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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猴币（MonkeyCoin，简称 MC），当前是基于 ERC20 发行的代币，

未来会考虑升级为公链。

猴是灵长目动物的俗称，是动物界最高等的类群。根据达尔文的

进化论，人类都是由猴子变化而来。在中国的文化中，猴作为十二生

肖之九，与十二支配属“申”，作为吉祥物之一。以猴神话而来的孙

悟空，更是家喻户晓。可以说，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而与猴相关的纪念物，更是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1980 年

T46 庚申版猴年邮票，该邮票甫一发行便受到集邮者的疯狂追捧，第

一轮 80版猴年邮票的价格涨幅已达 15万倍以上。曾经在中国币圈因

好玩而诞生的“猴币”，风极一时，在区块链还未在全球风靡的 2016

年，市值最高峰时竟高达数亿元。

时至今日，猴币再次走进大家视野，意在将猴文化在区块链上进

行呈现，同时以猴文化为依托发展更多的文创应用产品。让猴币成为

十二生肖链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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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区块链市场发展如火如荼

区块链概念自 2009 年诞生以来，已走过 10个年头。从比特币到

以太坊、EOS 及各种公有链，分支越来越多。区块链的概念从理论走

向了现实。特别是 2017-2018 年，区块链应用落地出现加速态势，各

种应用场景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对区块链

技术的认知，真正形成了区块链行业，区块链从极客小众群体登上了

大雅之堂，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区块链应用不仅能和实体结合，满足各行各业信息上链和改善组

织治理结构的需要，也能在文化创意产业大有可为。

文创产业包括了影视、文学、动漫、音乐、视频、游戏等以及其

相关的数字形式，涉及内容的生产、复制、流通和传播等主要环节。

在“互联网＋”时代，文创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遇到了不

少挑战。互联网的网络效应、快速传输、低成本性，加上各种盗版技

术的层出不穷，使文创产业面临着盗版猖獗的挑战。网络盗版给文创

产业带来了的巨大经济损失是有目共睹的。

使用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时间戳、哈希算法对作品进行确权，

证明一段文字、视频、音频等存在性、真实性和唯一性。一旦在区块

链上被确权，作品的后续交易都会被实时记录，文创产业的全生命周

期可追溯、可追踪，这为 IP权利证明、司法取证等提供了一种强大

的技术保障和可信度很强的证据。

1.2 创意区块链 TOKEN受追捧

区块链技术可以说较早就在创意产业上进行了试水。这方面最为

典型的就是狗狗币（Dogecoin）的诞生，不仅在其 2013 年诞生时曾

经的风靡一时，至今依然稳居全球数字货币排行榜市值的前 30 名以

内，在 2017 年高峰时总市值高达 100 多亿元。

而狗狗币的诞生，就是以创意而起，其上线仅一周的时间，便成

为第二大的小费货币。2015 年 6 月 9 日狗币客户端地址数 160 万，

是莱特币 5 倍多；客户端活跃地址数，比特币为 19.6 万，狗币 8.3

万，莱特币 1.1 万；国外 twitter 关注数 15 万多用户，是比特币 1.7

倍，莱特币 6 倍，facebook 点赞数和比特币持平，远超莱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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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猴文化上链水到渠成

区块链技术可以贯穿文创产业的全产业链。区块链在文创产业的

应用主要围绕着四个领域展开的：区块链＋内容生产，区块链＋内容

流通，区块链＋内容交易，区块链＋内容维权。

1、区块链＋内容生产：利用区块链技术对共同创作作品数据的追踪、

确认和审计，有效地减少共享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实现基

于区块链的创意产业的生产、交易、投资平台。创造一个人人可以创

作、交易、传播、消费、众筹的信息共享和价值交换的平台。

2、区块链＋内容流通：基于区块链特性和虚拟市场规则，使得消费

者能够参与内容创作、生产、传播、众筹和消费的全流程，而不需要

依靠第三方平台的信用背书。

3、区块链＋内容交易：利用区块链技术，使音乐、电影、文字作品

等内容产业数据的生产、传播、许可、交易等过程公开化和透明化，

跨过出版商和发行商，创作者可以直接在区块链平台上发表、推广或

交易作品，直接获得报酬。利用区块链技术，添加信任的确权节点，

进行 IP及其相关权利的交易，以及权益分配等功能，可解决交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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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内容不公开等问题。

4、区块链＋内容维权：利用区块链分布式数据存储、加密算法等技

术对交易数据共识签名后上链，不仅可以进行一般的文件存储，而且

可以通过实时保全的数据通过智能合约形成证据链，满足证据真实

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促进证据及审判的标准化。

猴文化上链可以使猴文化文创产品的生产、流通、交易和知识产

权保护，得到颠覆性的变化。



猴币（MonkeyCoin）白皮书7

2. 愿景

2.1 猴文化链的长期传承

区块链技术使人类社会第一次进入了通过一项去中心化的技术

即可进行某种传承的时代，可以使文化传承实现永生。

正如狗狗币文化在区块链上实现了长期传承一样，猴文化也将在

区块链上实现长期传承。初期在 ERC20 钱包可以实现点对点支付，后

期将依托于独立公链长期运转。

2.2 猴生肖概念的发展

生肖猴作为十二生肖之九，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十二生肖的轮

回，每十二年都会出现一次。而在中华文化中，生肖属性为猴的人群

过亿，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我们未来将以猴文化为依托，开发出各种与猴文化链结合的文创

产品，推动猴文化的发展。

2.3 猴物种的保护

动物猴和人类密不可分。曾经风靡中国的“耍猴”文化，可以说

是家喻户晓，与人类相当亲近，成为过去一个时代具有深深烙印的街

头文化。

而在西方社会，有些国家却异常残忍地对待猴子，大量使用猴子

进行各种实验。我们熟知的电影大片《金刚》就是其中一个缩影。

据统计，柬埔寨、越南、印尼和毛里求斯等国家每年为世界各地

的实验室提供大约 10万只猴子，大部分被送往英国。据悉，全球实

验室猴子市场每年的贸易额竟超过 2.5 亿英镑（约合 3.9 亿美元）。

猴子被用于大量测试，其中一些测试会让它们在短短几周内丢掉性

命，其他幸运一点的猴子则可以存活几年时间。在商业实验室，它们

会被注射新研制的药物和化学物质，以确定它们是否具有毒性。最近

几年，军方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研究用猴子实验的使用范围。

英国现在已成为欧洲最大的猴子“消费国”，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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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于美国。英国每年使用的猴子数量超过 5000 只，相比之下，其他

国家已开始减少使用猴子进行实验室测试的数量。

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哈里斯便指出：“猴子是会思考并且有感觉和

有意识的动物。它们在很多方面与我们并无差异。我听说有人将其称

之为‘灵长类奴隶贸易’，我们很难驳斥这种描述。我真的不理解人

类为何能够以这样一种残忍的方式对待灵长类动物。”

作为猴文化传承的倡导者，我们将竭尽所能、不遗余力地促进对

猴子这一动物的保护。

2.4 社区建设

我们将以猴文化链为载体，推动猴文化社区的建设。猴文化爱好

者的社区将包括两类。

第一类为生肖属性为猴的社区用户。在中国属相为猴的人群过

亿，年轻人占比过千万，具有巨大的市场拓展空间。

第二类为对猴文化价值认同的社区用户。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与猴相关的纪念物，更是具有较高的收藏价

值，1980 年 T46 庚申版猴年邮票，该邮票甫一发行便受到集邮者的

疯狂追捧，第一轮 80版猴年邮票的价格涨幅已达 15万倍以上。曾经

在中国币圈因好玩而诞生的“猴币”，风极一时，在区块链还未在全

球风靡的 2016 年，市值最高峰时竟高达数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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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价值

3.1 代币的流通价值

猴币（MC）作为生肖概念代币，如同狗狗币一样，将成为生肖概

念币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因此具有极高的流通价值。

3.2 代币的使用价值

3.2.1 分享打赏

猴币（MC）将成为猴文化社区中打赏采用的唯一 TOKEN，随着社

区的逐步拓展，分享打赏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应用。

3.2.2 社区化空投

猴币（MC）初期的发行将以社区空投的形式进行分散，不断扩大

持有用户，以促进猴文化社区的长远发展。

3.2.3 持有用户的增加

除了猴文化社区的用户，对猴文化概念比较认同的人群都可以持

有猴币，持有用户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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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OKEN

4.1 MonkeyCoin（MC）的基本参数

中文名称：猴币

英文名称：MonkeyCoin

英文简称：MC

代币技术：初期为基于 ERC20 的 token

发行总量：1000 亿，永不增发

钱包下载：当前支持所有以太钱包

官方网站：www.houcoin.com

4.2 代币分配

MonkeyCoin（MC）在初期为基于区块链 ERC20 发行和管理的

token，发行总量 1000 亿，且永不增发。具体分配比例如下：

发行比例 发行数量 发行对象 用途说明

50% 500 亿 应用推广 文创产业推广应用

20% 200 亿 市场推广 交易所合作、社区空投等

20% 200 亿 管理团队 锁仓一年后每月解冻 10%

10% 100 亿 机构合作 私募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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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进度计划

2019 年 3 月 MonkeyCoin 项目启动

2019 年 5 月 项目 TOKEN 上线首家交易所

2019 年 6 月 持币用户超过 10万

2019 年 12 月 文创产品发行成功

2020 年 公链开发计划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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