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TONION是基于区块链的信息开放平台, 可以安全合并、管理分散

的问卷调查及舆论调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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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ONION

第四产业革命以后，由于电脑、网络、智能手机的飞跃发展，建设了可以简单、快速传达个人

意见的系统。随着迈入高端智能时代，全世界舆论调查市场从2012年开始持续扩增，若以2017

年为基准，就拥有90兆韩元的庞大规模（按:ESOMAR,BDO“Global Market Research Report 

2018”）。 虽然个人意见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大部分人还没有正确认识到舆论调查市场的重

要性。 那么到底一个普通人的观点是否有价值呢？ 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在当今社会中，专业

的统计和分析个人的观点可以创造巨大价值，例如选举中政治民意调查，公司新产品的市场调

研，包括产品市场适应性，消费者偏好等等。 在这些领域中，个人观点可以成为极其有价值的

信息。 通过ITTONION，可将个人意见转化成有价值的信息或知识。

首先是样本的代表性问题。 

现代社会由于网络和SNS的发达，信息几乎可以实时传送。无论进行怎样的舆论调查、确定相

关标本或构成提问，当实施实际舆论调查时，人们可能会关注其他实时报道的情况。 从企业

的立场来看，为了宣传营销，需要设定正确的目标。 多家广告企业都在做这种广告，但是广

告需求者知道了广告营销的真实性后，向需求者传达广告信息的能力将会下降。 因此从企业

立场来看，很难掌握消费者的正确要求（needs）。

一天前形成的舆论，与当天或者之后发生的舆论都各不相同。 与过去不同，接受信息的时间

越来越短，因此无法准确地对数据做出判断。 此外，由于数据统计时间长，信息传递能力

差，而且没有对参与者进行适当的补偿，可能形成不真实的数据，也可能集体扭曲数据。

从这些问题来看，现有的舆论调查方式只能改善标本集团或使用手机等一部分形式，很难解决

舆论调查的问题，因此我们想提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方法。

目前在民意调查领域，由于以下问题，往往对有价值的群体意见产生疑问，并为此支付了大量

的经济和社会费用。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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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无法统计特定群体中所有个体的意见，因此我们会选择一些被认为能够代表该群体观

点的个体（称为抽样）并将他们观点的总和作为整个群体的观点（称为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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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是在舆论调查中, 种情况是个人表达出的观点并非自己真实的观点和想法。

在某些情况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受访者会说谎。例如，在YouTube播放视频之前进

行问卷调查时，人们为了尽快观看视频，将不认真阅读问卷而随意作答。 此外，也可能是

出于对隐私泄露的担忧，或者是问卷上的问题设置导致人们更倾向于说谎。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和政治相关度越高，受访者说谎的可能性就越大。

第三, 种情况是问卷设计者（或研究人员）的主体问题。

问卷设计者在设计问题时，问题本身的表述、提问的方式都可能诱导受访者作出有倾向性的

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有偏见性的问题本身、问题归纳的方式以及受访者所处的环境原

因，信息的可信度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ITTONION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1）对观点提供者进行激励，以修正观点本身的准确性

（2）提供完善的隐私保护，以及（3）尽量减少调查机构的介入程度。为此，ITTONION采用

了区块链、观点挖掘以及相关的代币经济生态系统。

简而言之，ITTONION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观点和舆情研究平台。

通过不断的积累经过修正和筛选的观点数据，ITTONION首先致力于成为一个先进的观点和

舆情研究平台，然后通过有效和可信赖信源的观点舆情数据的不断累积，ITTONION可以组

建观点和舆情数据库，基于大数据技术，ITTONION可以发展与之相关的数据业务，这些数

据库本身也成为了一项宝贵的优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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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问题在于，所选择的个体样本是否可以代表整个群体的观点。

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科学的抽样方法不断努力提升样本的代表性，但截至目前为止，还不能

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默许。不仅采样方法，甚至采样之后的统计调查方法本身的差异也会对结

果产生负面影响。

最近的进行的一项著名的政治民意调查与真实结果大相径庭，有力的证明了样本代表性问题产

生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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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ONION是安全整合分散的问卷调查及舆论调查信息,以积木为基础的信息开放平台。 它利

用模块链技术,向意见提供者及舆论调查主体准确、透明地公开舆论调查结果,提高舆论调查

结果的活用度，是一种崭新的舆论调查平台。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建立新的民意调查平台,但

最终选择性地积累修改后的意见和诚实、有代表性的意见提供者DB,从而推动DB本身成为强有

力的资产,成为以大数据为基础的DB营销事业。

ITTONION平台开发了基于模块链的全新Opinion Mining系统,为大家提供一个可以自由参与的

问卷及民意调查信息平台。 ITTONION团队开发的ITTONION平台,通过与各种SNS及网络服务企

业的合作,具有参与者的高度接近性。 我确信它能重新分配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在问卷调

查和舆论调查信息的各个方面做出创新性的变化。

我们提出以下解决方案，以解决现有民调市场的问题。

第一，通过意见价值化引导意见提供者参与民意调查。

第二，为民意调查参与者打造高度的隐私性。

第三，为了尽量减少因需要舆论调查的主体介入而引起的非正常问题,将活用块状链技术和

      Token Economy构建及DB管理技术之一的Opinion Mining技术进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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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行业现存的问题

参考2018年 ESOMAR发行的《Global Market Research 2018》，观察顾客类型带来的销售情

况，韩国政府/非盈利机构在韩国市场的销售比重为25%。 美国8%，英国12%，日本6%，中国

2%， 在参与调查的国家中,政府/非盈利机构的比重高于韩国的国家有伊拉克70%，新西兰

32%，圭亚那30%左右。 韩国调查市场公共部门的比重为25%，在调查市场规模TOP50国家中

居第二位，特别是考虑到没有选举的解雇，可以说平均水准更高。

与此同时，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选举结果出炉前一天根据

民意调查预测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的可能性为91％。但众所周知，最终当选总统是唐纳

德·特朗普。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民意调查的结果和真实结果差异如此悬殊？

首先，这是样本本身的问题。由于无法覆盖到每个人，所以只能选择进行抽样调查，而被抽

样的样本可能只是全局的一部分，能否代表全局的观点有很大的疑问，因此针对样本的抽样

调查就会发生不准确的情况。而导致调查结果不准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访者是否诚实回

答了问卷中的问题。

汽车、金融、媒体、

通信、其他 政府、非盈利机关

耐久财
消费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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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例子中， “害羞特朗普”就是一个被大量引用的经典案例。在此次美国大选中，很

多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选民羞于公开表达自己支持特朗普，因此在问卷中表示支持希拉里，

却暗地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问题就在于，普通的民意调查无法强迫也无法证实人们是否诚

实的回答了问卷中的问题。很多人会认为：“我为什么要花费我的时间诚实的回答这些问题

呢？”

ITTONION决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调查中，受访者对于自身观点的真实表达将

被视为个人的宝贵信息。但不准确和不诚实的信息不仅没有任何价值，反而会产生负面影

响。现代社会爆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是基于精确、可靠的信息和数据。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陈旧的调查方法已经无法适应这个变化迅速的现代社会。过

去，电话抽样调查是主要采用的调查方法，但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其实并没有被登机在抽样系

统中，于是调查人员对抽样的方法进行了改进，从随机从数据库中抽取改为RDD（随机数字

拨号）。 此外，由于固定电话的特性，受访者在进行电话问卷调查时必须在家接听电话，

这种抽样方法排除了那些只持有移动电话而并没有安装固定电话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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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治民意调查和其他各种调查的不准确性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调查人员不断尝试利用移动电话来填补现有固定电话调查的缺陷，但一直有人批评移

动电话的接听率率低于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用户比固定电话用户更容易拒接电话。

此外，由于移动电话的本身的特性，受访者在接听电话回答问题时普遍不如固定电话用户专

注，也更容易对问题作出不诚实的回答。

最近针对电话民意调查的一些批评也认为，受访者带有敷衍性质的回答是导致最终调查结果不

精确的主要原因。

美国民意调查研究协会针对公众民意调查规定了一些调查项目，这些项目必须被包含在民意调

查问卷中，以下是项目列表：

• Name of the survey sponsor (舆论调查委托人)

• Name of the organization that conducted the survey (舆论调查执行机构)

• The exact wording of the questions being released (舆论调查问卷)

• A definition of the population under study. What population is the survey

designed to represent? (募集团)

• A description of the sampling frame used to represent this population(标本集团)

• An explanation of how the respondents to the survey were selected (标本选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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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的项目中不包括回复率。

事实上，低于一定回复率（例如30%）的问卷调查是基本无效的。

如果完全执行这些规定，民意调查甚至都可能无法进行。

回复率的下降是由于社会和文化行为的变化导致的。

使用固定电话的用户和使用移动电话的用户在年龄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此外，很多移动电话的用户会在自己的手机上安装防骚扰软件用来拦截陌生电话，进一步降低

了问卷调查的接听率和回复率。

今天的年轻一代崇尚自由和个性化，他们对个性和生活的兴趣要远大于政治或社会问题，他们

往往没有兴趣参与政治民意调查，而是沉浸于自己的兴趣中，专注于实现自身价值。

现有的调查方法对上述困难并没有很好的应对措施和解决方案，因此传统调查手段的回复率很

低。

设想一下，有多少20至30岁年龄段的年轻人会在没有任何奖励的前提下耐心完成一份长达五分

钟的问卷调查？

• The total sample size (标本大小)

• The method or mode of data collection (舆论调查执行方法)

• The dates and location of data collection (舆论调查执行期间与场所)

• Estimates of sampling Error, if appropriate(抽样偏差)

• A description of how the data were weighted (or a statement that they were not

weighted), and any estimating procedures used to produce the final results

(加权值适用方法)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且往往发起这些调查的团队早就有了自己固定的观点和偏见，他们只是

需要借助问卷调查证明他们的某些特定观点。

事实上，现有的民意调查公司应该为使用这些不准确的调查方法导致的错误结果负责。

在某些情况下，部分受访者的观点和回答没有经过任何过滤和筛选就被采纳了，而这些观点未

必是诚实和中立的。而调查机构选择性的忽视了这些问题，导致了结果的偏差。

典型的错误调查方法就是发放那些带有偏见的，充满意识形态争议的和或具有明确导向性的问

卷。

舆论调查机构的重要使命是努力提高样本的的回复率和准确度，从而使调查结果变得更加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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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些民意调查机构并不重视以上这些问题，而是把时间花在其他研究上，例如你在问某

些问题时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什么时候提出否定问题，什么时候提出双重否定问题，提问的

顺序，应该将提问的主题前置还是后置等等。

这只是披着民意调查外衣的具有引导性和倾向性的收集观点和部分的民意。

除了对受访者有偏见性的选择和低下的回复率，调查问卷中问题本身的缺陷也会导致调查结果

的不准确。

当今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极快，在互联网和SNS技术的加持下，信息的传输几乎都是实时的。

当调查机构选取好样本受访者，设置好问卷并进行开始着手进行民意调查时，受访者的注意力

和关注点可能早就转移到其他的新热点上了。

事实上，很多当前正在进行的民意调查可能已经从人们的注意力中消失许久了。人们的观点和

看法，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

前一天的舆论，第二天就有可能发生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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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不同，人们接收信息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因此无法确定数据的准确性。

此外，数据聚合和分析需要很长时间，导致最终信息传递的误差很大。

控制舆论，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是很多大公司的惯用伎俩，这也导致了很多问题。

再扩大一点来看，企业大量使用的调查中也包含着许多问题。公司发起的调查通常很容易找

到足够的样本并收回足够的问卷，因为公司调查通常会给予完成调查的受访者一些奖励。问

题是市场上已经固定存在着一些以此为目标的受访者。这就造成了样本代表性的问题。因为

样本中的这群人总是在寻求一些类似的小额奖励，久而久之就形成一个固定的群体。只要进

行有偿调查，无论哪种产品或公司，都会有相同的客户群体来参与调查，这样得到的调查结

果偏差就会非常明显。

企业发起调查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调查方法的选取。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更倾向于

使用互联网来获取和传递信息，而不是传统的信息获取渠道。短视频，SNS讨论，链接以及

即时消息服务才是人们目前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然而，传统企业在发起调查时仍然依赖书

面问卷。而更可行的手段是，在网络上向用户展示一段短片，或者对社交网络上的消费者意

见进行更深入，更快速的调查和研究。但现实情况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调查方法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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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当今的企业越来越难以了解消费者的确切需求。

政策偏好以及大选类的民意调查并未反映出这些变化。

例如，在进行政策民意调查时，由于时间差异和利益相关者的干扰，结果往往存在偏差。

国家选举也是如此。

在英国大选中，八家主要的民意调查公司预测，保守党和工党将在大选中展开激烈的竞争，

彼此的支持率差距非常小，但最终的实际结果大相径庭。

同样在韩国，民意调查经常给出错误的预测，民意调查中预测的胜利者常常以失败告终。

在2016年国民议会选举中，每个调查机构的候选人支持率都大不相同，甚至有一个候选人

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远远落后超过20％，但却最终成功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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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的候选人拥有52％

的支持率，而奥巴马的支持率仅为45％，奥巴马在民意调查中落后竞争对手7个百分点，但

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奥巴马击败对手成功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事实证明，即使候选人在各种传统民意调查中都处在领先地位，最终可能也不会在实际选

举中成功当选。

传统的调查方法已经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仅仅通过手机或互联网进行的改良问卷调查也

是治标不治本。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从根本上解决现有民意调查的问题。ITTONION将提出解决这些问

题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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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ONION的尝试

ITTONION团队首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首先，如何最恰当地获取民意调查样本？

第二，怎样大幅提高调查的回复率的？

第三，如何使受访者能真实地表达出他们内心的想法？

第四，能否从网上的评论或社交网络中获得民意或观点而无需使用问卷调查？

第五，有没有什么方法在设置问卷问题时能防止偏见的产生？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ITTONION团队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相关研究。通过不懈的努

力，ITTONION找了了以下新方法可以解决现有调查行业中绝大多数的问题。

第一是通过有偿调查的方式来鼓励受访者，从而赋予的动机。现有的一部分问卷调查有时也

会发放一些小额的现金奖励。ITTONION则发行代币的方式来发放这些奖励。ITTONION设计的

ITT代币结构将使受访者通过不断的积极回应问卷和调查来获取更多的价值。在这种激励制度

下，调查样本的选取和收集将变得极为便捷。

第二是为受访者提供完备的隐私保护。虽然目前的大部分调查也强调隐私保护，但Ittonion

计划使用区块链技术来加密和存储受访者的个人信息及问卷回答数据。因此在隐私保护方面

具有极大的优势。受访者可以在完全隐匿个人信息的前提下轻松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另一

大的优点是，受访者的回答和问卷信息可以存储在数据库中。过去，由于缺乏专业的数据库

来存储历史数据，因此调查行业难以利用历史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和参考。如果调查和问卷的

数据全部进入数据库，数据库本身就可以成为不断提高调查质量和可信度的有力手段。比如

说，即使我们不能确定每个受访者的身份，但如果我们积累了足够的历史数据做比对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区分出那些是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真实观点和想法的受访者，这一点可以大大提

升现有抽样方法的可信度。

第三是对受访者及意见的质量管理。 我们将通过观点挖掘技术区分出哪些是口是心非的受

访者，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这项技术可以应用在多个舆论和媒体环境中。 我们认为，这

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问卷的质量，而且也有助于提高调查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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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们计划使用上述观点挖掘技术来搜集和分析网络上的数据，并且能够预测出最终的

数据，例如受访者在社交网络上的评论。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使用观点挖掘技术的成

功案例。奥巴马阵营收集并分析了许多舆情数据，发现最有可能在筹款活动中捐款的选民是

四十多岁的女性，从而精准选择了最能吸引这类人群的演员乔治克鲁尼作为奥巴马阵营的筹

款大使，最终成功募集到了大量捐款。同样，ITTONION计划利用观点挖掘技术完成新商业产

品或政治竞选中的关键目标分析，生成关键信息，并将其与传统调查结合使用，以构建差异

化的调查平台。为此，我们将继续投资开发观点挖掘技术，并在未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

分析的质量和效率。

最后，我们希望雇佣专业人士和进行充分的预测试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调查或研究设计中可

能出现的有意或无意的误差。以上的措施在经过充分测试后最终将部署在系统中稳定且低成

本的运行。毫无疑问，当整套系统开始运行之后，观点挖掘技术将会产生可观的数据库，同

时区块链技术也能很好的保障隐私。

总之，ITTONION将区块链技术与观点挖掘技术相结合，以激励受访者提供真实的观点和看

法，我们将其定义为一种新型的调查和研究平台，通过对隐私强有力的保护来增强调查结果

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ITTONION团队将通过ITTONION服务平台进行信息的再分发，并在此基础上，在整个调查和研

究行业中引领创新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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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层

ITTONION服务器

区块链

ITTONION的技术

ITTONION是一个去中心化应用（DApp）。

我们已经研究许多去中心化应用平台。

从第一代区块链技术，到第二代以太坊和第三代EOS，许多DApp已经开发完成或正在开发中，

并且正在寻求商业化。

区块链技术正在飞速发展，不同平台各有优劣。

ITTONION仔细研究了各种技术方案和路径，综合考虑用户的便利性，开发的简易性和交易的

快捷性等等，我们将以太坊（ERC20）视为实现ITTONION服务的最佳平台。

此外，我们也会不断关注其他技术平台的迭代以及新技术解决方案的出现，在中长期范围内

对其他的更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始终保持开放态度，以促进ITTONION项目更好的发展。

ITTONION平台共有三层架构 - ITTONION应用程序，服务器和区块链系统，ITTONION系统中的

各类信息和数据将以区块链的加密形式存储，并且哈希值将记录在区块链中。

项目早期，出于效率方面的考虑，ITTONION将暂时成为一个中心化的平台，将大数据保存在

服务器上而不是区块链系统中。ITTONION团队最终将通过开发基于区块链的存储网络实现去

中心化，并显著的改善存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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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层

该层包括ITTONION平台运行的所有应用程序，包含在移动段，桌面端和Web环境中运行的应

用程序。

这些应用程序生成的数据（包括个人信息）通过基于EVM的智能合约以加密形式存储在

ITTONION服务器和区块链上。

通过将ITTONION服务器与区块链系统相连接，可以在应用程序层上展示数据。

ITTONION服务器

ITTONION服务器用来存储应用程序生成的所有信息和数据。

应用程序生成的数据首先使用区块链技术获取哈希值，并且使用该哈希值进行第二次加密，

然后存储在ITTONION服务器中。

区块链

各种数据的哈希值将存储在区块链中。

存储在区块链中的值不能伪造或篡改; 因此，如果使用此哈希值进行二次加密，就不可能伪

造或更改存储在ITTONION服务器中的数据，同时，没有哈希值访问权限的用户，也无法访问

数据库。

如果发生外部攻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泄漏并保护诸如个人信息和消费倾向等敏

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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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Design

Opinion Gathering Client

Output Report

Encrytion Us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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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

Clustering

A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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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Cluster
B-1 B-2 B-3 B-4

Random Sampling From
Cluster

ITTONION平台运行图

ITTONION Service Flo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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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ONION平台服务流程图如下：

1. 受访者观点搜集：调查问题设计完成后，确定好调查样本，并从受访者处收集观点或问卷。

这些观点可以是定性的或非定性的，包括文字形式的评论。

2. 调查结果汇总和交付给客户：收集的观点和问卷由观点挖掘引擎和各种统计或数据分析

系统进行分析，最终形成标准化的报告或文档交付给客户。

3. 使用区块链技术加密个人信息：包括收集的原始数据的个人信息的哈希值存储在区块链

中，原始数据通过此时生成的哈希数据加密并存储在数据库中。这样能够避免传统数据

库可能遭受的黑客攻击，并大大增强了数据的隐私性。

4. 加密信息的聚类：利用观点挖掘和集合技术，每个关键信息（包括人口统计信息）形成

一个集合，加密信息则存储在每个集合中。此时，我们将通过技术筛选出虚假或不真实

的回答，并把真实和有效的回答存储起来。被归类为不真实集群的受访者将会被排除在

未来抽样之外，通过这样不断的筛选，我们能够持续有效地提高受访者的样本的可靠

性。

5. 回复询问：当客户要求进行新的调查时，例如，公司进行调查以了解即将推出的新产品

的市场接受程度，则首先需要提供拟调查的人口统计变量（目标样本）。我们会以随机

和科学的方式从相应的聚类中提取合适的样本，并且以推送消息的形式进行调查，及时

响应的受访者将会受到一定的ITT代币作为奖励。后续的处理也将以如上所述的循环方

式执行。不断重复调查和回复过程会形成一个增强回路，大数据集群和数据库将持续扩

充，使得调查的结果和质量持续提升。我们可以看到，使用区块链技术创建的这些数据

库是ITTONION平台的运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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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ONION平台解决问题的能力

观点挖掘系统会评估信息的可靠性并保证采样数据的准确性，因此系统中积累的数据可用于解

决现有调查方法中的采样问题。

例如，现有调查的抽样取决于完全随机选择的受访者，因此可信度可能会下降，但意见挖掘系

统将根据调查本身的特点，相对准确地确定受访者样本，实现更高的调查准确度。

例如，某些受访者的实际年龄可能已经超过五十岁，但参与问卷调查时，他们可能会谎称自己

只有二十多岁，而传统的调查方法和手段是无法确认和识别的。

但是，观点挖掘系统可以非常精准的检测出该受访者是否真的是二十多岁。

举个例子，如果该受访者平时主要对诸如钓鱼技巧，社区内儿童的入学情况等特别感兴趣，那

么该受访者不太可能是二十多岁的人。

类似的信息和数据会被不断收集并加入数据库，如果通过多维度的验证发现该受访谎报了他的

年龄段，那么在进行下一次问卷调查时，该受访者将因为失信被排除在外。

此外，与传统调查方法相比，得益于区块链技术保证的匿名性和带来的代币激励机制，受访者

更有可能表达真实的信息。

原因在于，如果受访者留下准确的信息，其信息将不会公开，调查的答案和反馈将通过手机应

用程序，网页端推广等进行，并根据数据比对的结果排除那些不诚实的受访者。

总而言之，受访者在参与调查时完全不必担心信息泄露，而且还能因为诚实的提供了自己的观

点而获得可观的奖励。

这种机制可以有效的促进人们自发的参与到这些调查当中。

由于意见调查是一个信息生产过程，它收集个人意见并将其转化为有价值信息，因此受访者的

自发参与对增加可信度来说至关重要。

部分的传统民意调查会给予受访者一定奖励，但即使在有奖励的前提下，很多人还是担心信息

泄露的风险，最终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但是，在ITTONION平台中，奖励通过代币进行，ITTONION只能获取到受访者的钱包地址，这

样，受访者就能够在不泄露任何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快速简单的获取相应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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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发起问卷调查客户（公司，政府，报纸期刊，学校等等机构）可以使用ITT代币从平台购

买调查权，并将拟调查的项目和问卷提交给平台。

然后进入到调查问卷的设计阶段，此时需要设置调查问卷的各种基本数据，如问题的内容，数

量，拟收集的样本特征诸如年龄段，居住地区，兴趣领域等等。

政策 政党

企业
银行 官公署

其他机构
报社

支付费用

邀请问卷字段

提交问卷字段和批准

ITTONION

ITTONION

公开问卷
调查

Opinion Mining 过程

手机标本 检查有
效性

大数据

补偿

提交问卷

ITT

回答者

此外，平台还可以通过多种广告和推广渠道吸引受访者参与。

当受访者参与调查时，ITTONION平台会利用大数据为受访者匹配其最适合参加的问卷调查。

对于还没有样本数据的受访者，平台也可以进行对该受访者进行分析以生成样本数据。

受访者提交的数据会由观点挖掘系统详细分析并存储在数据库中。

随着以上过程的不断重复，调查参与者的样本数据会变得更加准确，他们也会因此不断获得奖

励。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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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

通过 Opinion mining 提取提问者标

本后提供问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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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ONION平台聚合存储数据并将其提供给调查客户。

平台仅提供真实的，经过筛选的数据。

随着平台声誉和可信度的积累，数据的收集会慢慢变成由用户的兴趣和自发参与驱动，同时
准确度也变得更高。

政策 政党

企业
银行 官公署

其他机构
报社

提供统计资料
ITTONION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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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ONION的问卷调查应用案例

调查的方法和手段多种多样，其中最常采用的方法是传统的纸质问卷。然而，近年来，随着互

联网和多媒体的发展，产生了其他多种形式的调查方法。ITTONION调查平台旨在提供适用于所

有场景的调查方法。以下是一些典型的案例：

1. 在展示视频广告后对观看者广告偏好的意见调查：客户可以在  YouTube，Instagram，

Facebook等网站上发布视频广告，并在广告后让观看者填写一个小问卷，以收集他们对于

该视频广告的反馈。基于这些反馈结果，客户可以通过精准改变广告内容本身，时长，投

放时间，受众等等来大幅提升广告的表现。

2. 在大型门户网站或社区中收集诸如横幅或侧幅广告的反馈或直接调查受访者：这是一种现

代大公司正在广泛使用的方法。我们可以提供ITT代币作为这种调查的奖励，而且通过使用区

块链技术对隐私性和安全性的增强可能会刺激更积极和更优秀的年轻潜在客户。

3. 点击和阅读新闻后，分析或调查有关新闻的评论：当前的新闻基本可以分为文字新闻和视

频新闻两种类型，通过对新闻下面回复和评论的分析，我们可以通过观点挖掘技术识别个人的

倾向。根据新闻类型的不同，例如政府政策、社会现象、商业活动等等不同的新闻，我们 就

可以精准的了解到个人对于不同类别新闻的不同倾向。这些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

4. 口头意见调查：除了纸质问卷调查类型外，口头意见调查还允许受访者对特定的公司产品/

服务或社会政策相关问题进行口头回应或答复。ITTONION可以利用自然语言分析技术提取语音

中的信息并转换成格式统一的文本数据。

5. ITTONION数据库内调查和基于数据库的精准市场营销：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在某个时间

点之后，ITTONION自身的数据库可为各种定制化的精准调查提供高质量的样本，还能在基于数

据库的信息进行精准的市场营销。鉴于此，ITTONION将基于庞大的数据库建立坚实的行业壁

垒，从而大大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

此外，ITTONION观点调查平台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的行业，政府，选举等中进行多种类型

的调查，例如通过准确的民意调查来确定选举人当前的真实支持率，从而制定新的选举策略，

调整自己的施政纲领，以便更加契合选民的诉求，这样可以大大提升选举成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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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发行

ITTONION发行的代币命名为ITT，ITT是基于以太坊ERC-20标准发行的去中心化加密资产。

ITT可以在ITTONION生态系统内流通，也可以从ITTONION生态系统转出，并在交易所和其他用

户交易其他类型的加密资产。

ITTONION会参与调查，分享观点的个人提供ITT代币奖励。此时，想要进行调查并获得观点反

馈的客户（企业，政府等）将使用ITT支付服务费用。 他们在以严格的隐私为基础的环境

中，向提供自身真实观点的个人支付ITT作为报酬，同时个人的信息将得到严密保护。

客户（企业和政府）可以前往交易所购买ITT并支付服务费用，这样可以稳定ITT的价值，并

使ITT得持有者获得稳定和长久的收益。

ITTONION
提供ITT

Opinion需求者Opinion 提供者

提供Opinion

提供ITT 购买ITT硬币

加密货币交易所

2019年ITTONION项目启动后，ITTONION的母公司MIRITT CO.，LTD.的20％股份将按照持有的

ITT数量比例转让给所有持有超过100万ITT的机构或个人投资人。这样，投资人可以深度参与

公司的运作，ITT Token所有者将成为MIRITT CO.，LTD的股东和公司一起共同成长。

受访者参与观点收集或问卷调查后可以收到ITT作为奖励，这些ITT可以在交易所兑换成其他加

密资产或者真金白银，当然，他们也可以长期持有ITT，以享受ITTONION业务不断发展的长期

红利。未来，当Ittonion的调查平台引领新的调查方法，来自公司，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对研

究的调查需求不断增加时，ITT Token的价值也将不断增加，公司的业务增长和ITT的价值增加

也将成为一个互相促进的正循环过程。

事业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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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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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 Allocation

Partners
10%

Founders
25%

Marketing
        15%

Advisors & Investors 
20%

Development & I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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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ONION的商业路线图

制定出一份完善的商业计划并不容易，但真正重要的是通过计划执行使项目获得真正的成功。

因此，ITTONION制定了以下业务发展计划来提高项目的成功实现：

1）第一阶段：定位为区块链/加密资产行业的专业调查研究公司

区块链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如区块链技术公司，加密货币交易所和准备进行ICO的公司，正试图

获得相关行业的用户，专家和投资者的意见或观点，例如行业信息，趋势研判，投资偏好等

等。

ITTONION计划通过与业内领先的交易所和投资机构合作，提供专业的调查结果。

此外，我们将与相关行业的有影响力的社区和SNS网站合作进行调查，并收集对区块链有信任基

础的群体样本数据库。

对区块链有信任基础的群体更便于理解ITTONION项目，也更容易接受代币作为支付和奖励凭

证，也是ITTONION项目早期重要的用户。

如果ITTONION从这一特定领域开展业务并将自己定位为该领域的专业研究公司，以此为契机，

我们相信ITTONION可以为未来的业务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2）第二阶段：业务扩展到垂直高科技产业

在ITTONION成为区块链行业中最好的调查研究公司之后，我们计划扩展到其他垂直高科技领

域。

届时我们将重点关注与ITTONION业务有直接相关的垂直高科技产业，例如人工智能，自动驾

驶，生物医药和电动汽车等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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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阶段：扩展到一般研究领域

一旦我们将自己定位为垂直生态系统中的研究和大数据专业公司，我们就会将我们

的业务领域扩展到一般的民意调查，公司产品调查等等。

如果我们已经在特定的垂直领域建立了完备数据库和优秀的品牌形象，那么扩展到

一般领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4）第四阶段：高质量，大数据驱动的营销公司

最终，我们将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大数据营销公司，利用之前步骤中积累的数据

库，我们将成为一家高质量的大数据服务商，数据库将成为ITTONION的最核心资

产，ITTONION将通过大数据，发展成e-COMMERCE事业及营销专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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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发展计划

2019. 01

2019. 11

2019. 01

2019. 06

2019. 12

2019

2020. 03

2020. 01

2020

Whitepaper Ver.1.0  release

Proof of Concept Demo Ver.公开

ITTONION平台API和SDK公开

Whitepaper Ver.2.0  release

ITTONION平台ALPHA版本公开

ITTONION平台BETA版本公开

ITTONION平台正式版本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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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itt. Co.,Ltd CEO
前 伊诺盛 常务董事
前 SK Communications (Cyworld) 副社长
前 SK 中国合作法人 威盛电子 总经理

Linden Li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PM 专业 r

Aspire Tech

团队

ITTONION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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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 Ho Jeon

SK Communications 门户事业 本部长
经营规划事业 规划队长
Widerthan.com

Dominic Kwon

Hangzhou Aibo Gonsi 总经理
CNK Global Networks 执行董事
首尔海外创造工作岗位特别委员会 委员长
Miritt PTE.Ltd CEO

GH.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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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 Hoon Ahn 
Miritt PTE.Ltd C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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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itt PTE.Ltd CTO
前SK M&Service ICT BU长
前SK Planet Silky
前SK Marketing & Company IT团队
前SK能源部长

James Pak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Dr.

Won Jin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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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國會議員(第十六代國會議員)

Jin Chae Lim 
SK 中国法人代表
SK-Telecom 常务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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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Ung Seol

顾问

Hae Soo Kim

Korea-China One Belt One Roard Association for 
Pomo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事務總長
Yeouido Partners. 經營顧問
前 Korea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orp. CEO
前 政务第一秘书官

Jong Soo Lee
Mirae Asset 部门经理

正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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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青年居住问题研究所 所长
前 北京金蔷薇有限公司 韩国代表
前 韩中友好交流协会 事务局长
前 庆尚南道北京事务所 所长

Cheol Soo Kim

In Sik Jeong

前（株）COMASINTERACTIVE 代表理事
戛纳国际广告节 Final List Cannes Linos 2003（同行首次当2回）
汉城大学校 兼任教授

Moo Sik Jeong

Sang Bum Kim
税务师

前 首尔中央地检 检师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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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律和风险揭示）

本白皮书中提供的信息仅适用于为评估ITTONION项目而收到该的人员。

没有人有权提供或代表本文所述的项目和代币发行。

本白皮书是一份私人文件，在任何情况下，本文件中所述的内容均不得解释为有价证券的公开

发行。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技术，经济等因素的频繁变化，本白皮书中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准确，可能

会多次修改。密码技术的进步和与区块链相关的技术进步可能导致ITT代币的丢失或被盗，从

而给加密货币和MIRITT Pte ltd极其附属公司带来风险。

本文档仅供参考。

我们的团队不会对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此外，如果您在决策和行动中使用本白皮书（包括但不限于白皮书），无论是盈利还是损失，

其后果完全取决于您的判断。

请注意，如果因使用本白皮书而造成损失和债务，ITTONION团队将不承担赔偿或其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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