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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Rupiah Token（IDRT）是第一个与印尼卢比相比为 1比 1的法定抵押稳定币。IDRT 由

印度尼西亚创业公司 PT Rupiah Token Indonesia发行。作为一个基于以太坊上的 ERC-20

代币，IDRT 继承了以太坊区块链的速度、安全性、透明度和其他令人满意的特性。以太坊

区块链和法定货币的这种组合产生了一种数字资产，为消费者提供了稳定的价值存储，可

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印尼卢比的储存量和流通的 Rupiah Token（IDRT）始终具有相同的

价值，创造了一个恒定的 1:1 的挂钩。客户可以用 1印尼卢比 IDR 购买 1个 IDRT，在购买

过程中，我们将法定印尼卢比 IDR 存放在印度尼西亚值得信赖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中保管。

我们还允许客户随时将 Rupiah Token（IDRT）兑换回印尼卢比——在客户向我们发送

IDRT 后，我们将销毁 IDRT（从而将代币从发行量中移除）并将印尼卢比 IDR 返还给客户。

这种 1比 1的挂钩将产生稳定的以印尼卢比计价的数字资产，确保 1个 IDRT 始终价值 1 

印尼卢比 IDR。通过我们在网站上提供的月度审计/银行报告，用户可以确保 1 比 1 的挂钩。 

 

 



 

历史背景 

货币简史 

    在人类广阔的历史中，金钱是一项重要的发明，它使人类能够有效地合作生产商品和

服务，从而推动经济和文明向前发展。在货币存在之前，早期文明的人们会将他们所拥有

的多余商品（如牲畜和农产品）换成他们缺乏的商品。这种交换方式被证明是繁琐和低效

的，因为这些商品既容易腐烂，也没有标准的“价值单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世界各

地的文明发明了各种形式的实物货币 - 有些是用贝壳制成的基本硬币（用于印度尼西亚

的巴图群岛和西非），而另一些则是用铜、银或是金制成的更精致的金属货币。随着文明

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发展，人类发明了更方便的货币形式：纸币、信用卡/借记卡、非接触

式支付卡，甚至各种数字形式的货币。 

金钱在 4.0 世界 

区块链作为未来的媒介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创新的世界。在过去的 20年中，称为互联

网的分布式计算网络的兴起使数十亿人能够立即安全地连接和共享信息，而且消费成本为

零。好处是巨大的且无法估量的。例如，互联网使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能

够获取高质量的教育资料，如 Youtube 上的软件工程视频和斯坦福大学的免费在线课程。 

 

    在过去的 2-3 年中，我们看到印度尼西亚越来越多地采用二维码的支付系统 。这些

支付系统由数字钱包供应商运营，如 Go-Pay 和 OVO。虽然这些服务为印尼人在当地进行交

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这种方法存在两个缺点。首先，在这些平台上发生的所有余额记

录和金融交易都存储在一个集中实体，这意味着一个成熟的恶意攻击者可能潜在地渗透和

操纵这些余额和交易。其次，作为封闭平台，存储在任何服务供应商的资金只能由系统内

的用户和商家使用，这阻止了例如跨应用结算、跨境汇款和国际交易等重要使用需求。 

 

    我们相信分布式账本技术或区块链将推进货币发展的下一步。正如互联网允许信息无



 

边界和即时移动一样，区块链技术将使我们能够以相同的方式交换价值并进行交易：即时

性、全球性、安全性且低成本。 

 

比特币等数字资产波动太大 

    我们已经看到，纵观历史，金钱可以是各种形式和形状。每个可以充当货币的资产类

别都需要满足三个主要功能： 

 

1. 作为交换手段 

2. 作为标准记账单位 

3. 作为价值的稳定存储 

 

    比特币在 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的繁荣和萧条向我们表明，加密资产的价格出了名的

波动。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比特币和类似的加密资产可能仍然比

管理良好的国家货币或黄金更具波动性。这种波动可能对投机性投资者和日内交易员而言

很有意思，但它使资产无法稳定地储存价值。为了区块链中的资金，我们需要一种可以保

持稳定价值的替代资产类别。 

 

稳定币是解决方案 

    我们相信稳定币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稳定币是加密资产，旨在减少甚至消除价格

波动。与比特币这样价格波动且投机性供需力量逐点决定价格的加密资产形成对比，稳定

币的设计使其价格与法定货币（如美元、英镑等）的表现相匹配或极为接近。 

 

    全球各种项目一直在试验不同的方法来设计稳定币。方法如下： 

 

● 法定抵押：储存的法定资产作为代币的抵押品。这提供了价格稳定性，因为代币

可兑换为实际的法定货币。 

例子包括 USDT（Tether），USDC（USD Coin），PAX（Paxos），TUSD（True 

USD）。所有这些代币每个价值 1美元。 



 

● 传统资产抵押： 稳定币由硬资产支持，例如非法定货币的商品。其中一个例子是

Digix（DGX），一种由新加坡制造的稳定币，由实物黄金支持稳定市场。 

● 加密抵押： 链上加密资产作为稳定价格的抵押品。 

值得注意的例子是 DAI，该货币值由 ETH（以太坊）储备支持，消费者需要在智

能合约中存入/锁定作为抵押品。 

● 算法（无抵押）： 代币不由实际资产支持。 相反，软件算法将允许代币的流通

供应根据供应和需求而膨胀或收缩。 

 

    直至今天，法定支持的稳定币一直是 常见和 成功的方法。 大的稳定币 USDT

（Tether）已经有近 40亿美元等值的流通代币，并且在过去的 4年多里以每个代币 1美

元的稳定价格交易。 

 

  



 

为印度尼西亚设计一个稳定币 

    虽然美元支持的稳定币在一些国家得到广泛接受，但它们并不适合印尼人。首先，大

多数印度尼西亚人无法将美元支持的稳定币兑换成美元，因为此类兑换需要美国的稳定币

发行人银行账户才能将稳定币兑换成美元。其次，即使可以兑换，美元在印度尼西亚也不

是法定货币，印度尼西亚境内的所有经济活动和交易都必须以印尼卢比 IDR 计价。 

 

        同样的因素也适用于 Facebook 广泛宣传的 Libra 计划。根据其白皮书，Libra 将作

为自己的货币存在，由来自稳定和信誉良好的中央银行的多种货币支持。虽然人们会争辩

说 Libra 有朝一日可能被交易或转换为 IDR，但 Libra 需要首先面对全球严峻的监管挑战， 

Libra 的未来走向还充满了不确定性。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们相信 Rupiah Token（IDRT）将成为数字货币解决方案，使印度

尼西亚人能够在开放的互联网上安全快速地使用印尼卢比 IDR 进行交易。 

 

基础 

        Rupiah Token（IDRT）是由印尼卢比 IDR 法定存款一对一支持，并由 PT Rupiah 

Token Indonesia 发行的代币。1个 IDRT 总值 1印尼卢比 IDR，因为我们保证 IDRT 始终可

以与印尼卢比 IDR 以 1:1 比例购买，并且可以 1：1兑换回印尼卢比 IDR。对于每个 IDRT

创建，我们将 1印尼卢比 IDR 法定货币存储在指定的抵押银行账户中。在 IDRT 兑换成法

定货币 IDR 后，我们将销毁兑换的 IDRT，从而将其从供应中移除。因此，区块链上的

IDRT 供应总是等于我们指定的抵押银行账户中存储的印尼卢比 IDR 金额。 

 

    作为一个基于以太坊的 ERC-20 代币，IDRT 继承了以太坊区块链的速度、安全性、透

明度和其他令人满意的特性。以太坊区块链和法定货币的这种组合产生了一种数字资产，

为消费者提供了稳定的价值存储，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 

 

IDRT 的优势 

● IDRT 建立在以太坊区块链上，具有以太坊的固有安全性和交易不变性。 



 

● IDRT 遵循 ERC-20 货币标准，这意味着它非常易于集成，并且与许多现有的基于以

太坊的应用程序本质上兼容。 

● 其他稳定币如 USDC、DAI、PAX、DGX 等也都遵循 ERC-20 代币标准。凭借 IDRT，印

尼卢比现在也可以参与稳定数字代币的全球平台。 

● IDRT 可以发送给世界各地拥有以太坊钱包的任何人，或由其接收。交易可以随时

随地全球发生。 

● 所有交易均按照智能合约规则执行，消除了人为错误。 

● IDRT 智能合约的安全性已经过世界级智能合约审计机构 CertiK 的审核和验证。

IDRT 已准备好面对全球的交易。 

● 作为以太坊区块链上的 ERC-20 代币，IDRT 的总供应和交易可由任何公共区块链资

源管理器（如 Etherscan.com）公开验证。

(https://etherscan.io/token/0x998FFE1E43fAcffb941dc337dD0468d52bA5b48A) 

 

IDRT 的权衡 

● 与所有 ERC-20 代币一样，交易确认遵循以太坊网络的速度（约 1-3 分钟）。这比

比特币快得多，但仍比电子钱包应用程序（如 Go-Pay 和 OVO）的即时结算速度慢。 

● 作为以太坊区块链协议的一部分，以太坊网络中的所有交易都要求交易发起人以以

太坊区块链的本地加密资产 ETH 的形式支付 gas 费用。这种 gas 费不能用 IDRT 或

任何其他 ERC-20 代币支付。然而，这种权衡可以通过侧链或分片开发来解决，例

如 Plasma 和 Raiden 网络。 

● 以太坊区块链网络所需要的 gas 费根据网络的负载情况而有所不同。粗略估计，在

撰写本文时（2019 年 7月 12 日），典型的转移成本约为 0.0005ETH，即 0.14 美元

或 1900IDR. 

 

用途和目标市场 

    考虑到如上所述的 IDRT 的优势和权衡，我们认为 IDRT 非常适合所有需要以下特征之

一的交易： 

 

● 需要与区块链生态系统交互的交易（例如数字资产交换或基于智能合约的分散式金

融应用）。 



 

● 需要无边界结算/价值交换的交易。 

● 需要不可逆性和安全性（防篡改）的交易，由以太坊区块链的分布式共识机制提供。 

 

早期使用案例 

    与所有 ERC-20 代币一样，使用 IDRT 至少需要基本熟悉使用以太坊。用户至少需要知

道如何使用以太坊钱包，并至少持有少量的 ETH 来交易 IDRT。由于存在这种知识障碍，我

们认为 IDRT 的早期采用者将成为加密资产行业的现有参与者。 

 

    IDRT 的第一个早期使用案例是促进加密资产交易。印尼加密交易员需要将其波动的数

字资产交换成稳定的价值存储，而世界上 大的交易所通常没有 IDR 法定交易。通过 IDRT，

印尼交易员现在可以随时将他们的波动性代币转换为印尼卢比稳定资产。这不仅对交易者

有利，加密交易也将从交易量的增加中受益匪浅，因为交易者可以直接购买 IDRT 来进行

交易。 

 

    随着 IDRT 的使用量、流动性和可信度增长，我们认为 IDRT 也将用于分散财务（DeFi）

应用程序。举一个例子，过去两年推出了几个基于区块链的分散式 P2P 融资平台，如

Compound（https://compound.finance/）和 Dharma（https://www.dharma.io/）。这些

平台使用以太坊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允许任何人借入和借出加密资产（包括稳定币），

利率根据需求和供应自动调整。列出的大多数稳定币都是 ERC-20 代币，如 USDC 和 DAI，

这意味着如果有足够的客户需求，IDRT 也可以很容易地集成到这些平台中。虽然去中心化

融资的空间仍然处于萌芽阶段，但我们相信，在几年内，这些应用将推动全球金融包容性

和效率的新水平。 

 

后期使用案例 

    随着广泛采用并在多个全球交易所支持流动性，我们还将 IDRT 视为对不同行业的个

人和企业无障碍进出印尼卢比的一种手段。从在巴厘岛度假期间购买 IDRT 的游客到将

IDRT 发送给全球供应商的大豆和电子产品进口商，我们预计 IDRT 将成为任何希望与印度

尼西亚共和国管辖的任何实体奠定合作基础的人的第一个也是 后一个接触点。为了实现

这种可能性，IDRT 必须与众多遗留基础设施一起工作。我们对未来的愿景是与银行、支付



 

网关、POS 系统、ATM 机、数字钱包和超级应用程序（即 Go-Jek，Grab，Traveloka，

Tokopedia 等）共存。 

 

    除了在全球商务中的应用之外，我们还相信 IDRT 将使新一代开发人员能够创建可以

轻松与 IDRT 集成的的项目。开发人员不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来创建与金融系统的

集成。有了开放的标准，任何开发人员都会被激励使用 Rupiah Token。这就是我们的真正

优势所在—— 我们相信开放源代码。以开放的方式开发通用标准将促使开发人员使用不

受任何一方控制的代码，并在此过程中提高使用它构建的开发人员/应用程序的安全性和

多样性标准。 

 

    从第一天开始，透明度和信任仍然是区块链的核心产品。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跟踪区块

链中的历史交易，为金融分析师提供资金流历史的完整了解。这可以成为监管机构的有力

工具，不仅可以追踪非法资金，还可以防止洗钱和恐怖主义。通过发挥积极作用，监管机

构可以通过区块链监控 IDRT 的使用情况，并准确地标记可疑的交易。 

 

    我们的未来看法是，现有的金融参与者、区块链本土项目和政府共存于一个开放的金

融系统中，以支持消费者和企业的无摩擦和更安全的价值转移。 

 

  



 

技术与操作 

以太坊和 ERC-20 代币标准  

    以太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允许在区块链上编写和执行称为智能合约的软件程

序。ERC-20 是以太坊区块链的标准，它定义了所有以太坊代币必须遵守的规则的通用列表。 

 

    我们不会在本文中解释整个以太坊和 ERC-20代币标准。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以下资源

了解更多信息： 

 

1. https://github.com/ethereumbook/ethereumbook  

2. https://github.com/ethereum/wiki/wiki/White-Paper#notes 

3. https://github.com/ethereum/EIPs/blob/master/EIPS/eip-20.md 

 

IDRT 代币和智能合约的安全性 

 

以太坊区块链防篡改 

        与比特币类似，在以太坊进行过的交易是 终的，永远不会被改变。截至本文撰写之

日，目前全球约有 8,000 个以太坊节点在运行。为了“黑客”并改变以太坊网络中的数据

/状态，恶意参与者需要拥有这些节点超过 51％的计算能力，这是极不可能的。 

 

IDRT 代币所有权直接掌握在用户手中  

    与发行人持有其发行的集中系统内每个用户余额的传统电子钱包应用程序不同，我们

不持有用户的 IDRT 代币。当用户从我们这里购买 IDRT 代币时，我们会直接将 IDRT 发送

到用户的钱包地址。从那时起，IDRT 代币的所有权（及因此包括的责任）直接属于用户。 

 



 

IDRT 智能合约已经通过 CertiK 审核 

    安全始终是我们的头等大事，我们的智能合约已经由 certik（https://certik.org/

）审核，以确保安全。 

 

 

智能合约可以升级 

    在极不可能的情况下，如果我们需要升级智能合约以进一步增强安全性，我们已将

IDRT 智能合约设置为可升级。这是通过创建两个独立的合约层来实现的：代理和实现。 

类似于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如何分离接口和实现的概念，代理合约充当调用实现合同的接

口，IDRT ERC-20 实现代码就位于此。这确保了 Rupiah Token 可以升级，因为可以调整代

理合约以调用新的执行合约。 

 

多签名设计减少了单点故障  

    我们只聘请 优秀， 值得信赖的人，我们相信公司内部没有恶意行为人。然而我们

认为仍然需要通过不允许存在单点故障来降低风险并确保内部运营的安全性。这是使用

multi-sig 智能合约设计实现的。在 IDRT 智能合约部署到以太坊区块链期间，我们建立了



 

一个所有者地址三个管理员地址。这些地址均由单独的硬件钱包控制。任何关键操作都需

要至少两个签名，如下所示： 

1. 合约创建 多可达 1亿 IDRT 需要两个签名。 

2. 在预定义的刻录地址上销毁 IDRT 代币需要两个签名（即我们无法销毁位于该特定

地址之外的代币）。 

3. 以下情况需要三个管理员中有两个加上所有者签名： 

1. 单笔交易额超过 1亿 IDRT。 

2. 转移 IDRT ERC-20 代币管理。 

3. 合约升级执行。 

4. 替换、添加或删除管理员。 

交易签名发生在离线、气源计算机上 

    为了进一步增强 IDRT 操作的安全性，所有与 IDRT 智能合约交互的交易（例如合约创

建，销毁等）都是在离线、气隙计算机中完成的。然后，我们使用单独的设备将已签名的

交易传输到以太坊区块链。因此，用于签名交易的计算机是安全的，可以免受外部攻击。 

  



 

IDRT 合约创建和购买流程 

IDRT 购买 

    客户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 https://rupiahtoken.com 直接购买 IDRT。对于客户存入我

们银行账户的每 1印尼卢比，我们会将 1个 IDRT 发送到他们选择的以太坊地址。我们要

求客户通过标准的 KYC / AML 流程，因为我们需要遵守印度尼西亚法规。 

IDRT 合约创建过程 

    IDRT 的所有合约创建始终遵循以下规则：对于每个 IDRT，必须在我们的抵押银行账

户中存储等量的印尼卢比 IDR（1对 1）。 

    合约创建是一个相对耗时且昂贵的过程，我们需要优化。每次合约创建都需要两次批

准（在区块链上需要 2 x 2 分钟确认）和大约 0.0016 ETH（约为 0.5 美元，或 6,300 

IDR）。对于大型 IDRT 购买，我们将 IDRT 直接发送给用户的钱包。对于小额购买，直接

发送用户钱包的操作时间和成本太高，因此我们不从任何购买中获利。为缓解此问题，PT 

Rupiah Token Indonesia 可根据运营需求执行批量合约创建。在批量合约创建中，我们将

运营资本（IDR）存入 IDRT 抵押银行账户，以创建同等数量的 IDRT。我们将 IDRT 存储在

我们的以太坊储备钱包中，当用户购买小额 IDRT时，我们会将这些 IDRT 从我们的储备钱

包转移给用户。这种操作对 1：1的挂钩没有影响，因为我们批量创建的所有代币都是由

我们自己的 IDR 资本作为抵押。 

IDRT 兑换和销毁流程 

    IDRT 的兑换和销毁流程很简单。对于在我们的平台上注册的每个经过 KYC 验证的用户，

我们为他们分配一个特定的以太坊“兑换地址”，他们可以发送 IDRT 进行销毁。要兑换

IDRT，用户需要先将 IDRT 发送到其唯一的兑换地址。这是必要的，这样我们可以正确地

将每个 IDRT 计入其各自的用户。然后，用户提交一份兑换请求，我们将根据该兑换请求

将等值的 IDR 转移到用户的已验证银行帐户。我们将所有 IDRT 从用户的兑换地址转移到

一个销毁地址，并启动销毁程序（需要两次批准）以从流通的供应中删除这些 IDRT。 

 



 

法定抵押证明 

    由于 IDRT 建立在公共以太坊区块链之上，因此公开区块浏览器网站可以检索任何给

定日期的 IDRT 代币供应。例子请参考：Etherscan token balance checker. 

(https://etherscan.io/tokencheck-tool?t=0x998FFE1E43fAcffb941dc337dD0468d52bA5b48A) 

 

    为了证明支持 IDRT 的 IDR 法定数量是 1：1，我们将发布金融机构的报告，以显示我

们在每个月末持有的 IDR 储备金额。报告将在我们的网站上提供：

https://rupiahtoken.com 

 

  



 

我们的团队 

 

    PT Rupiah Token Indonesia (https://rupiahtoken.com) 是一支由印度尼西亚专业人士组成

的团队，我们对推动印度尼西亚的积极变革充满热情。我们认为区块链有能力改善金融包容性，消

除全球各方之间汇款的困难。 

 

    我们拥有一支强大的团队，由哈佛商学院、康奈尔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等知名学校

的校友，以及 ConsenSys、花旗银行、Traveloka 和 Tokopedia 等世界级公司组成。由拥有丰富区

块链技术经验的 Jeth Soetoyo 领导。 

 

Jeth Soetoyo - CEO & 创始人 

 哈佛大学商学院 | 前 ConsenSys 产品负责 

 

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 Jeth Soetoyo 是 Rupiah Token 的创始人和 CEO

。Jeth 之前曾在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区块链风险实验室和解决方案

公司 ConsenSys 工作。在那里，Jeth 领导了一个名为 Liquality 的

跨链原子互换解决方案的产品开发，该解决方案允许参与者在没有中

介的情况下信任地交换数字资产。他还与麻省理工学院数字货币计划

（MIT Digital Currency Initiative）就加密资产估值进行了研究。 

 

  



 

Anthony Thio - CPO & COO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 前 Traveloka 产品负责  

 

Anthony Thio 是 Rupiah Token 的首席产品和运营官。在加入 Rupiah 

Token 之前，他曾在 Traveloka 担任产品负责人，为数百万用户推出

和管理两个成功的产品("International Data" and "Bills & Top-

up")。他还帮助了由 Y Combinator 支持的金融科技创业公司 Dana 

Cita。他对区块链非常着迷，目前正在探索 Solidity。 

 

Evan Leonardi - VP 工程 

建国大学 | 前 Qbit 担任 CTO 

 

Evan 领导 Rupiah Token 的工程部门。他在 IT与软件开发行业拥有超

过 11年的丰富经验。在他的职业生涯中，Evan 成为移动应用和服务

器开发方面的 IT和研发专家。在加入 Rupiah Token 之前，Evan 正在

对区块链应用及在金融业实施区块链项目进行深入研究。 

 

  



 

Fengkie Junis - 智能合约工程师 

噶迦玛达大学 

 

Fengkie 领导 Rupiah Token 的智能合约开发。他非常精通 Solidity，

他的智能合约通过了 CertiK 的高审计标准，确保了我们代币的安全

性。他曾研究过如何使用区块链来追踪印花税。他的本科论文探讨了

使用以太坊 ERC-1155 代币标准和智能合约创建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艺

术注册的方法。 

 

Irvan Chandra –商务开发经理 

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 | 前 Qbit & Piniship 联合创始人 

 

Irvan 领导 Rupiah Token 的商务发展。在加入 Rupiah Token 之前，

他共同创立了两家 IT创业公司。他此前曾致力于由土地价格支持的

公用事业代币，其可能扰乱当前的支付系统的可能性引发了他对区块

链技术的兴趣。 

 

Hizkia Felix - 全栈网络工程师  

Felix 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全栈网络工程师，他从六年级开始编程。 

他对区块链很着迷，并出于兴趣创建了自己的 ERC-20 代币。他负责

创建和维护 Rupiah Token 的网络应用程序，包括与区块链服务的后

端集成。 

 



 

投资人与顾问 

Brian Limiardi – Asani 创始人，曾就职于高盛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 耶鲁大学 MBA  

 

Brian 认为区块链技术将彻底改变银行业务。他曾在高盛担任外汇

交易程序员，之后回到印度尼西亚担任一家上市科技公司的管理职

位。 近他创立了 Asani，一家硬件租凭公司，旨在降低初创企业

的固定资本支出成本。Brian 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伊利诺伊大学的

计算机工程学位，并于 2018 年获得了耶鲁大学的 MBA 学位 。 

 

Andrew Adjiputro - Northstar Group 担任副总裁 

康奈尔大学毕业 

 

Andrew 于 2010 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金融

行业度过的。他的职业生涯始于花旗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随后进

入 Northstar Group 公司从事私募股权，现任副总裁。 

 

 

 

  



 

Lawrence Samantha - Honest Mining 担任 CEO 

俄亥俄州立大学 

 

Lawrence 是一位热爱技术和风险投资的工程师。他自 2011 年以来一

直致力于加密货币挖矿，并于 2018 年创立了 Honest Mining。

Lawrence 的计算机科学专业知识使他在多家公司工作，如

Nationwide Financial（210 亿管理资产）和 Bittorrent，Inc（去

中心化点对点网络，后来被 TRON 收购）。他还与其他公司共同创建

了 eEvent、guestHub、Loket.com、Member.ID、Indosystem 和 BitHarga。Lawrence 毕业

于俄亥俄州立大学，拥有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位。他拥有超过 12年的专业发展经验。  

 

新项目状态 

    Rupiah Token (IDRT) 已经在以太坊区块链上运行。代币可以从我们的网站购买：

https://rupiahtoken.com. 

 

结论 
    我们已经推出并建立了第一个稳定价格的数字资产 Rupiah Token（IDRT），与印尼卢

比 1:1 支持。通过利用以太坊网络和先进的智能合约设计（例如多重签名要求和离线签

名），IDRT 可以作为这个激动人心的区块链经济新时代下，印度尼西亚人稳定的价值存储。  



 

----- 

免责声明 

    随着项目的进展，本白皮书可能会不时修订，恕不另行通知。您可以在我们的

网站 https://rupiahtoken.com 上找到任何未来版本和更新的发布。我们只有一个

网站，且与其他潜在的类似网站没有任何关联。 

 

参考文献： 

● https://github.com/ethereum/wiki/wiki/White-Paper#notes 

● https://github.com/ethereum/EIPs/blob/master/EIPS/eip-20.md 

● https://github.com/ethereumbook/ethereumbook 

● https://www.blockchain.com/ru/static/pdf/StablecoinsReportFinal.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