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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打造一个基于5G 架构下应用存储的网络安全和

信任机制；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复杂的应用场

景业务数据链上存储，为 5G 数字时代的产业

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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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况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云储存服务商有百度云盘、

阿里云，亚马逊AWS等。区块链存储方面IPFS

只是简单的提供文件存储，不支持作为应用存

储服务器，区块链应用存储目前数据市场空白

区域。 

 



痛点分析 

居高不下的存储、带宽成本 
虽然，现在的存储成本已降至不到一元每GB，带宽成本也将近2元每
兆每月的，但对于整个互联网动辄上亿兆的超大数据量来说，传统云
服务将所有数据存储于少数几个中心的方式，成本还是过于昂贵。 

数据稳定性
传统的云服务在公司不再运维、设备故障的情况，可能导致用户数据丢失。 
存放在个人物理服务器上也有可能哪一天一个小碰撞就会导致数据丢失，而且
成本高昂。 

隐私和稳定不可兼得
在传统存储模式中，用户要么将自己的应用数据存在个人计算机
上，要么就要接受中介（例如谷歌/AWS）的审核。



解决方式 

资源整合 
每个网民都有机会成为无限云存储的服务商，虽
然一个网民的存储空间及带宽是不高的，但是，
全球有数十亿网民，聚沙成塔的效果非常明显。 

去中心化分片、纠错代码 
数据可以进行分片，让很多人共同持有。如果有
足够的节点，那么自然灾害、设备故障、以及其

他的人为灾害都难以影响这个系统。 

数据链上存储 
当数据文件有非常高的容错率时，企业或机构会
很难去记录它们。由于去中心化，其中不会有中

介（例如谷歌/AWS）去代替你管理数据。 



产品介绍 

现在的计算机产品已进入每家每户，计算机及网络带宽

常处于闲置状态，尤其是即将到来的5G时代，人们打开

网络文件就和打开本地文件一样，云储存将炙手可热。    

 

我们使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存储技术、高速的椭圆曲线

加密技术、稳定的负载算法，将整个互联网分为普通用

户（消费者）、节点用户（服务商）、超级节点用户

（服务商、协调服务）。 

 

利用空闲的计算机和网络，所有网民都有机会成为节点

用户，这样我们的服务就可以遍布各地区甚至小区，而

这些闲置的计算机和网络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因此，

这些民众何乐而不为呢？ 

 



技术特点 

去中心化的区块

链存储技术 

稳定的负载算法 

高效的椭圆曲线

加密技术 

P2P数据传输技术 



应用场景 

5G环境应用领域 
随着5G时代到来手机应用可

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ICSS提供更便捷的应用数据

存储 

区块链应用 
由于去中心化的特性，需要

大量的存储空间，应用于存

储分离已经成为趋势

敏感信息 
数据不被监控，任何信息都

可以存储在ICSS上 

保存机密文件
存在本地怕丢失，传统云盘

又怕泄露，存在ICSS上安全

可靠，永不丢失 



用户画像 

政策原因国内某云不为其提供

服务、国外云服务访问受限 

区块链应用项目方 
01 

5G环境的云 VR/AR、车

联网、智慧城市、无人

机、SDWAN+NAS、

Mesh 产品等应用领域 

5G先驱者 
02 

各大互联网云服务厂商窥视

这用户数据，对隐私有追求

的用户是拒绝的

私密数据有追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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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出自己的闲置磁盘空

间，作为ICSS的一个节点为

大众提供存储服务，挖矿赚

取收益

挖矿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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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 

ICSS使用加密激励和惩罚制度，从而

引导不受信任的用户行为达到期望的

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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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 

节点用户 
通过成为ICSS的节点用户，共享

出自己闲置的存储空间，赚取可观
的挖矿收益 

平台 
提供技术支持、解决方案、存储服
务收取项目方费用，用于推广、研
发、用户激励，建立区块链云存储

网络生态体系

区块链应用项目方 
使用ICSS构建自己的区块链应

用、车联网、智慧城市、无人机、
SDWAN+NAS、Mesh 产品等 



广告收入 
对于免费用户，我们会投放
广告并由免费用户自主点击

广告，来产生广告收益。 

提供区块链应用解决方案 
团队会针对icss存储模式开发

一系列通用应用（如资产上
链、vr场景数据传输等），为

用户提供付费咨询服务 

提供应用存储服务 
区块链应用使用icss作为应
用存储服务收取一定费用 

盈利模式 



竞争对手 

百度云盘 
国内知名云存储服务商，只
提供简单存储服务，不能作
为应用存储，限制下载速

度。 

阿里云 
国内第一的云服务提供商，
存储费用昂贵，受政策限制

对区块链应用不支持。

亚马逊AWS 
全球顶级云服务提供商，存
储费用昂贵，受政策限制某

些地区不提供服务。 



运营规划 

内容运营 
专业的内容运营团队，会在
微博、头条、空间、百度各

大媒体上发布营销软文 

用户运营 
通过推荐奖励、用户会员等
级等方式激励用户自主推广 

活动运营 
不定期推出运营活动，在鼓
励用户在icss上创作自己的
区块链应用 

增值运营
团队每个季度会在二级市场
回购股权，使持币用户得以
增值 



竞争优势 

几乎可以忽略的运营成本 
利用全球闲置的存储资源、
带宽资源，运营成本将分布
到每个节点用户及超级节点

用户身上。 

用户控制自己的数据，防止审核 
由于去中心化，其中不会有中介（例
如谷歌/AWS）去代替你管理数据。 

自成一体的生态系统 
通过加密激励及惩罚、竞选节点

等方式，内部自成一格生态循
环，无需干预也无法干预。 

更快的传输速率 
很多节点存储了文件的不同
部分，因此下载文件是可以
同步进行的。 

对网络宕机有很强的抵抗力 
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自然
有足够的节点，自然灾害、设
备故障、以及其他的人为灾害
都难以影响这个系统。 



运营数据 

50个社区 
项目还未上线，运营团队已经

运营了50个社区 

运营数据 20个超级节点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20个用户向

团队提交了超级节点申请 



推广渠道 

节点用户自发推广
关系到自身利益，因此，
节点用户会自发推广。 

激励消费者分享 
通过激励方式，鼓励消费

者分享至指定媒体。 

社区营销 
通过建造社区的方式来获

得初始用户。

软文营销 
在流量博客、营销号推送

软文，批量获客。 



数据预测 

随着5G技术的普及，使
用ICSS作为区块链应用

的存储服务器开始被一部
分人认可，应用基数不断

增加。 

区块链技术开始被普及，
大批区块链应用落地，
ICSS作为区块链基础存

储设施被广大区块链公司
认可，普通用户竞选成为
普通节点乃至超级节点。 

ICSS节点全球趋于稳
定，使用ICSS的区块链

应用公司趋于稳定，节点
用户收入稳定。 

ICSS被广泛应用于 5G 环
境的云VR/AR、智慧安

防、车联网、智慧城市、
智能制造、无人机、

SDWAN+NAS、Mesh
产品，形成价值生态系

统。

2019 2020 2021 2022 



团队优势 

我们的团队核心成员均来自互联网大

公司，已有成熟的区块链技术、快速

的数据加密技术、稳定的负载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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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 

周国兵 
市场总监，毕业于上海电力大学，2011年进入区块链行业，多年区块
链行业生态运营经验，参与过多个项目筛选、市场分析、孵化及公关

运营 

魏志远 

CTO，毕业于四川大学，曾先后担任某宝软件开发工程师，MeetExpo
开发经理，TechnoDex资深系统架构师，B’Smart苏州研发中心负责

人等重要职务 

alice chen 

首席运营官，香港中文大学，丰富的运营管理经验，成功运营多个
100w+自媒体

李建平 

法律顾问，湖南大学经济法学学士，在日本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森.
滨田松本法律事务所工作了15年，现为北京某律师事务所总部的高级

合伙人。 

Emily 

品牌总监，毕业于哈佛大学，负责过国内一线互联网公司品牌及产品
品牌规划、设计、推广及管理工作 

万龙 

CEO，毕业香港科技大学，区块链早期布道者，区块链技术专家，专
注于区块链技术的开发及应用，曾带领团队为互联网金融、供应链、
期货、资产管理等行业提供过优秀的行业解决方案，负责多个区块链
项目的开发和运作。在区块链技术的落地和应用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John 

区块链技术顾问、区块链布道者，投资过ETH、某一线交易所等。 

Tyler 

云存储技术专家，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有十年以上存储行业经验，
负责过国内一线云服务商全体系存储产品和分布式存储架构，多次参

与双11的护航保障活动 



股权结构 
总量4.5亿，3亿挖矿获得，流通1.5亿



投资机构 



风险提示

司法监管相关的风险

       区块链技术已经成为世界上各个主要国家的监管主要对象，如果监管主体施加影
响则 icss 可能受到其影响，例如法令限制使用，销售，电子通证诸如 icss 有可能受
到限制，阻碍甚至直接终止 icss 应用的发展。

icss 应用缺少关注度的风险

        icss 应用存在没有被大量个人或组织使用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公众没有足够的兴
趣去开发和发展这些相关分布式应用，这样一种缺少兴趣的现象可能对 icss 应用造成
负面影响。

黑客或盗窃的风险

       黑客或其它组织或国家均有以任何方法试图打断 icss 功能的可能性，包括服务攻
击，Sybil 攻击，游袭，恶意软件攻击或一致性攻击等。

漏洞风险或密码学科突飞猛进发展的风险

       密码学的飞速发展或者科技的发展诸如量子计算机的发展，或将破解的风险带给
加密通证和icss 平台，这可能导致 icss 的丢失。



应用存在的故障风险

       icss 平台可能因各方面的原因故障，无法正常提供服务，严重时可能导致用户
icss 链的丢失。

无法预料的其它风险

      密码学通证是一种全新且未经测试的技术，除了本募集说明书内提及的风险外，
此外还存在着一些 icss 团队尚未提及或尚未预料到的风险，此外，其它风险也有可能
突然出现或者以多种已经提及的风险的组合的方式出现。

      不像银行账户或其它金融机构的账户，存储在 icss 账户或以太坊网络上通常没有
保险保障，任何情况下的损失，将不会有任何公开的个体组织为你的损失承保，但诸
如 FDIC 或私人保险公司将会为购买者提供保障。

未保险损失的风险

       首先 icss 不应该被当作一种投资，虽然 icss 在一定的时间后可能会有一定的价
值，但如果icss 缺少维护或使用的话，这种价值可能非常小。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则
可能没有这个平台就没有后续的跟进者或少有跟进者，显然，这对 icss 是非常不利
的。

缺少维护或使用的风险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