥着大量

的信息，讯号。如果你去 Slack 频道，私人论坛，新闻网站这些地方逛逛，你可以看到有大量

的，典型的炒作和恐慌制造。

还有一点，就是数据的可信性。去年一年，一些中国交易所对平台的成交量数据进行了“加

工”，出现了大批假的买单和卖单。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的可靠性难以保证。如果你找到了一

个不错的数据，无论是数据本身还是它的来源，反过来去验证它的办法都极其有限。

信息的有效性会根据大众的动机从而影响市场情绪。恐慌的人总是轻易动摇，而老手则靠

炒作来欺骗新人。这也造就了五花八门真真假假的谣言。而为了获取那些少部分真正有价值的

信息，成熟的投资者和交易者会不遗余力地去搜寻，因为只有这样的信息才是他们获利的关键。

但是可信又可靠的渠道十分缺乏，使得获取这样的信息及数据难上加难。信任是昂贵的，只有

在真正解决了这些问题后，加密市场才能更上一层楼。

解决方案：Santiment 为你提供一个客观的信息源



Santiment 平台可以解决加密市场缺乏可靠可验证信息的难题。通过打造一个加密资产的

数据中心，包括：

由专家发布的信息流和新闻资讯

区块链项目和区块链分析的数据库

加密市场数据反馈与重要信号

这些信息中，像数据库，会免费提供给新用户。Santiment 通过这些客观信息把新入门的

交易者更快地领入加密货币的世界，同时，也让交易者成为我们的忠实用户。

内容流

Santiment 会根据用户的投资风格来提供个性化的深度内容。例如，有些用户会更关注一

些主流币(比特币，以太坊，瑞波币)，而另一些用户则更关注通证(Token)发售的分析。内容流

会以实时资讯或者报告的形式，按时提供最新的市场信息。

这些内容流将涵盖：

通证发售分析



经济结构与市场调查

项目进展与团队分析

各国法规条例

以及更多

内容流会对市场的核心问题进行解答。举个例子，团队成员的背景调查，比如之前有没有

利用职务之便的犯罪历史?或是先前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当前的市场反响如何?行业大趋势如何?

等等。

内容流的目标是尽可能客观地去回答类似重要的问题，让这个市场更加透明，安全，专业，

而那些骗子，传谣者不再有机可乘。

Santiment 数据库(SANbase)

Santiment 的第二个部分则是 SANbase(Santiment 数据库)。SANbase 对所有的交易者和投

资者都是一个开放的数据库，里面的内容包括项目的信息，创始人，经济情况等等。

SANbase 的更新会采用众包形式，但内容的整理会由团队的分析人员来负责。我们的长期

目标是把高质量的信息给去中心化。一旦我们有了这么一个运作模型，我们会将其应用到全网

之中。如果一种更有效的整合金融信息的方法被我们发现了，它将会大力改善我们数据库的范

围和质量。

数据反馈

为了得到客观的数据，Santiment 会创造第三方的内容，根据多项数据的反馈进行分析，

从而达到市场表现的预测，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没有依据地乱猜。它的机制是从数据源接收最新

的数据，再给到用户以供决策。

我们会建立 3 类数据回馈，每一类致力于解决一种基本问题：

情绪数据反馈：情绪虽然在加密世界里影响力十足，却很少有相关的数据。情绪反馈在数

据学家的研究成果下提供了大量相关的交易者数据。

区块链数据反馈：这些数据对于理解区块链是怎样运作的至关重要，却一直散乱在各处。

通过与区块链的合作，Santiment 会建立一个监测区块链行为的数据反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观测大户们的钱包动向。交易者和投资者能够借此信息来降低风险。

众包数据反馈：我们的第三方数据会着重于众包信息。人们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信息，多到

难以收集和整理。通过反馈机制，可以让那些做出贡献的人获得相应回报，同时我们能够为用

户提供那些本不可利用的重要信息。



连接网络

通过以上三项功能的结合(内容流，数据反馈，SANbase)，Santiment 会把最成熟的信息集

中在这里。为了让信息更清晰和易于理解，我们正在开发：

一款移动应用，交易者可以随时随地地查看轻数据，市场文章，以及数据库

开放 API 接口的网页端，这个版本最终会涵盖针对数据分析和定量交易的检验工具

第三方的整合，我们会将 Santiment 直接整合进几大主流交易所以及资产管理平台，这样

尽可能多的交易者和投资者也能够接触到 Santiment

这些功能的核心都是网络。如果大量的投资者，交易者，市场专家都使用 Santiment，那

么 Santiment 无疑会成为加密市场的信息中心。

市场：谁需要数据反馈还有信息网络?

Santiment 的数据向交易者提供两大福利：

通过把所有的信息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大幅地为交易者与投资者节省时间。

他们会提供大部分交易者都无法达到的极具深度的见解。

三类人群能从 Santiment 受益：

专业的交易者与投资者，比如对冲基金和大户们

新入门的交易者和投资者

数据的中间机构，例如交易所和资产管理平台

大部分的交易者和投资者都在寻找一个信息平台，并愿意支付费用来获取信息。主流金融

数据的规模可以达到数千万美元的估值。而 Santiment 正是加密世界里第一个做这样一个平台

的项目。

当大多数新人们对我们提供的信息感兴趣的同时，那些价值更大的信息很有可能很快就被

大量专业的交易者和投资者买走。这类人可以分成大户和基金机构：

大户们是加密货币的早期投资者，他们清楚知道加密市场是被大众情绪还有信息不对称支

配的，所以会非常乐意支付费用。

对冲基金是另一个主要对象。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开始进入加密资产领域。这些基金向来

知道信息的重要性，所以他们购买数据反馈的需求是毫无疑问的。



按照目前的趋势，加密资产的净资本会在 2019 年达到数千亿美元的估值。而相关的信息与

数据的爆发也会随之而来。加密市场的体量直接关系到 Santiment 的价值，这个市场越大，用

户越多，Santiment 的价值也就越高。

交易所和资产管理平台是最后的一个重要市场。这些平台也迫切需要向他们的用户提供额

外的价值，却又缺少相关的资源和自己来运营的能力。对于这些平台，Santiment 会与他们进

行对接整合，让他们更简单高效地把信息传递至他们自己的用户。

这样的交易所包括 Poloniex, Bittrex, Kraken, Bithumb, Bitfinex,等等。还有从传统

领域进军数字资产市场的平台，像 eToro 这种，有着超过 600 万的用户基础。而资产管理平台

则包括 Iconomi, Melonport, Prism 等。

一旦 Santiment 的服务整合与这些平台进行了整合对接，他们自身的服务附加值也将大大

提升。

本文剩下的部分则会继续介绍 Santiment 的项目方向和长期规划。通证和众筹细节会在最

后讲到。

新人的心理，信噪比最大化

我们不是要闯进消费者加密数据以及信息市场，因为它并未存在。而我们正在创造它。当

然，也会有不小的挑战。相对于传统的交易者，加密市场的交易者可能对传统的市场的工具，

理论还有策略没那么熟悉。

但是经验的缺乏正好能发挥 Santiment 的价值，因为 Santiment 能够解决他们最基础的交

易问题：

他们不知道如何买卖(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理由)，以至于经常买在顶部，却抛

售在底部。对他们来说加密市场的风险巨大无比

他们不明白加密市场的运作模式，特别容易受到各种信号的干扰

他们具有选择焦虑，想知道自己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大众往往引得他们背道而驰。

当 Santiment 进入市场时，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这些新人认识自己与真正的市场行为，

这样他们才能有所进步。其次，给他们发送清晰的、可执行的信号来面对未来的趋势。最后，

是向他们展现大众情绪和相关数据，使他们能够做出明确的交易和投资决策而不再焦虑。所有

这些将归入我们推向市场的策略。

市场战略：集内容流与数据反馈于一体



新人由于缺乏技巧与足够的信息，很难做出自信的决策。我们的市场战略就是通过与平台

的对接整合，把一整套的内容流与数据反馈直接提供到用户手里。

通过把我们的信息放进交易平台，来让信息传递至我们的目标市场，移动客户端也是同样，

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市场趋势。

只要交易平台在网络寄存(Staking)SAN 通证，就能免费获得部分的 Santiment 信息。随着

越来越多的交易平台寄存 SAN 来向他们的用户提供服务，寄存( Staking )价格也会随之提升。

这会促使交易平台尽早寄存 SAN 通证和参与到 Santiment 项目中，同时也给 SAN 通证供应施加

了需求压力。另外，对交易平台来说，进入的门槛极其低，同时又能提供明显又引人注目的附

加价值。

一段时间后，我们会添加越来越多的内容流与数据反馈，这样服务的价值也能相应提升。

使用 Santiment 的交易者将认识到除 Santiment 外没有更好的选择。早期的资源会用于迅速的

市场扩张，我们会努力地提高我们的市场份额。

盈利与估算

Santiment 的盈利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从中短期来说，Santiment 会发布市场内容流与多项

数据反馈。这些服务，以及其他的数据反馈，会在交易平台里通过支付 SAN 来进行订阅，或是

对寄存 SAN 的用户开放功能。

参与加密货币交易的新人越来越多，他们对相关知识的缺乏让他们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位

置。所以我们的服务就是向这些人提供最大的价值。经验丰富的交易者和投资者经常搜集信息

并参与通证发售，我们期望他们能尽快找到我们。因此，我们会把精力放在如何让这些新人不

要花太大的力气就能找到我们。

据保守估计，目前光在西方就有超过 1,000,000 名活跃交易者。我们预测，这个数量还将

每月急剧上涨。今年 6 月，Poloniex 的报告称平均有 40,000 用户同时在线。Coinbase 的记录

则表示一天内有超过 40,000 新用户注册，而法国的钱包公司 Ledger 期望今年有 100 万用户使

用他们的钱包。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东亚成千上万的交易者，他们也是我们的潜在市场。

假设 Santiment 能够向 50,000 名交易者提供内容流服务，按照每月 20 美元收取订阅费，

我们每月的收入将达到 1,000,000 美元。

事实上，新入门的交易者不光会订阅内容流，还会需要数据反馈。当我们掌握了更多的数

据后，用户会根据需求来购买他们需要的内容和数据。价格也会根据具体内容区别开来。假设

有一半(25，000 名)订阅服务的交易者每月又额外购买了 50 美金的数据反馈，每月能带来的收

入将达到 1,250,000 美元。

而以上的估算都是保守估计。我们自己作为活跃的交易者，非常愿意每月付出一定的费用

来获取真正有用的信息。而这样活跃的交易者不止只有我们，而是有成千上万个。这也就是这



项业务前景巨大的原因。因为数据的价值是可以量化的，交易者的投资回报率如果表现优秀，

他们非常乐意支付费用来进行订阅。

除了订阅服务，其他特定的服务将通过用 SAN 来竞卖的方式来获取。这些服务包括原始数

据，大众情绪数据反馈与独家内容，其中独家内容的价值会根据获取人数的增加而下降。

Santiment 技术组合与路线图

这一部分涵盖了 Santiment 的产品与技术，向大家展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以及如何去实现。

我们的路线图是灵活的。如果垂直类的内容更受市场欢迎，我们会调整去满足市场的需求。也

就是说，路线图上的是长期的规划。我们相信它充分展现了 Santiment 的发展方向。Santiment

会先从一个数据反馈平台开始，一步步地迈向成熟。

Santiment 技术组合

移动端，网页端，第三方整合

内容流及内容订阅

大众情绪数据反馈

区块链数据反馈与分析

众包数据反馈

Santiment 数据库



未来的更多功能

移动端和网页端还有第三方整合

移动端的迁移是未来的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电脑转向功能强大的智能手机。交易

也紧随潮流，许多交易所都开始支持随时随地的移动端交易。

这就是我们从第一天就开始开发移动端的原因，用户可以在手机上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信

息和服务。

手机端包括两大主要功能：

向用户提供专家文章及权威新闻资讯

向用户提供 Sanbase 数据库和数据反馈

而最终的网页端则会有详尽的分析和及时数据反馈。数据检验和可视化工具最终也会整合

进网页版。

SantimentMVP 是 Santiment 迈进现实的第一步。MVP 目前正在安卓与 iOS 上由社区成员进

行小规模的测试，一旦产品成熟稳定则会公开进行发布。

最后，移动端还有网页都都会与第三方平台进行整合。那样交易平台还有资产管理平台上

的用户也能够随时随地地体验 Santiment。

市场洞见与内容订阅

Santiment 的核心部分之一就是集中各类深度洞见与内容流。文章是大多数交易者最能够

接受与最容易吸收信息的一种形式。交易者和投资者将能够从广泛的内容流中选择定制出自己

偏好的内容，使得每个订阅者都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交易风格来选择内容。

为了降低门槛，订阅会优先对法币进行支持，以下是一些内容的大致方向：

通证发售分析

经济结构以及市场规模调研

项目进展及团队分析

各国法规等

这些将是我们的第一种盈利方式。



内容的产生将来自我们团队以及合作伙伴。我们会找来最优秀的加密市场的内容生产者，

并邀请他们来为整个项目做出贡献。

以上一旦完成，用户们将在手机端或交易所里体验到一个集各类市场信息于一体的信息中

心。

情绪数据反馈

下一步的发展将集中在添加越来越多数据反馈上。这些数据让用户能够知道基本的市场模

式。情绪对于市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会把它列在首位。有两种方法可以得到这些数据：

由我们自己来制定标准

与现存的数据研究者进行合作

而我们会两者都采用。这些数据反馈将不仅限于如下几类：

恐惧和贪婪指标

波动指标

动力指标

积聚指示

Slack 信号

情绪指示等

一开始我们会先自己制定相应的框架，因为没有现存的标准可以参照。当其他的业务都产

生价值，并且功能完善时，我们会通过合作把他们的数据放进 Santiment 上。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实用与最广泛的情绪反馈组合。

区块链的数据分析与反馈

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基于区块链的数据反馈。区块链是公开透明的网络。通过观察特定

的参数，我们会收到实时的信号。当一些对冲基金已经开始用区块链的数据分析与反馈，这项

工具可以渗透进更大的市场。

Santiment 正在建立跨区块链的数据分析与反馈，订阅者可以观察多网的事件活动。他们

能够看到交易量，大户地址动向，转账频率等数据。



为了搭建这些工具，Santiment 会与现存的区块链探索者进行合作，甚至由我们亲自来打

造。我们希望能在一年内使加密市场拥有最成熟的区块链数据反馈与分析。交易者和投资者能

够客观地量化趋势与价值。

众包数据反馈

作为移动端的主要形式，我们将首先尝试众包数据反馈。大多数的数据反馈都是基于端与

端的交互，但大多数真正有用的功能却是来自人们自己。众包的数据反馈是我们从人们那里直

接获取信息的一种方式。这些反馈的参与者将得到物质上的奖励，就像游戏一样。

这种形式的主要价值就是产生具体的 Santiment 数据。今天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供购买的经

过分析的情绪数据。为用户和新人提供强大且符合需求的众包数据反馈很有可能会被证明是一

种杀手级组合，并且可以满足市场需求。

Santiment 的加密项目数据库，又称 Sanbase

加密货币世界里最缺乏但又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能够相信的项目信息。今天如果你想要

了解一个项目，你不得不花上几个小时在网上寻找相关信息，还不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而这

是每一个项目都要做的。

人们不断地搜索，筛选大量关于项目的信息。而 Santiment 会从专业角度，搜取人们提炼

出的，可被验证的信息到我们的数据库，并以一定的 SAN 作为回报。

它是这样运作的：

Santiment 的分析师与研究员会对各类项目做初始研究，并尽可能地采集客观信息。各类

内容流都会附上相关的链接，比如深入的研究，团队历史，通证情况等

当分析师快速地更新 Sanbase 时，大家也可以通过建议来更新 Sanbase，作为回报他们会

得到 SAN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有效控制众包的过程并向那些做出贡献的人们分发 SAN 表示感谢。

未来的更多功能：数据可视化与社交功能

当 Santiment 的数据反馈与内容都有着可观的量时，我们会更进一步地去挖掘产品的价值。

可视化的数据让用户对不同的数据进行更直观的了解。最终，各项孤立的数据源能够有效

地整合起来，变得更加有用。数据在经过整合变得更加精确后的价值，将远高于那些独立、分

散的数据。

社交和讨论的功能可以创造更大的公共价值。通过与第三方的整合，社交功能允许投资交

易者在交易平台上互相交流。



但这每一项都必须放在一个核心平台上，伴随充足的数据与内容。当平台成熟后，我们会

准备第二份白皮书来讨论那些新功能，包括让任何人都能够创造内容的可能性。

最终，这些服务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价值。我们的目标是整合 Santiment 与现有交易所和加

密资产管理平台，这也是 Santiment 从长期角度占据数据市场的关键。

由数据驱动的区块链经济的发展路线

为了启动网络，我们计划推出一个未来可以进一步拓展的基础核心反馈。这里面的第一项

就是完整的行情反馈，展现了交易所的加密货币价格。一旦这项完成，我们会开始处理基础的

情绪反馈与区块链反馈，使范围与种类大幅提升。

Q2 2016 - Q2 2017 -准备阶段 (已完成)

以太坊的第一个订阅+寄存(Staking)智能合约

首次将分层的、社区为先的众筹模型添加进智能合约

Slack 社区上众包内容的 MVP

从 Poloniex(已关闭)与 BTC-E的内部聊天室(Trollbox)数据反馈发现某个币不正常的社交

信号

移动端交流与行情反馈



透明度政策推出

Q2 - Q4 2017 - Santiment 的亮相

白皮书发布

众筹开始与完成

移动端测试版发布

历史行情数据反馈

通证发售分析流

Slack 情绪数据反馈

Q1 - Q2 2018 -区块链数据反馈

区块链分析反馈

Santiment 数据库测试版发布

众包反馈

进度进展流

Q3 - Q4 2018 -大规模的人群情绪

情绪数据反馈原型

团队和交易所地址追踪

法规条例内容流

Q4 2018 – 大众数据发表

项目发展流

内容平台的研发发布

大众数据投票管制层面

200+数据反馈



Santiment 通证，众筹与法律条款

Santiment 网络通证(SAN)与经济

通证系统相当于是 Santiment 的心脏。通过通证我们可以激励更多的参与者为社区做出贡

献。每个人的目标也趋于一致：创造加密圈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与数据。因此一种精心设计的通

证将伴随着数据的使用价值应运而生。

Santiment 网络通证原型(SAN)有 4 项主要功能：

SAN 通证可以被锁定和寄存。由通证持有者自行寄存和锁定一定的 SAN 通证，从而可以查

看访问受到限制但又免费的内容流和数据。交易所与资产管理平台将做另外特别的寄存安排，

以向他们的用户分享内容流，数据反馈以及其他信息。

Santiment 的竞卖需要用到 SAN 通证。这些竞卖包括高价值的原始数据，大众情绪数据以

及独家内容等等

一些特定的操作需要支付 SAN 来维持网络的稳定与未来的开发

部分 SAN 通证会在分发后保留在奖励池内，发放给做出贡献的参与者



需要注意的是核心的订阅只接受法定货币，BTC 或 ETH，而不接受 SAN。SAN 主要是通过持

有和用来访问独家信息以创造网络效应，还有被用于激励众包数据方面。

我们期望 SAN 的价值是与市场分析的价值是一致的。有了以上的这种结构关系，我们希望

SAN 通证能够快速地流通起来，那样用户就能得到更多的价值。

Santiment 竞卖也同样，当 Santiment 上总数据的价值上升，我们希望竞卖的价值也随之

上升。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通证模型还是原型版，我们会用 2年时间来进行测试。2年之后我们会

重新评估这个模型，它所带来的价值保持不变。

Santiment 的众筹及通证分发



SAN 通证会在通证发售后进行分发，时间为 7月 4日 16:00。这次众筹将用于未来 3年的开

发。众筹接受以太坊(ETH)，软顶 15,000 个 ETH，硬顶 45,000 个 ETH，没有额外奖励。额度是

由 Santiment 与预售社区制定的。点击这里查询更多众筹信息。

如果达到硬顶，众筹将如此分配：

18%将用于激励团队的努力与付出

4%分发给重要的顾问与合作伙伴

6%用于奖励池来激励参与者，将由 Santiment 保留并全权自行裁量

18%给到参与早期支持的预售参与者

54%给到众筹参与者

用于支付团队的 SAN 会在 3 个月后开始分发，半年到一年时间内完成，依据每个人的职位。

奖励池的分发会在网上公开透明。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在接下去的两年内在网页上审

核并确认他们的通证分发。

通证众筹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网络的开发，如有剩余则用于激励数据，高质量的内容输

出以及其他开销。

所有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尽最大可能拓展 Santiment，无论是在用户基础方面还是在数据质

量方面。项目资金的分配如下(非绑定分配)：

50% - 数据反馈开发



15% - 数据和服务的收购

15% - 市场营销

10% - 运营费用

5% - 法务费用

5% - 储备金

ETH 兑换比例: 1ETH 等于 1000 SAN

通证的法律地位: 瑞士凭证

发行主体: Santiment 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地: 瑞士

发行时间:通证自发行后 7 天内冻结，以保证在分发过程中不产生任何问题。

相关法律条款

概述：

SAN 通证(功能通证)是一项凭证，允许持有者能够使用 Santiment 平台上的服务。在通证

销售过程中，购买者以优惠的价格购买通证，用于未来 Santiment 平台服务的使用。也就是说，

需要考虑到价格的风险，因为 Santiment 有可能无法启动计划好的业务。

SAN 通证不具有证券性质的法律效益，因为它不涉及分红与利息。SAN 通证是不可更改与不

可退还的。SAN 通证不是股份，因此持有者不具有参加 Santiment 公司各项会议的权利。SAN 通

证在 Santiment 平台以外不具有任何用途，因此 SAN 通证的购买不能用以投机用途。

任何 SAN 通证的购买者，默认接受此条款并充分认识到相关的风险。

要求：

任何在众筹中购买 SAN 通证的个人都需要充分理解虚拟货币，区块链和相关的知识。并且

充分认识通证众筹与使用虚拟货币的风险。

Santiment 对 SAN 通证的丢失与损失不负有相关责任，其造成的损失由持有者个人承担。

风险:



购买 SAN 通证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尤其是 Santiment 不能顺利运营和开发平台。

因此，在购买 SAN 通证之前，任何感兴趣的个人应当充分考虑其风险，价格，收益等情况。

如果不能充分了解或接受众筹的风险及相关条款，务必不要在众筹期间或之后购买 SAN 通证。

免责声明:

本文件不可视为一份投资邀请。在法律层面也不具有证券属性。本文件涉及的内容不应被

理解为投资建议或投资推荐。SAN 通证只是一种功能通证，不可被视为一项投资。

条款里的任何信息仅用于信息展示，对于信息的精确性及完整度不作任何保证。

Santiment 会以平台的形式展现，SAN 通证只是功能通证。因此，会遵守瑞士法律，Santiment

不会涉及洗钱等非法目的。

SAN 通证的购买者不享有参与或管理 Santiment 的权利。

当前监管部门对虚拟货币的业务，运营起到重要的影响。因此相应的调查或行动将可能会

导致 Santiment 的业务受到相应的限制。任何购买 SAN 通证的个人必须认识到 Santiment 的业

务模式以及相关条款可能会随着法律政策等情况而做出调整。故而 SAN 通证的购买者由此所产

生的损失都由自己承担。

Santiment 会尽最大努力来实现平台的运营与开发，但是对于最终能否实现以及实现到何

种程度无法向 SAN 通证的购买者进行承诺。购买者须对此达成共识

特约条款：

参与通证销售的购买者须同意此条款，并且保证：

购买者具有完整的法律权利与能力来购买 SAN 通证

不以投机为购买目的

不用于任何违法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洗钱等非法金融行为

对购买 SAN 的决定承担责任

购买者购买 SAN 用于未来 Santiment 平台上的使用

了解通证众筹的风险

充分了解虚拟货币及其风险



适用法律-仲裁：

任何白皮书产生的纠纷，争议或是索赔应当依据瑞士的法律仲裁与国际仲裁。仲裁应仅一

个仲裁人，地点为瑞士卢加诺，通过英语进行仲裁。

Santiment 团队，顾问，合作伙伴

Santiment 团队

Santiment 团队是来由自世界各地，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有德国，加拿大，中国，

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等国家的成员。团队创始人 Maksim Balashevich 对加密金融领域有着独到

的见解，在他的组建下，整个团队高效地在一起工作已经超过了半年时间。

接下去是团队核心成员的一些介绍：

Maksim Balashevich，CEO

作为前 IBM 软件部负责人，以及白俄罗斯一家成功的托管企业的联合创始人，目前在法兰

克福工作的 Maksim 负责产品方面以及负责带领整个 Santiment 团队。他还是我们之中最有经验

的交易者，通过运用情绪及 Elliott Waves 分析，有着超过 10 年的成功投资经验。

Dmitry Palchun, 以太坊开发

来自德国的后端开发以及以太坊专家，Dmitry 曾在汉莎航空公司工作，并带领过一个汉堡

的以太坊社区。

Eugene Tartakovsky, 全端开发与技术负责

来自西伯利亚的全端开发师，Eugene 负责 app 的开发。从莫斯科到华盛顿特区，都有他开

发的产品的身影，例如社交软件等。他会发挥他的专业能力来不断改进 Santiment。

Tzanko Matev, 数学分析与后端开发

来自保加利亚的数学与密码学专家，Tzanko 在拜罗伊特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除了密码学，

他还在数据和算法领域都有研究，也将运用专业能力到 Santiment 的机器学习上。

Igor, 移动应用开发

作为我们的移动端开发，Igor 早前作为独立顾问开发过许多产品，特别是金融类 app，他

的经历正是 Santiment 所需要的角色。

Mitchell Loureiro, 市场营销



Mitchell 是我们市场营销的负责人。从通证系统的设计，到市场推广以及众筹，都有他的

重要付出。

Kelvin “Wilhelm” Lee, 社区经理

大家可能更熟悉他在社区中的名字“Wihelm“，他扮演着通向 Santiment 领路人的角色，

保证团队与社区能够同步有效沟通。他也是 Cryptocopia 的核心成员。传言称他可能只是一个

AI，跟他聊聊来一探究竟吧。

Kim Carson, UX/UI 设计

Kim 是我们的 UX/UI 设计师，确保了 Santiment 的 app 的操作体验，她也是我们发起移动

端开发的关键人物。

Feng Jiahong, 平面设计师

Jiahong 是我们中国区的专员与平面设计师。她负责使 Santiment 能够顺利打开中国市场。

被 Santiment 选中的成员都有着良好的工作热情与专业素养。正是这么一个非常专业的团

队组成了 Santiment，我们也很乐意将这些厉害的成员公开地介绍给大家。

合作伙伴与顾问们

除此之外 Santiment 还选择了一些战略合作伙伴以及顾问来共同打造最好的产品。他们有：

Cofound.it 和 ICONOMI

Iconomi 是我们最早的投资者之一，同时我们也很早就和 Cofound.it 开展合作，我们将成

为 Cofound.it 上的第一个项目。并且在之后我们会用到这两家公司提供的数据。

KPMG

KPMG 也是我们最早的投资者之一，帮助我们搭建并制定了瑞士法律方面的框架，以及通证

众筹及各项法律条款等。

The Blockchain Research Lab

与 Blockchain Research Lab 合作的目的在于完善我们的机器学习技术。他们在金融和科

技领域的技术以及与 Deloitte, Bitfinex, Accenture 等的合作关系对我们有很大价值。

汉堡大学和肯考迪娅大学的研究者



我们与这些大学的教授和研究者就加密资产进行了合作。最终将以报告的形式在学术期刊

上进行发表。

Brave New Coin

通过与 Brave New Coin 的合作，我们能够共享大量有价值的内容和数据，希望在未来能够

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总结

Santiment 是一个致力于改善投资交易者信息获取渠道的项目。通过打造一个专业的金融

信息和数据平台，Santiment 使交易者们变得更加专业。所有的这一切都将从 Santiment 开始，

我们真诚地邀请你作为项目的贡献者，成为这个项目的一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