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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Ambrosus 之起源
我知道我是总有一死的、存在时间短暂的生物。然而当我探
索于浩瀚星空时，我的双脚已离开地面，和宙斯并肩；我吃
下一颗仙果，众神的食物…
— 托勒密

Ambrosus网络是为供应链设计的基于区块链的生态系统，
追踪并确保网络中物品的起源、品质、规范性和恰当的处
理。Ambrosus主要着眼于生活必需品供应链的改进，尤其是
食品和药品，与此同时该协议也可被应用于几乎所有复杂的供
应链。

通过应用分布式账本、数据处理及传感器系统，Ambrosus平
台能被整合于诸供应链流向，并确保其中每个节点的透明性。
这些新的功能让消费者或其他供应链的参与者确信达到他们各
项品质检控的标准。Ambrosus同时使供应链各方之间额外信
息的传递成为可能，同样也缔造了使用Ambrosus平台实时数
据的新应用与新市场。

Ambrosus使用新颖的“琥珀代币 (Amber Token)”激励机
制以去中心化的方式来提供这些功能。“琥珀代币”用于产品
于供应链中行进时使其在网络中的信息保持同步，而无须动用
中心化的参与者。这个代币赋予一个透明的生态系统可靠的数
据，并能自由被当事者使用。

这份白皮书提供Ambrosus平台的概览、它的架构和案例分
析。我们也为希望更多了解Ambrosus网络的人写了别的指
南，这些指南有英语、中文、俄语、阿拉伯语、韩语和日语版
本，可从https://ambrosus.com/#tech-docs 在线获取。

我们的开源代码可从Github获取，网址为: 
https://github.com/ambro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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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带来全球化开始，我们便见证了不断复杂
化的供应链的生成，以此来应对原材料和产品在全球
的流通 [1]。

这些供应链非常成功，使得全球范围内制造业、贸易
和创新的大幅发展成为可能，而这些便是过去几十年
全球化的核心。然而，用于支撑这些供应链的技术方
法却未能跟上脚步，无法应对我们世界的连通性和复
杂性。在这样的压力下，不少部门和产业的供应链开
始摇摇欲坠。

我们面临非常多的挑战 [1-2]。

据McKinsey所言, 供应链的风险共担者们无法充分地
概览他们的网络 [1]。由此很难保证供应链中原材料及
成品的质量和完全性，亦难对抗污染、伪造，难以处
理分配，及保持高效运作的物流服务 [3]。

高度复杂的供应链由于有较多作用者从而导致欺诈、
忽视及其他威胁发生的概率上升。复杂性也削弱了透
明度，使得及时找出问题所在变得更为困难 [1]。

从商业角度看，现今全球供应链被老旧、低效而昂贵
的程序腐蚀得千疮百孔。这些程序严重阻碍供应链的
行进，也为参与者——尤其是一些小制造商或批发
商——带来了相当不便。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高度
复杂而具有多个风险共担者的供应链本身就需要复杂
的管理结构来掌控微妙的商业关系，这用目前的方法
是很难应对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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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终端消费者对产品来源的透明度要求不断提
高，同样也要求更强的个性化。这对已在挣扎赶上目前
状况的供应链来说无疑又是一层额外的压力 [1-3]。

许多人已有所警觉，并在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1.1. 一个以数据为中心的解决方案
 

用以改进全球供应链的方案核心是数据处理。截至目
前，在整条供应链上收集准确的关于材料及产品之状态
和完整性的数据一直是困难的。即使是完整的数据也难
以被采集、集中和分解，以及最重要的是，它们的准确
性和完整度难以保证。
 
新的科技发展准备改变这些。
 
这些发展，尤其是物联网和传感器技术的进步，与区块
链技术、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应用(dApps)一起让我们
勇于重新思考全球供应链和市场应如何运作。
 
我们构想了一个内部相连的质量保证传感器系统，这个
系统能可靠地记录一个产品的完整历史 [4]。 一个区块
链则能保护传感器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验证性。最后，智
能合约则可以提供供应链的自动化管理并处理作用者之
间的商业关系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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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mbrosus项目
 

Ambrosus是使得我们的构想成为现实的远大计划。
这个计划由来自传感器科技、数据加密、供应链、区块
链、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应用(dApps)等领域的世界顶
尖的业界专家设计（见“团队”）。

我们团队的任务是为供应链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以提
高质量、完整性和透明度，以此也提高我们都消费的物
品的质量和完整性。

我们相信这个构想能通过一个可跨越相关供应链追踪产
品，且是自我管理及以质量为中心的系统实现。这将
成为基于由区块链技术支持的开放平台的真正生态系
统。Ambrosus协议的发展正是为了创造这些生态系
统。

1.3. Ambrosus 技术
 

Ambrosus是一个端对端的整合式解决方案，包含硬
件、软件、一个协议层和开发者工具。
 
Ambrosus协议以及其顶端的软件基于(Ethereum)区
块链及其它分布技术，可在去中心化网络记录物联网设
备(IoT devices)上的信息。我们也在制作一套顶层网
络的开发者工具以便于应用的研发。这包括一个根据食
品药品供应链参与者需求设计的开放平台(open API), 
其可塑性足以用于任何商品或消费品。在区块链层之上
是一个Java脚本界面，允许用户在没有任何区块链编
程知识的情况下开发我们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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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制作了一个可运作的生态系统原型，以展示协议从
物联网设备采集信息并将其录入去中心化数据库的能
力。在起草此白皮书时，我们已发布采用目前协议的试
用版应用。这些应用可从互联网上获取。

与此同时，Ambrosus团队正在开发与我们的区块连
网络兼容的即插即用的硬件传感器。我们至今为止制作
的硬件产品包括一系列用于当场测量生物样本的非侵入
式及快速分析设备。我们正在容器和打印机周围组装物
联网传感器，以将被动的供应链元素转变为智能系统。

我们的开发流水线包括个性化的标签方法，以及食物等
级追踪器和用于将被动包装方案转变为智能传递系统的
生物传感器。这些产品根据不同使用场合通过不同接口
与我们的区块链连接。

我们系统未来的新版本将包含制作好的、可重复使用
的连接器以和诸如SAP或甲骨文(Oracle) 的现有信
息服务快速共享供应链信息。这些连接器将满足例如
EPCIS(电子产品代码信息服务)的GS1标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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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琥珀代币
 

Ambrosus网络的核心是琥珀代币，符合以太坊ERC-
20规则。Ambrosus网络内所有交易均基于此。

“琥珀”是世界上第一个和数据捆绑的代币。它被用
于在来自供应链的不断更新及验证的物流、环境和生
物数据于相应部门传递时将其捆绑至对应的产品。它也
被用于生态系统中的价值转移。亦即，琥珀代币在基于
Ambrosus协议的应用生态系统内同时是应用程序和
价值转移功能。

1.5. 白皮书

在我们的构想中，Ambrosus是目前用于应对由全球
供应链带来的复杂且通常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挑战的最先
进的项目。

接下来的几章我们会探讨Ambrosus协议以及基于该
项目开发的技术。我们希望通过Ambrosus协议来创
造一些让所有供应链业者能应对行业挑战的工具，并以
此开创新一代能满足世界生活需求的可信赖的供应链。



2. Ambrosus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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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总览
本章我们将描述Ambrosus协议的关键元素和关于其
架构和实施的重要细节。

2.1.1. 协议元素
Ambrosus协议由三个主要元件构成：
• 测量储备： 该元件作用于于测量智能合约环境之

下，管理一个基于可编译区块链(Ethereum)和IPFS
协议的、测量特定产品的分布式数据集。这个智能合
约被用于存储一条供应链特定位置上的批处理的特征
记录。这个智能合约的一些特性包括：

 ◦ 真实性：数据源经过验真且可通过加密方式验
证。

 ◦ 透明度：所采集数据对任何有兴趣的一方都为公
开。

 ◦ 不变性：所采集数据不会改变或被删除。
 ◦ 容量：这个系统能储存大量的小数据包。
 ◦ 要求智能合约：这使得质量要求可与测量智能合
约比较。一些定义优秀的、可重复使用的要求包
括：

 ◦ 监测：用户能验证一个特定数据集的质量满足先
前定义的要求。

 ◦ 合约：各方能通过比对测量智能合约的内容和要
求智能合约的定义来自动执行合约条款。这包括
区块链上的自动化支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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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琥珀代币：与数据捆绑的代币结构由内与区块链
上的AMB交易进行数据链接，在产品于供应链上移
动时将链连接。

这些元件构成Ambrosus协议的基础。

2.1.2. 系统架构
Ambrosus协议为了支持来自硬件设备和网络参与者
的高数据量而被开发，本质上比标准的以太坊软件实现
有更高的容量。平台架构的设计使其能被用于不同行
业，甚至超出Ambrosus核心团队的焦点。我们在本
章末详细讨论我们的系统架构。

2.2. 测量储备
Ambrosus协议的测量储备元件为特定产品测量管理
一个分布式数据库，用于存储一条供应链特定位置上的
批处理的特征记录。测量储备的关键特性包括验真、容
量、透明度和不变性。我们将在接下来的部分讨论前两
个特性。最后两个特性则是整体设计的自然结果。

2.2.1. 验真
Ambrosus网络用公用-私人密钥加密来认证设备。网
络中的每个设备都用其特有的私人密钥为数据传输签
名，以认证其作为授权设备的身份。设备上的签名能被
一系列授权设备认证，即在一个智能合约中公开的密钥
配置。

测量智能合约包括一个被定义的授权设备系列。由
Ambrosus认证的设备能通过Ambrosus平台被加入



 13

该系列。在未来的Ambrosus网络实现中，我们计划
包括一个对设备制造商开放的市场，并采用关联的评价
系统

当一个被授权的设备向Ambrosus平台发送信息时，
它的公用密钥将与验真列表比对以进行验证。验证通过
后，该信息被接收并录入区块链。

如果一个未经授权的设备向Ambrosus网络发送测量
数据，签名认证将不能通过，测量数据将直接被忽视。

下图展示了从测量设备到客户设备的授权数据传输：

2.2.2. 容量
尽管一个测量数据的大小一般小于100字节，但这个系
统被设计用来收集潜在的数千个测量数据构成的数据
集，而每个批处理可能包含来自多个设备的数据。所以



 14

从长远来看，Ambrosus每天要处理好几TB的数据。

为了达到这样的网络容量，Ambrosus创造了一个和
以太坊整合的自定义区块链以及一个分布式储存系统。

在我们Ambrosus的早期设计中，我们发现在数据存
储上完全依赖以太坊导致其无法拥有处理Ambrosus
全部数据的容量。Ambrosus所创造的双重架构在保
持去中心化、不变性和透明度时为网络的数据容量提供
了一个能被广泛应用的解决方案。

新的测量数据被作为梅克尔树(Merkle Tree)的叶子存
储，然后测量树节点被映射至IPFS节点。梅克尔树是
能让任何人快速通过根散列(root hash)来验证一根数
值或叶子上数据的有效性的结构。在Ambrosus网络
中，这使得所有网络参与者能快速验证一个特定的测量
数据是一个已知测量储备的一部分。梅克尔树的根被永
久储存于Ambrosus网络的测量智能合约中。合约每
增加一个测量数据就创造一个具有新根的新梅克尔树版
本，之后可被储存于测量智能合约中。为保持一个可被
广泛应用的结构，Ambrosus选择不在树每次发生改
变时都保存一个新根(亦即当有新测量数据加入时)。这
意味着一旦有新数据到达即写入区块链。与之相对，树
根在智能合约中进行周期性更新(比如每100次读取)。

在区块链上存储梅克尔树根保证数据一旦写入合约即不
可被修改。Ambrosus也保留所有梅克尔树根的完整
历史以确保在梅克尔树更新时没有数据消失或被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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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尔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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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要求智能合约
Ambrosus的第二个元件是要求智能合约。协议的这
个部分用于定义能与测量智能合约中的项目进行比对的
质量标准。重要的是用户创造一系列在区块链上公开
的、定义优秀设计精良且经过测试的测量合约。用户定
义的要求将对用于监控生态系统中物件的应用至关重
要。

简而言之，要求智能合约判定一个产品是否持续满足
Ambrosus网络中参与者定义的标准。例如，一方可
能如此定义分布要求以确保食品药品产品能被安全消
费。然而，消费的概念是相对的，且取决于产品的目
的。比如，一个产品可能需要满足不同的要求：

• 被人类消费
• 被婴儿消费
• 被动物消费
• 被过敏者消费
• 被有特定病症的病患消费
• 即刻消费或未来消费
• (不同类型的)进一步处理

对于食物产品来说，Ambrosus能更加深入地定义一个
特定产品质量的不同层次(比如低/中/高/极高质量)。

从技术层面来看，要求是基于传感设备读数的一系列陈
述。我们可以定义食品行业一个公司能够接受的测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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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如下便是一批牛奶的要求序列，在如下范围内定义
集：

• 温度[4摄氏度至7摄氏度]
• 脂肪[3.18%至3.22%]
• 乳糖[2%至4%]

类似地，药品行业的监控系统可能定义适用冷冻疫苗存
储的如下要求:

• 温度[-25摄氏度至-10摄氏度]
• 湿度[2-3%]
• 避免阳光或荧光直射

要求能被不同可定量化变量描述：范围，由特定设备供
给信息的二进制(真/假)陈述，或由一个人类监测员输
入(通过合适的设备和他的私人密钥及名声值)。复杂的
陈述也被允许(例如“温度在[0摄氏度至10摄氏度]范围
之内，持续时间不超过十分钟，之后温度范围为[4摄氏
度至7摄氏度]”)。测量时机也能用另一复杂陈述表示
(例如“每十分钟至少进行一次温度测量”)。这些复杂
陈述可能也与即时经济回报或惩罚联结，分别取决于高
质量的达成与否。
我们希望更复杂的要求使用统计分析和机器学习以发现
不合规范之处，并支持自动化决策和实时审计。那些算
法能编译为以太坊合约，或在区块链外操作而通过以太
坊验证。

就面向对象编程而言(OOP)，要求是共同工作的交互式
智能合约集。要求可被视为复合型设计模板。

以下图表展示了要求架构的详细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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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琥珀代币
Ambrosus系统由一个被称为“琥珀(Amber)”的
ERC-20代币支持。当产品在供应链上移动或在生产过
程中演变时，一个批处理分得的代币额度可被分割并合
并至许多其他的测量智能合约，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物件
的历史图表。琥珀代币和读数一起被发送至网络，直到
一个批处理在供应链上完成移动时一直被锁定在测量智
能合约中。

在被定义的到期日来临或可由购买、运输或供应链上任
何其他事件定义的“终止事件”发生之前，琥珀代币保
持与产品的捆绑。

终端消费者能在循环末尾获取代币。这样代币就能被循
环，并回到生态系统中。回收获得的价值能激励消费者
购买由Ambrosus追踪的产品。这个循环也有利于生
产者，他们能获得免费的宣传。

代币于系统中流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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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优化网络成本
为了支撑Ambrosus的运作，优化使用网络的成本非
常重要。每个单独的供应链在以太坊上使用各自的交易
和合约配置以在物件于供应链上移动时处理数据。在以
太坊上进行交易已变得相当昂贵，而我们的自定义区块
链解决了这个问题。

Ambrosus使用的主要交易网络是Ambrosus区块
链，这是以太坊的一个私人版本，而不是以以太坊为
主。注意“私人”在这里可能具有潜在的误导性，因为
这个网络是公开的，且可以被任何人接入。这个术语仅
用于区分Ambrosus区块链和以太坊主网络。所有与
Ambrosus协议有关的智能合约将在Ambrosus区块
链上运行，为了进一步认证会周期性地复制到以太坊主
网络上。

琥珀代币一开始的众筹会在以太坊区块链上进行，Am-
brosus区块链建成之后代币会被转移至Ambrosus网
络。

2.6. 架构
2.6.1. 分层架构
在最底层，Ambrosus是核心以太坊智能合约的一个
集合(包括但不限于前几章介绍的测量和要求智能合约)
。这些是Ambrosus的核心商业逻辑，也支持数据存
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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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合约之上是一个Java脚本库。这层Java脚本向应用开
发者公开Ambrosus协议的界面。它将某个特定的实现选择抽
象化(例如，我们现在使用以太坊作为区块链以及IPFS作为分
布式存储)。这层同样运行不需要作为智能合约分布或这么做价
格高昂的软件，比如离线测量验证。区块链内外的操作在这里
合并为一个单一连贯的界面。

Ambrosus的最上层是反应元件库。它提供用于开发在Am-
brosus网络顶层的软件用户界面的元件。这一层能被任何网络
浏览者接入，并连接至Java脚本层。

2.6.2. 数据架构
Ambrosus用一个额外的三层架构来存储数据。

1. 第一层是用于储存大量小数据的库，以及区块链和分布
式文件系统。这层能以透明、连贯和不变的方式储存每个数
据。这里的核心概念是签名数据和梅克尔树。

2. 第二层完全用于供应链。它应用诸如测量和要求智能合约
这样的概念。

3. 最上层是Ambrosus.js, 一个专用于食物和药物供应链的
协议，并有与这些行业相关的特殊测量和要求。



 22

使用Ambrosus应用的依赖图表

如下给出了一个Ambrosus架构协议的技术概览，以
及创建性依赖。我们也提供用于演示这如何与Ambro-
sus交互的样本应用。



3. 供应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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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部分着眼于Ambrosus的软件元素。如下部分将
描述数据如何从设备上生成以及它们通向Ambrosus
软件的旅程。

3.1. 标签、追踪器和传感器系统

Ambrosus网络的一个关键特性是它对物联网设备和
传感器的全面支持。这使其能标记及监控物件并传输与
之相关的数据。这一兼容性能在整条供应链上追踪物
件，并能确保读数完整性。Ambrosus网络主要从标
签、追踪器和传感器上收集数据。

标签是一个设置在产品本身的元素，一般在包装上面。
它提供产品的信息和身份。通常的标签系统包括一维/
二维码和被动电子射频识别贴纸(RFID stickers)。追
踪器是一个产品自然的组成部分，或可以作为附加元件
植入产品中。传感器是探测及回应自然环境中某些输入
的设备。传感器描述产品性状和/或其环境物理-化学属
性。追踪器将在其于整条供应链上移动时保持稳定，而
正确的传感器将需要为供应链上的每个部分特别设计，
并可能需要预先投资以及产品属性的了解。用追踪器
进行产品追踪和循迹是理想解决方案。当它实现于一条
供应链上时，传感器解决方案评估质量、安全和物流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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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探测系统
为在每个阶段对每个产品都提供最有效且有成本效益
的质量评估，Ambrosus在供应链上的不同阶段都选
取和部署了特别的探测系统。一个产品的物理-化学结
构、组成成分及质量特性可能会在供应链上发生变化，
因此必须持续评估以确认其符合由网络参与者设定的标
准。

许多类型的传感器系统能用于探测一个产品的物理状
态。分析系统基于物理分析方法，包含光学、电学、声
学和核技术。生物传感器和化学传感器是分析系统的进
一步发展，能用于检测Ph值, 致敏物和其他类型的物理
属性。如有需要，免疫学和酶技术或DNA和蛋白质检
测能被进一步用来评估食物。环境特性如温度、光照
度、湿度、移动和氧气也同样被记录。

硬件设备提供一个将数据录入系统自动化的平台，并使
数据输入有可信的基础。

3.3. 数据传输
当信息由一个设备传输至Ambrosus网络，数据被捆
绑在一个琥珀代币上并被发送至网络。一般会作为数据
传输的信息包括：

1.  标签ID, 地点和时间，追踪器、传感器和网关ID
2.  数字证书和交易ID
3.  产品质量和安全特性
4.  由传感器测量的运输、处理和贮藏条件
5.  生产者的可操作性、能力和可作业性
6.  探测系统的完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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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琥珀代币在供应链上追踪一件产品或批处理，同时
也是保证信息透明传播的数字证书。所有先前的信息能
在任意供应链阶段提取。

以下图表展示了数据如何在Ambrosus网络上传输：

Ambrosus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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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探测系统的数据会在传感器层用硬件加密技术进
行编码和加密。加密内容之后根据实施方式的限制(如
带宽，成本或距离)被发送至当地不同交流界面(如BLE, 
NFC或RFID技术)的边缘网关。

这捆信息被边缘网关解密。网关只有较低的基本规则处
理能力，它仅将网络需要的产品信息继续向前传递。边
缘网关是由具备从不同设备收集、汇聚及选取数据能力
的微控制器组成的设备。完成这些后便进行基本的分
析，仅将必要的数据接着传递给下一个边缘或内部网
关。许多情况下边缘网关需要电池或能量采集提供能
源，且为了移动式解决方案需要能持续工作数周乃至数
月。

如是，一些逻辑能被嵌入并分布于边缘网关甚至有此功
能的传感器。总体架构能根据产品的参数、供应链和应
用方式被开发者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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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团队与合作伙伴
核心：Angel Versetti (CEO), Dr Stefan Meyer (CTO), 
Marek Kirejczyk (区块链主要开发员), Matthew Roberts 
(区块链主要开发员); Prof Jean-Paul Sandoz (主要工程师);
Prof. Esther Amstad (主要科学家); Katerina Ianishevska
(沟通经理); Konrad Szalwinski (主要前端开发员).

顾问: Dr. Gavin Wood (技术顾问，核心架构);
Dr. Jutta Steiner (技术顾问，供应链); Dr. Vlad Trifa
(技术顾问，硬件); Prof. Malcolm Povey (科学顾问，食
品保障); Dr. Fabiola Dionisi (科学顾问，质量监控); Prof. 
Sandro Carrara (科学顾问，生物传感器); Jehan Chu (战
略顾问), David Drake (战略顾问), Jaron Lukasiewicz (战
略顾问); Dhanesh Kothari (导师), Tom Lyons (沟通顾问); 
David Wachsman (公关顾问).

合作伙伴/支持者: EPFL 创意园区,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经济发展
部，沃州政府，瑞士; 联合国十年计划框架，食物系统可持续发
展项目; EIT Food, 欧洲理工学院; LDJ投资管理公司; 
Kenetic 投资管理公司; Parity科技; 比特币(瑞士);
Crypto Valley协会; MassChallenge; 微软 BizSpark;
MME; WachsmanPR; Trek Therapeutics; 摩纳哥发展论
坛(Monaco Growth Forums); Lyons 通信.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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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案例研究
1. 初期市场测试
Ambrosus已在积极与各行业的伙伴合作以研究协议
的潜力。以下列出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适用于市场的研
究。我们研究的详细记录以及我们试验性项目的成果作
为单独文件定期发布。获取地址: 
https://ambrosus.com/#tech-docs. 

我们和行业伙伴正积极测试不同的解决方案，包括：

• 原材料的可追溯性
• 高端产品的品牌保护
• 部署实时的合规审计系统
• 监测冷冻物品的运输条件
• 记录工厂生产程序以使审计可溯源
• 安全数据传输及临床试验管理
• 为来自中国的高端产品进行质量核对的应用

2. 食品产业：合规审计
食品产业一直被时常发生的丑闻所困扰，最近的例子包
括欧洲鸡蛋丑闻。在此事件中消费者被新鲜鸡蛋遭农药
污染的欺骗行为所害[8]。欺骗性程序以及操作不当最终
几乎都会被揭发，然而当它们被公开时已经造成损害。
消费者已经购买且很可能已经消费该产品，这会导致潜
在的健康问题、信息丧失、召回和其它的处罚。这些问
题源于审计不足。企业接受审计的频率太低，审计过程
本身非常耗时且效率低下。

区块链有改变许多商业进程的潜力，能把用于这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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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数据变得更容易获取、更透明、更及时以及更
安全。Ambrosus区块链内抓取的信息的不变性、
即时性和透明性意味着所有必要的数据都能被记录于
Ambrosus网络上，并几乎可以实时发布。在这样的
世界里，股东不再是事后报告的接收者，他们也成为实
时进程的参与者。

Ambrosus通过将区块链技术应用至食物供应链来彻
底打破整个食物审计程序。从合规角度看，区块链一个
最令人兴奋的特点是其实际上的不变性：数据一旦存储
至区块链将不可改变或被删除。这使得区块链技术对自
动化和透明操作而言是理想的，可以以有成本效益的方
式让企业达到他们的规范性和合规性要求。

在实际应用中，产品上的数字化智能追踪器会被连接至
Ambrosus网络。在产品沿供应链移动并通过不同阶
段和传感器时，会有琥珀代币被发送以追踪产品，在区
块链上不变地记录它的行为和其后果。这就为规制机关
和政府官员确认合规性创造了一个审计轨迹，并包含他
们所需要的几乎实时的全部信息。

这样的信息对商业来说也显然很有价值。几乎实时的数
据使Ambrosus能支持供应链进程更高的自动化。这
会对供应链当前的管理产生影响，使得企业或政府的工
作通过自动化进程大大降低目前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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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rosus解决方案让管理者能直接接触供应链，使
之能持续监测产品以确保合乎最严格的法律和规范。依
靠记录在区块链上值得信赖的最新数据，政府与公司都
能重获客户对系统的信心。

3. 健康护理业：数据信息管理
健康护理业最近在尝试让病人通过自主用药(这些药通
常在医院服用[9]，将个性化的处方寄送至病人的家中能
在系统内释放其他地方急需的容量，因此这对制药业来
说是个关键的挑战。

从一个由相对少数的医院、诊所或外科门诊提供护理的
系统转变至一个由护士或社区护理师通过广域网提供护
理的系统会有非常多的附带效应。制药公司需要将药物
送至更多的地方，包括病人的家，而且必须在符合愈加
严格的质量要求的情况下以更好的风险管理运输对物流
有快速严苛要求的疗法。制药业将因此利用最有效的“
最后一英里”分布式网络以将药物以尽可能经济的方式
送达。

健康护理即刻需解决的问题是将其商业模式变为以客户
为中心的，并有由需求驱使的供应链。防止这样的供应
链变得过于碎片化和复杂的关键是病人与制药公司之间
无缝化的信息管理。关于病人的信息以及他们需要的药
品将会与产品本身一样重要。

Ambrosus为 长而复杂的供应链而设计。在健康护理
业，Ambrosus协议能将数字智能追踪器连接至医药
产品，而琥珀代币则用于连接医药产品和由传感器采集
的数据。琥珀代币在产品沿供应链移动并通过不同阶段
和传感器时持续跟踪它。这就能最大程度保障药品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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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元件的可追踪性及合规性，与此同时也能监控合
适的处理环境。如有必要，这个方案甚至能为单个病人
的需求定制。任何量表都能编译为支撑Ambrosus协
议的智能合约。

Ambrosus协议就像是物流系统所需信息平台的脊
梁，它安全经济地记录数据并与全球供应商交换数据，
并能极快地唤回、分析数据以及对供需变化快速反应。
这个协议由Ambrosus追踪器和传感器系统补充，以
确保了高级追踪能力。这使得物流系统自产品从工厂大
门到病人家中都能进行高效安全的监测，并排除任何人
工失误。

琥珀货币与特定产品的数据捆绑——从药品的元件到物
流再到病人本身。这个信息直接捆绑于实际产品。病人
服药前可通过附于药品上的琥珀货币提取他们需要的
信息。Ambrosus通过简单直观的用户界面提供此功
能。琥珀代币因此可作为认证产品合规性的数字证书，
保证整个生产过程和运输程序有序进行且符合标准。这
能避免人为操控和程序错误，并保护病人的健康。

简而言之，Ambrosus提供一个致力于应对制药业现
在和未来面临的挑战的整合式供应链坚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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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目前的进度及将来的工作
在起草此白皮书时，我们已实现了一个协议的原型，并附带
使用该协议的样本应用。

1. 原型
如下截图取自一个使用该协议的应用。该应用为食物提供市
场，各方能就食物产品的质量达成协议。质量被测量并存储
于分布式存储。暂由第三方保管的契据使得协议能根据传感
器读数自动达成，以此创建以质量为条件的合约。

试运行版本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ambrosus-dem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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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协议
目前的Ambrosus协议能从我们的Github页面获取：
https://github.com/ambro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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