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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信任极度透明的去中⼼化商业⽣态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新
PART 01 前⾔

　　纵观历史的⻓河，巨额财富总是掌握在少数⼈的⼿⾥。  

 

　　希尔顿酒店德创始⼈康拉德希尔顿早年追随掘⾦热潮到丹⻨掘⾦，他虽然

没有挖到⾦⼦，但是他洞察到了旅店的商机，为淘⾦者们建造旅店，获得了极

⼤的财富，并之后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希尔顿连锁酒店。  

 

　　标准⽯油帝国的创始⼈洛克菲勒，1859年宾夕法尼亚州开挖出世界第⼀⼝

油井，⽆数的⼈涌⼊⻄北，数以千计的油井随后被开挖出来。洛克菲勒洞察到

的机遇是炼油⽽不是挖油，通过炼油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并之后创造了史⽆前

例的联合事业托拉斯--标准⽯油。 

 

　　区块链的先驱⽐特币的发明者中本聪在互联⽹时代起⻜之时，选择的却是

数字货币。虽然没有⼈知道他是谁，但是他的地址上拥有接近100万个⽐特

币。 

 

　　区块链3.0的时代，身处于这个时代，我们⼒求探索时代的机遇。区块链的

本质是实现去中⼼化和解决信任的⼯具，重复制造⼯具是没有意义的，⼿握⼯

具真实解决⼈类社会的问题，才能够把握机遇。 

把握机遇

商业⽣态系统

      由英国⽣态学家坦斯利（A.G.Tansley,1871—1955）在1935年提出来

的，指在⼀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在各种⽣物之间以及⽣物群落与其⽆机环

境之间，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相互作⽤的⼀个统⼀整体。 随着对⽣态系

统及社会组织结构认识的不断深⼊，⼈们发现，⼈类社会的组织、运转和⽣物

学意义上的⽣态系统极为类似，并将“⽣态系统”这⼀概念⼤量引⼊到社会科学

领域。1993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穆尔（Moore）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次

提出了“商业⽣态系统”概念。

⽣态系统

商业⽣态系统

     组织和个⼈（商业世界中的有机体）的相互作⽤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是

供应商、⽣产商、销售商、市场中介、投资商、政府、消费者等以⽣产商品和

提供服务为中⼼组成的群体。它们在⼀个商业⽣态系统中担当着不同的功能，

各司其职，但⼜形成互赖、互依、共⽣的⽣态系统。在这⼀商业⽣态系统中，

虽有不同的利益驱动，但身在其中的组织和个⼈互利共存，资源共享，注重社

会、经济、环境综合效益，共同维持系统的延续和发展。与⾃然⽣态系统中的

物种⼀样，商业⽣态系统中的每⼀个环节都是整个商业⽣态系统的⼀部分，每

⼀家企业 终都 要与整个商业⽣态系统共命运。⼀损俱损，⼀荣俱荣，商业⽣

态系统中任何⼀个环节遭到破坏、任何⼀家企业的利益被损害，都会影响到整

个商业 ⽣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并 终损害系统中的每⼀个参与者。 



　　合作与共识是⼈类⽂明 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类⾃⽴⾏⾛解放出双

⼿起，通过合作与共识成为了万物的主宰。合作的基础是信任，缺乏信

任，合作过程中双⽅⾏为的不透明都会导致⽆法达成共识。随着经济的不

断发展，劳动分⼯越细致，需要进⾏的合作不断增多，然⽽没有核⼼机制

来保障信任透明使得⼈类经济活动发展遇到了极⼤的瓶颈。 

 

　　现⾏的商业⽣态是中⼼化的，不可否认在⼈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集权

的中⼼化为⽣态发展起到了极⼤的促进作⽤。但是，中⼼化所带来的缺乏

信任导致了合作瓶颈，限制了商业⽣态的发展。 

　　区块链技术是实现去中⼼化解决信任的⼯具，⽤区块链技术打造的商

业⽣态将突破传统中⼼化⽣态遇到的瓶颈，从⽽达成⽣态成员皆可信任的

⾼效合作模式，从本质突破发展的瓶颈。这意味着新的⽣态将具有传统中

⼼化⽣态所⽆法⽐拟的效率和创造⼒，也意味着财富。 

 

　　区块链技术是否⾜够成熟，是否发展成为了可以解决打造去中⼼化商

业⽣态的⼯具？这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EOS (Enterprise 

Operation System)公链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机遇，每秒可达百万TPS

的处理性能，健壮的治理机制，成熟的智能合约系统，让我们看到了⼀个

可以⽤来是实现去中⼼化商业⽣态的成熟的⼯具。百万级TPS的处理性能

可以⾼效处理商业⽣态中⼤量发⽣事件：⽀付、投资、记账、各种⽤户⾏

为，这些⾏为都以智能合约的形式在公链上处理；健壮的治理机制保证了

商业⽣态的底层牢靠，不会因为底层技术的不稳定⽽影响⽣态的发展；成

熟的智能合约系统实现了⽣态成员皆可信任，本质上解决了信任问题，促

进⽣态成员之间的合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以EOS公链作为⼯具，可以达成打造出⾼效信

任、极度透明、协作共赢的商业⽣态，并且遵循“代码即是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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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

如何应对



　　经济活动产⽣价值，劳动分⼯提⾼经济活动中个体产出效率，但是劳

动分⼯后有需要合作才能提⾼整体的产出效率，合作的基础是共识，共识

的达成则需要相互的信任。在中⼼化商业⽣态中，经济活动参与者需要为

达成相互的信任付出很⾼的时间及资源成本，⽽EDE团队基于区块链3.0技

术打造的去中⼼化商业⽣态，将以技术实现信任合作的 ⾼境界—经济活

动参与者之间皆可信任，所有的⽣态内⾏为将以智能合约的⽅式实现。 

 

　　EDE商业⽣态项⽬将通过去中⼼化的创世共轭⽅式募资，以⾼现⾦流

游戏及链商产品夯实⽣态基础；以安全隐匿便捷的⽀付⼿段为⽣态价值流 

转提供可靠渠道；并⽤智能合约的形式确保项⽬投资者能够享受到⽣态发

展带来的成果，⽤代码即法律的⽅式保护投资者利益。EDE Token将是

EDE⽣态内价值传递的唯⼀流通介质。

　　⼀个能够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促进⽣态健康发展的发⾏⽅式应

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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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融资⾏为应该都通过智能合约执⾏ 

 

　　2. 选择EOS公链打造⽣态，每募资8000EOS推进⼀个募资阶段 

 

　　3. 所有融资资⾦（EOS Token）转⼊指定的融资协议智能合约，通

过区块浏览器可查 

 

　　4. 融资资⾦池所有⾏为都通过融资智能合约进⾏，⾏为产⽣链上记

录，资⾦⾏为透明可追踪 

 

　　5. 投资者将EOS转⼊融资合约，合约根据融资阶段将⼀定数量

Token(EDE)转出给投资者 

 

　　6. Token成本曲线随着融资阶段进⾏⽽递增，确保早期投资者利益，

递增公式将写⼊融资合约（⻅下⽂） 

 

　　7. 当融资完成后进⼊项⽬发展期，将进⾏⽣态投资者与推⼴者回馈 

 

　　8. 融资资⾦池总量的70%回馈投资者，写⼊融资合约执⾏ 

　　 

　　 

⾼效信任极度透明的去中⼼化商业⽣态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新
PART 02 项⽬介绍

团队理念

项⽬概述

如何保障投资者利益

　　团队坚信洞察机遇，把握机遇才能创造财富，团队坚信去中⼼化商业

⽣态就是将要发⽣的商业⽣态⾰命，团队坚信要以去中⼼化的⽅式保障投

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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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E商业⽣态将通过去中⼼化机制建⽴可信销售⽹络；通过EDE 

Token承载价值，⽤区块链技术打造便捷可靠的⽀付通道进⾏价值流转。

EDE商业⽣态将通过裂变推⼴及共享⽣态价值的⽅式积累⼤量⽤户，通过

价值共轭的⽅式投资能够促进⽣态繁荣的项⽬，通过可信销售⽹络EAD⼴

告系统服务⽤户和商家。 

 

⽽所有的⼀切⾏为规则，都以智能合约的⽅式发布，公开透明不可篡改，

通过信任达成共识是整个⽣态的基础。

　　9.  融资资⾦池10%⽤于回购EDE代币 

　　 

　　10. 任何⼈在任何时刻都可以匿名参与融资 

 

　　这样⼀个所有承诺通过融资协议智能合约进⾏的融资⾏为能够： 

 

　　1. 确保投资者之间的平等，可以⾃由选择投资时机 

 

　　2. 确保投资者利益得到保障，代码即法律 

 

　　3. 确保投资者对资⾦动向的知情权 

 

　　4. 确保投资者不⽤承担额外的⻛险 

　　⼿机游戏产品能够提供极⾼的现⾦收⼊，EDE商业⽣态将⾸先发展游

戏产业以确保投资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现阶段区块链技术并不适合所

有的游戏品类，尤其是那些对同步性，即时性要求⾼的游戏，但是我们仍

然看到了区块链技术适合博彩、策略、回合制⻆⾊扮演类、回合制卡牌类

游戏，这部分游戏在移动游戏消费市场拥有极⼤的份额。 

 

　　2017年全球移动游戏收⼊达483亿美元， 2018年全球移动游戏收⼊

达700亿美元。利⽤区块链的不可篡改、去中⼼化特性打造博彩、策略类

游戏进军美国市场，利⽤数字货币的价值保存及匿名特性打造回合制⻆⾊

扮演、回合制卡牌类游戏进军中国与⽇本市场。在保证游戏可玩性及品质

的基础上，利⽤区块链的特殊属性作为核⼼竞争⼒，通过商业⽣态共赢机

制吸引⽤户，开展与传统游戏⾏业的竞争。 

 

　　游戏产品通过可信销售⽹络进⾏推⼴销售，游戏⼚商开发的游戏的激

活码以及游戏道具等都将通过可信⽹络进⾏销售，如果有需要还可以通过

智能合约设置佣⾦⽐例。 

 

　　明确的市场分析及产业布局策略，将确保游戏产业能够给投资者带来

极⼤的投资回报。 

如何打造去中⼼化商业⽣态

去中⼼化游戏应⽤



　　根据2018年全球电⼦商务报告： 

　　北美市场达：5526亿美元 

　　欧洲市场：3465亿美元 

　　亚洲市场：831.7亿美元 

　　澳⼤利亚市场：186亿美元 

　　⾮洲和中东市场：186亿美元 

　　南美洲市场：177亿美元 

 

　　传统的中⼼化电商产业携带区域属性，主要是由⽀付货币及⼿段形成

的隔离，⽽EDE的可信销售⽹络及⽀付通道⾯向的是全球的由于，尤其是

那些传统销售⽹络及⽀付通道不发达的地区。 

 

　　全球的商家都可以通过注册加⼊EDE商业⽣态，加⼊并搭建⾃⼰的可

信销售⽹络，通过智能合约完成完成佣⾦⽐例设置。所有经由⾃⼰搭建的

可信销售⽹络销售的产品所产⽣的利润都将有⼀部分归属于创建者。在这

样的商业模式下，任何⼈想要获得佣⾦，都需要与其可信销售⽹络中的其

他成员分享产品信息。换⽽⾔之，可信销售⽹络相当于传统销售模式中的

销售团队，团队的规模则取决于可信销售⽹络的裂变，随着⽣态的不断发

展，裂变的不断进⾏，销售⽹络不断扩张，获得的价值也不断提⾼。 

 

　　在EDE的可信销售⽹络中，还可以进⾏商业宣传，将区块链精神与商

业⾏为进⾏更紧密的耦合。消费者可以使⽤EDE Token通过可信销售⽹络

完成消费⽀出，这也是EDE Token价值载体的通途之⼀。⽆论是超市购物

还是上交学费，都可以将服务合同写⼊智能合约发布在EOS公链上，消费

者通过合约完成⽀付。 

 

　　对于供应商，则可以通过EDE⽣态的竞价⼴告系EAD，来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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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EDE商业⽣态也将不断的进⾏⽣态升级，提⾼接⼊⽣态的效率，帮 

助更多的传统商家加⼊去中⼼化的商业⽣态；以开放但严格的态度把控加

⼊的商家质量，为⽣态⽤户提供优质的商品及服务， 终的⽬的不断解放

经济⽣态的⽣产⼒，不断的吸引⽤户和商家加⼊提⾼⽣态的价值，给⽣态

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也给⽣态内的成员带来更多优质商品和便捷服

务。 

打造区块链电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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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域共轭的概念 

 

　　共轭的本意概念为相⽣相息，⽽⼜相互牵制，⽽如今其概念早已深⼊

我们⽣活的⽅⽅⾯⾯，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等领域： 

 

　　在化学领域中，共轭效应 (conjugated effect) ，是指由于形成共轭

π键⽽引起的分⼦性质的改变。 

 

　　在数学领域中，共轭复数（conjugate complex number）, 是指两

个实部相等，虚部互为相反数的逻辑 

 

　　在地理领域中，区位共轭（location conjugation）,是指企业或者城

市等经济组织的空间经济位置相互影响并且达到某种平衡的现象 

在物理领域中，共轭物理量(Conjugate variables)，是指在量⼦⼒学中

其算符不对易的物理量 

 

　　在⽬前区块链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态发展模式基本可分为两类，

第⼀种以⾃⼰项⽬为核⼼，通过不断地发展让⾃⼰的团队去开发、去⽣产

衍⽣产品，供⾃⼰⽣态下的群众使⽤，⽽不考虑外部。第⼆种主要以公链

为代表，多数项⽬⽅会⾃⾏以其代币作为募资通道，形成⾃然⽣态，⽽期

间没有交流、没有分享、没有探讨。 

 

　　区块链⾏⾛到现在这个时代，社区⽣态的发展轨迹似乎已经偏离预

想。不论是第⼀种⽣态模式导致的项⽬运⾏缓慢，⽣态格局狭⼩；还是第

⼆种⽣态模式导致的⽣态关联性弱，共识度底等问题都让现在的⽣态环境

变得各⾃为营，信任度低迷。 

 

　　如今我们将共轭的概念应⽤于区块链领域，在此基础上进⾏技术衍⽣

与模式创新，提出标准共轭发⾏（IJO）的概念。项⽬分为两个阶段，我们

将第⼀个阶段称为创世共轭阶段，⽣态投资者可以通过将EOS映射⾄共轭

池，以阶梯状递减⽐例的⽅式兑换EDE。在计划预定时期，EDE将会⾯向

所有达到加⼊⽣态标准的项⽬⽅开放，以EOS与EDE双池共轭的⽅式，帮

助其进⾏募资，解决其募资渠道问题。

　　在⾯对申请⽅的请求时，项⽬会以社群投票与尽职调查的⽅式，审核

申请⽅是否有加⼊EDE⽣态的资格。在申请⽅通过审核后，EDE项⽬⽅会

为其搭建共轭募资渠道（EOS跟EDE双池共轭会开启，可由社区成员⾃由

选择任意EOS或者EDE进⾏申请⽅代币的获取），帮助其进⾏轭式募资与

宣传。 

 

　　共轭池的作⽤，⾸先利⽤市场趋利⼼理，锚定了EOS与EDE相对价

值，从⽽达成共轭初步的含义。在兑换申请⽅代币时，EOS的相对成本相

较于EDE更低时，投资者会更倾向于使⽤EOS进⾏共轭；⽽在EDE的成本

相较于EOS更低时，投资者会更倾向于从市场上或从创世共轭池中获取

EDE，从⽽来提⾼EDE的需求量，升华其价值位⾯。

⽣态内融资-共轭



　　假设：ABC项⽬⽅获得合作资格，开启轭式募资通道，在共轭进⾏到

某个时期，1EOS：20ABC，1EOS：10EDE，⽽市场上EOS价格为10

美⾦，EDE价格为1美⾦，那么获取⼀个ABC的成本，通过EOS共轭池为

0.5美⾦，通过EDE共轭池为0.1美⾦。投资者为了获得ABC的代币，会选

择成本相对较低的EDE共轭池进⾏映射，从⽽去市场上购买EDE或去创世

共轭池中进⾏映射，从⽽增⼤EDE的需求量，直到双池成本达到平衡。 

 

　　当申请⽅开始正式募资时，智能合约会将共轭池所募集5%的代币奖励

给推荐⼈，5%发放给EDE的持有者，20%作为保证⾦逐步解锁，从⽽促

进⽣态的⻓久运⾏。如在合作期间内，申请⽅作出伤害EDE整体⽣态利益

的事迹，会开启公开投票，由EDE 节点⾃治委员会来判决是否永久下架并

拉⿊申请⽅，⼀旦下架，申请⽅的EDE销毁，EOS空投给EDE持有者。 

 

　　中⼼化的智能合约作为底层技术，共轭募资对投资⼈⽽⾔： 

 

　　1. 更加安全，更加严格的项⽬审批过程，确保所对接项⽬的质量与潜

⼒ 

 

　　2. 申请⼈通过审核加⼊⽣态，EDE持有者能获得⼤量的分红以及保障

机制 

 

　　3. EDE独具的⽣态投票权与决策权 

 

　　4. 共轭募资的⽅式，使得EDE能拥有整个⽣态作为核⼼价值与抗⻛险

能⼒，⽽⾮单⼀项⽬⽀撑 

 

　　5. EDE能作为整体⽣态的通证，⾃由兑换成⽣态中其他⼦项⽬代币，

应⽤于实践 

　　对申请者⽽⾔： 

 

　　1. 直接能够使⽤共轭募资的渠道与获得专业技术团队辅导 

 

　　2. 申请者项⽬⼀旦通过审核，能直接获得EDE社群的流量以及宣传，

拥有⼤量基础⽤户 

 

　　3. 开放共轭募资智能合约，共轭募资的申请者在获得资格后只需要部

署合约，⽆其他⽀持 

 

　　4. 申请者的代币不仅拥有主流的的融资渠道，也拥有社区⽣态的融资

通道，从⽽保障申请⽅的融资能够更加顺利的进⾏ 

 

　　5. 直接成为EDE的⼤量持有者，伴随⽣态⼀起成⻓ 

 

　　随着共轭募资的⽅式被更多⼈所认可，将会有更多有想法、有共识、

有格局申请⽅加⼊EDE的⽣态中，其项⽬不限于钱包、交易所、游戏平

台、项⽬搭建等。更加庞⼤且成规模的⽣态应⽤群，会不断提⾼EDE作为

整体⽣态核⼼纽带的价值，从⽽给所有的EDE持有者带来更丰厚的回报；

⽽EDE的价值提⾼，会给⽣态中的合作⽅与申请⽅，带来更多的流量与关

注，使得更多的玩家愿意⽤EDE去兑换各⾃理想项⽬的代币。 

 

　　从⽽实现 终的“共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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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信任极度透明的去中⼼化商业⽣态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新
PART 03 EDE发⾏说明

EDE Token

EDE基本信息

EDE的发⾏

　　EDE Token简称EDE，是EDE去中⼼化商业⽣态内的价值载体，承载

⽣态内价值传递的作⽤。EDE 基本的功能是账户记录和付款，此外，激

活EID，竞拍EAD⼴告位，运转轻节点、普通节点、主节点都需要使⽤

EDE。

　　总发⾏量   10,000,000,000 

　　证明⽅式   PoS 

　　产出间隔   86400 seconds 

　　初始产量   3,340,000 

　　衰减周期   13,305,600 seconds 

　　衰减幅度   5% 

　　总发⾏量EDE数量100亿 

　　公开预挖EDE数量10亿 

 

　　POS发⾏EDE数量80亿 

 

　　团队预留EDE数量10亿 

EDE的发⾏

PoS发⾏公开欲挖 团队预留

团队预留EDE数量   
10亿

PoS发⾏EDE数量   
80亿

公开预挖 
1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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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挖分配

　　总计10亿EDE Token将被预挖出来，作为去中⼼化商业⽣态项 的启

动准备资⾦；启动准备⾦将做如下⽤途： 

 

　　1. EOS持有⽤户的空投 

 

　　2. EDE初始⽣态搭建基⾦ 

 

　　3. 创世共轭初始资⾦ 

 

预挖的10亿EDE存储地址将对外公布，所有资⾦动向记录都可以通过区块

浏览器查询。 

空投预热

1. 空投总量10,000,000EDE 

 

　　* 快照：UTC 2019-07-02 1:30 的EOS主⽹快照 

　　* 空投⽐例：每10个EOS获得1个EDE 

　　* 通过下载EDE钱包并导⼊EOS账号后主动申领获得空投代币 

 

2. 预热活动于项⽬上线时进⾏，将投放40,000,000EDE 

 

3. 本部分资⾦未使⽤完部分将回流⽣态活动基⾦ 

 

EDE初始⽣态搭建基⾦

　　初始⽣态搭建基⾦共435,000,000 EDE，将⽤于交易所上币奖⾦、

⽣态领导者奖⾦、宣传⽹站搭建协议奖⾦、应⽤推⼴奖⾦、数据平台奖

⾦、⻛险准备⾦。 

 

　　具体分配如下，详情参考初始⽣态搭建基⾦ 

预挖分配

空投预热 50,000,000

⽣态搭建基⾦ 435,000,000
创世共轭池
515,000,000

⽣态共建基⾦

宣传⽹站 43,500,000 ⽣态活动基⾦
130,500,000 

交易所
21,750,000 

⽣态领导者 106,575,000 

⻛险准备⾦ 130,500,000 

数据平台 2,1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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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O-标准共轭发⾏

　　IJO是⼀种真正的去中⼼化发⾏机制，IJO标准共轭发⾏机制有2点核

⼼设计理念： 

 

　　1. 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2. 保障社区未来的健壮发展 

 

　　IJO将完全由智能合约进⾏，没有机构投资、私募、公募等离散募资阶

段概念，更在机制上排除了⼈为因素⼲扰。所有投资者都将根据⾃⼰的意

愿选择合适的时机匿名参与，⼈⼈平等。 

 

　　IJO分成2个阶段 

 

　　创世共轭阶段 

 

　　创世共轭池总计EDE数量515,000,000，这部分EDE将⽤于共轭池的

初始资⾦，⽤于⽣态价值投资者使⽤EOS单向兑换。 

 

　　初始兑换⽐例为1:171.75。通过创世共轭参与⽣态价值投资的具体规

则及细节参阅“创世共轭交易” 

 

　　共轭阶段 

 

　　在⽣态内进⾏融资，⽤⽣态的资源哺育有资质的新项⽬，帮助其成

⻓，把投资的选择权开放给社区，让社区成员也能享受优质项⽬成⻓所创

造的价值。同时，项⽬成⻓后⼜将反哺⽣态，促进⽣态繁荣。 

　　PoS共轭对冲发⾏机制是将创世共轭发⾏机制（参阅“创世共轭投资⼿

册”）与EID创建所花费的EDE进⾏了耦合，动态调整创世共轭发⾏的EDE

和PoS挖矿发⾏的EDE。这样的耦合机制，让EID创建量作为⼀个负反馈参

数，动态均衡POS挖矿，让承载⽣态系统价值的EDE的新增和流通处于良

好的平衡状态，使得整个EDE⽣态的⾦融系统更加健壮和稳定。 

 

动态调节机制根据如下 

 

　　1. PoS共轭对冲发⾏合约将根据设定时间进⾏产出量的调整，阶段时

间内⽣态内激活EID所消耗的EDE数量作为调整参数。PoS发⾏的EDE与创

世共轭发⾏的EDE进⾏动态⽐例的调整。 

 

　　参考新增量：根据EDE的基本信息描述所示的新增数量 

 

　　激活消耗量：⽤户激活EID所花费的EDE数量 

 

　　实际新增量：因阶段⽽异（不⼤于参考新增量） 

 

　　2. PoS共轭对冲发⾏将分为两个阶段进⾏，初创阶段（21天）及正常

阶段（每7天⼀个赛季） 

 

　　初创阶段 

 

　　创世共轭开始0-21天时间属于初创阶段，实际新增量=参考新增量，

即整个⽣态按照每天3,340,000个EDE的速度新增代币。同时每1个⽤户激

活EID所花费的EDE都将被统计，获得整个初创阶段的激活消耗总量，此阶

段的激活消耗总量将作为正常阶段第⼀个赛季7天的实际新增总量，由于正

PoS共轭对冲发⾏



常阶段以7天为⼀个赛季，所以初创阶段21天内⽣态⽤户激活EID花费的

EDE总量将平均到7天作为正常阶段第⼀个赛季的实际新增量。 

 

　　正常阶段 

 

　　正常阶段以7天为⼀个赛季进⾏，每个赛季的实际新增量都是由上个赛

季的激活消耗总量计算得到，第⼀个赛季的实际新增量由初创阶段的激活

消耗总量计算得到。 

 

　　3. 通过PoS共轭对冲发⾏的代币将根据每⽇实际新增量与参与节点的

算⼒进⾏分配 

 

　　4. 如果在计算阶段实际新增量时： 

 

　　上赛季（阶段）的激活消耗总量<本赛季参考新增总量，则参与节点本

阶段将获得数量相当于上赛季（阶段）的激活消耗总量的EDE，同时差额

部分进⼊创世共轭池 

 

　　上赛季（阶段）的激活消耗总量>=本赛季参考新增总量，则参与节点

本阶段将获得数量相当于本阶段参考新增总量的EDE，多出的部分将累积

到下个赛季 

　　团队将预留总量10%的EDE，⽤于团队⽣态后续开发以及团队运营。

这部分EDE将按照如下规则分批解锁。 

 

　　1. 前50%的EDE将均分到60次解锁 

 

　　　　* 创世共轭开启时触发第⼀次解锁 

　　　　* 后每30天解锁⼀次 

 

　　2. 剩余50%的EDE将于第61个周期⼀次性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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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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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信任极度透明的去中⼼化商业⽣态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新
PART 04 功能介绍

钱包

EDE钱包⽀持EDE和EOS以及基于EOS公链发布的数字资产

　　Decentral ized Appl ication（去中⼼化应⽤）简称Dapp，在EOS公

链上存在很多Dapp，是EDE⽣态天然的⽣态成员，通过引⼊去中⼼化的应

⽤有助于加速⽣态的发展。 

 

　　⽣态项⽬是通过我们⽣态项⽬评审委员会评审后上线的应⽤，以保证

为⽣态⽤户提供⾼品质应⽤体验。同时，为了⽅便EOS⽣态⽤户，我们将

优先接⼊功能型应⽤Dapp，如区块浏览器、区块链咨询、CPU租赁等应

⽤。在钱包的Dapp⻚⾯，⽤户可以访问任意的Dapp⽣态成员。 

 

　　在⽣态共轭项⽬接⼊后，EDE钱包将为⽣态共轭项⽬提供流量扶持。

由于⽣态发展迅速，在裂变推⼴的机制下⽣态成员数量激增，⽣态共轭项

⽬不断成⻓，将在合适的时机把⽣态共轭项⽬的部分利润分配给社区成

员。

D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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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D是EDE去中⼼化商业⽣态的的身份标识，更是EDE⽣态中具有通

⾏能⼒的身份证明。它就像⽤户⽤来解锁各种功能和应⽤的钥匙，如裂变

信任⽹络和EAD⼴告系统等。在很⼤程度上，只有拥有EID才能真正加⼊到

EDE的⽣态活动中，参与⽣态活动并活动⽣态发展带来的价值提升。随着

EDE商业⽣态的发展，未来EID将成为整个互联⽹世界的重要身份ID。 

 

创建EID 

 

　　依托于EOS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EID将基于“代码法律”⾃动创建，

并且已经创建⽆法被篡改。⽬前，创建EID只有两种⽅法： 

 

　　第⼀种是EID初创空投，规则如下： 

 

　　＊ EDE团队使⽤UTC 2019-07-02 1:30:00的主⽹快照 

　　＊ EOS余额⼤于100的⽤户将直接获得激活的EID　　　　　　　　　　　　　　　　　　　 

 

第⼆种是通过其他EID邀请创建，具体规则详⻅下⽂《EDE信任⽹络》 

　　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如果没有信任，就没有可靠的商业模式。在现代

商业体系下，法律合同、⾦融机构的征信数据都是信任⼯具，它们的共同

特点都是由中⼼化的机构管理，存在着“从业⼈员道德⻛险、难查询、难管 

 

 

理”等等问题。这导致了在传统的商业体系下，信任成为了⼀个“程度”的考

量，⽽不是彻底的相信。 

 

　　感恩于中本聪的创新，让区块链⾛进了公众的视野。区块链共识机

制，让⼈类以第⼀次看⻅了去除感性评分⽽完全通过理性技术来解决信任

的希望。通过去中⼼化的被动信任机制，所有参与者都能连接成为⼀个信

任共同体，彼此之间没有猜疑、恐惧，可以放⼼地基于区块链⽹络和其他

⼈合作、交易、共赢。 

 

　　EID是EDE去中⼼化商业⽣态的的身份标识，它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

按照特定的规则产⽣相互关联， 终形成⼀张不断扩⼤的裂变推⼴⽹络，

将所有参与者紧密地联系在⼀起，同时⼜进⼀步刺激信任⽹络向互联⽹世

界不断传播。 

 

　　简单来说，EDE信任⽹络是⼀个建⽴在区块链上的⼈际关系⽹络，结

合了裂变推⼴游戏机制、多层利润分配机制，通过群体共识传播，并为参

与者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由于这⼀切都发⽣在区块链智能合约上，是整

个EOS节点共同确认，我们⽆需担⼼个体之间的信任问题。 

 

 

EID

EDE信任⽹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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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早期的⽐特币区块链⽹络⼀样，EDE信任⽹络看上去就像⼀张没

有边界的地图，每⼀个EID，都可以像⼀颗太阳⼀样辐射，照亮新的EID。

⽽新的EID⼜可以照亮新的EID， 如此反复，让整个⽹络产⽣连接，并且不

断裂变。⽽裂变中产⽣的这⼀切⼈际关系，都将永久保存在区块链上，不

可篡改，形成信任⽹络 

 

　　在信任⽹络中，每⼀个EID都可以拥有⽆限层级的邀请关系。也就是

说，每⼀个EID，都是⼀个信任⽹络源点，拥有⾃⼰独有的⼈际关系链。每

个EID可以从它⾃⼰的裂变⽹络中获得裂变奖励， 多可以获得20层奖

励。根据传播学理论，平均每个⼈都能轻松影响到7个⼈。这样来看，每个

EID都能轻松分裂产⽣7个新EID，每个新EID再分裂产⽣7个新EID，如此

反复。仅计算11层EID的裂变⽹络，每个⼈只需要影响身边的7个⼈，则这

个信任⽹络就可以拥有23亿个EID。 

EDE信任⽹络结构

　　在这样的设计中，每个⼈都将可以近乎极限的发挥⾃⼰的潜能，建⽴

⾃⼰的⽹络来触及全世界，所有的个⼈、团体、公司都终将触达。这场游

戏永远不会停⽌，只要参与进来就⼀定可以得到属于⾃⼰的价值。 

　　账户⽀付200～10000EDE的激活费⽤。其中， 35%的EDE将作为

直接推荐⼈的奖励，15%的EDE将⽤于裂变体系奖励（分成20份，每份

0.75%，奖励给其上⽅20个直线关系EID，包括直接邀请的EID），50%

的EDE将直接销毁（合约⾃动执⾏）。

邀请奖励

信任⽹络创世共轭返利

　　激活EID时填写的推荐⼈EID即为直接邀请⼈，他将获得激活费⽤35%

的EDE奖励。每个EID都可以邀请⽆数个EID。 

 

　　事实上，你只需要邀请3个⼈，就可以赚回当初激活EID的EDE，并且 

还有5%的EDE盈利。这应该是世界上 容易赚钱的⼀笔投资，毕竟，谁没

有3个朋友呢？

　　同时邀请者将直接获得被邀请者的每笔创世共轭花费EOS的5%，同时

根据裂变推⼴规则， 多获得20层体系奖励，每层0.5%。 

激活费⽤分配

裂变体系奖励
15%

直接销毁
50%

直接奖励⼈推荐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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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变体系奖励 & 激活费⽤规则

　　激活EID时，15%的激活费⽤将⽤于体系奖励。奖励分为20份，每份

0.75%，其上⽅20个直线关系的EID，都有机会获得奖励。 

 

　　如何获得体系奖励？有两种⽅法： 

 

　　1. ⽀付激活费⽤，开启体系奖励权限 

 

　　激活⾃⼰的EID时，你可以选择以下激活费⽤，不同的激活费⽤对应不

同的体系奖励权益。 

 

　　　　＊ ⽀付200EDE激活EID，可以获得1层体系奖励； 

 

　　　　＊ ⽀付3000EDE激活EID，可以获得8层体系奖励； 

 

　　　　＊ ⽀付10000EDE激活EID，可以获得20层体系奖励； 

推⼴身份 激活数量 解锁层级

推⼴者 200 1

⾼级推⼴者 3000 8

信仰者 10000 20

　　2. 直接邀请EID，升级体系奖励权限 

 

　　直接邀请n个EID激活，即可获得n层体系奖励。你直接邀请的EID越

多，可以获得的体系奖励层级就越多。需要注意的是，通过直接邀请产⽣

的体系奖励升级， 多到10层。 

 

　　我们可以注意到，由于规则限制，不是所有的体系奖励都会被⼈获

得。所有⽆法被获得的体系奖励，都会进⼊到创世共轭池，等待重新分

配。 

 

　　所有通过裂变推⼴获得的EDE，需要主动申领。 

 

　　上⼀条规则⾥提到，你只需要邀请3个朋友就可以赚钱，同样的道理，

你的朋友也会这么想，所以他会很轻松地再邀请3个朋友，如此裂变下去。

按照10000EDE激活费⽤，只考虑7层体系，，你⼀共可以获得

245925EDE的总奖励，价值超过2459250美元，并且随着EDE⽣态的持

续发展，EDE还会持续增值。 

直接销毁

　　激活费⽤50%的EDE将被直接销毁，由系统智能合约⾃动执⾏，销毁

结果链上可查。这样的机制设计，将很⼤程度上限制EDE的流通量，有利

于EDE的价值稳定与良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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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钱包进⾏创世共轭 

 

　　1、下载EDE钱包APP，导⼊你的EOS账户。 

 

　　2、从APP⾸⻚找到创世共轭交易，输⼊你想要兑换的EDE，发起转

账，即可实现实时兑换。 

创世共轭交易 创世共轭V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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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共轭交易V池为倒三⻆形，每个层级兑换8000个EOS，共1000

层，但是每个层级释放得EDE数量递减，因此EOS兑换EDE⽐例递减 

 

　　2. 顶层兑换⽐例为1:171.75， 底层层兑换⽐例为1:0.09， 底

层币价将是 顶层币价得1962倍 

 

　　3. 阶段回滚：创世共轭V池会⾃动流⼊其他系统产⽣的EDE（⽐如没

有被领取的裂变体系奖励），可能会导致阶段回滚到上⼀阶段。 

 

　　5. 参与创世共轭的EOS有15%将通过裂变推⼴体系分配 

 

　　6.创世共轭交易前140层在原有兑换⽐例上享有额外附加⽐例 

　　* 1-15层，3.0倍 

 

　　* 16-40层，2.0倍 

 

　　* 41-90层，1.6倍 

 

　　* 91-140层，1.2倍 

顶层（第1层）实际兑换⽐例1:515.25

　　在前⾯第⼆章《项⽬介绍》中提到，电商市场体量极其庞⼤，并且随

时互联⽹和全球贸易的发展，市场还在持续扩⼤。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

采⽤电⼦商务、或者社交电商的模式进⾏市场销售。当前中⼼化的商业体

系，流量平台作为互联⽹绝对主⻆，赚⾛了商品销售这⼀中间环节的利

益，有形⽆形地提⾼了商品价格，商家和消费者 ，都在⼀定程度上承受流

量平台的剥削。 

 

　　然⽽，随着EDE去中⼼化商业⽣态的出现，这样的剥削，将逐渐⾛向

历史尽头。 

 

　　区块链电商是EDE去中⼼化商业⽣态的重头戏。 EDE团队将在创世共

轭交易结束后开发链商合约，并将发布到EDE合约中，利⽤EOS区块链⽹

络的⾼性能、以及EDE信任⽹络的庞⼤⽤户量，创建世界上第⼀个区块链

销售⽹络！ 

 

　　在链商合约中，将没有“销售平台”的概念，取⽽代之的，是【信任链

销⽹络】。 

 

　　在EDE去中⼼化商业⽣态下，任意商家（包括游戏）都可以在免费创

建收款地址，设置商品类型和佣⾦⽐例，并⼀键发布到EDE区块链⽹络

中。所有参与EDE信任⽹络的EID⽤户在链商合约上进⾏购物、消费，则该

EID在EDE信任⽹络体系中往上20层的EID，都可以获得该商家提供的链商

合约佣⾦。 

链商合约 & 信任链销⽹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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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机制设计，让每⼀个消费者，都有⾜够的动⼒成为“销售者”，

因为每个⼈都想获取利益，⼤家会毫不犹豫地把⾃⼰觉得满意的产品，推

荐给⾃⼰信任⽹络体系内的所有EID。可以试想⼀下，每个⼈都推荐3个身

边的朋友来消费，20个层级，将产⽣⽆⽐巨⼤的销售额，这将是世界上

强⼤的销售⽹络。因为信任，它将牢不可破；因为收益，它将轻松超过世

界上任何⼀个快销机构。 

 

　　并且由于EDE信任⽹络不可篡改的特性，每⼀个参与者都会孜孜不倦

地寻找下⼀款爆款商品，推荐给信任⽹络体系内的⽤户。这样，源源不断

地好商品，将被挖掘出来，并且，由市场主导。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销售效率⼤⼤提升，未来的电商市场，互联⽹流

量平台再也没办法肆意剥削商家与消费者，反之，EDE去中⼼化商业⽣态

主导的未来商业模式中，市场和消费者，将掌握绝对的主动权。 

 

　　同时，每个⼈都有机会通过⾃⼰努⼒建⽴起来的信任链销⽹络，源源

不断地获取收益，真正让⾃⼰实现财富⾃由。 

　　通过EDE信任⽹络，EDE⽣态将积聚⼤量的⼈⽓；同时，链商合约，

定义了未来区块链电商模式。接下来，⾃然就需要⼀套完善的流量分发体

系，让流量更有价值，让商业模式更有效率。 

 

　　EAD是⼀种去中⼼化的⼴告竞价⼴播体系，任何商家、游戏⼚商、以

及信任⽹络推⼴者都可以通过EDE钱包APP投放⼴告，精准获客。 

EAD⼴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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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竞价规则

　　１. ⼴告位 

 

　　系统⼀共提供25个⼴告位，包括1个标王⼴告位和24个常规⼴告位。 

 

　　2. 竞价规则 

 

　　参与者可以对24个常规⼴告位进⾏竞价，每个⼴告位的初始价格为

3000EDE，因此参与竞价的账户⾄少需要持有3000EDE。 

 

　　每次参与者出价是，以当前全⽹⼴告位竞价的 ⾼价格作为基数，加

价幅度不得低于10%，并且必须是整数。 

　　⼀旦出价，价格不可修改。如果竞价时间内，你的竞价被其他⽤户超

过，出价⽀付的EDE将被退还⾄账户；如果竞价时间结束，仍然没有⽤户

出价⾼于你，则竞价成功。 

 

　　如果2个或2个以上的参与者竞价相同，以EDE智能合约接受到链上交

易先后顺序确定谁是 终的⼴告主。简单来说，两个⼈同时出价， 早出

价的⼈赢得⼴告位。 

 

 

　　3. 竞价消耗的EDE直接销毁 

 

　　所有的⼴告竞价费⽤，都将由智能合约直接销毁。巨⼤的可信价值流

量将产⽣巨⼤的⼴告费⽤，⽽这些⼴告花费的EDE都将销毁，这意味着在

可预⻅的未来，EDE的使⽤需求量巨⼤，甚⾄可能出现流通量持续减少的

情况。这⾮常有利于EDE的⻓期价值增⻓，以及EDE商业⽣态的持续⽕

热。 

⼴告位全⽹⼴播

　　1. EDE钱包APP⼴告位⼀共25个，除标王⼴告位外，每个常规⼴告位

多可展示24⼩时。 

 

　　2. 已发布⼴告位是0号⼴告算起，向前取1～24个⼴告位进⾏展示，

如果有未竞价的⼴告位，则此⼴告位因⽆内容⽽不进⾏展示。 

 

　　3. 标王⼴告位：如果某⼴告位的中标价格超过了历史 ⾼价，则成为

新⼀期的标王，⼀直在标王⼴告位上展示，知道有新的标王出现，把它替

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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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的EDE（共80亿）将通过PoS挖矿机制产出，任何⼈都可以通过

投⼊EDE的⽅式来搭建节点，并根据投⼊量和节点运转时间来参与挖矿。 

　　不同EDE⽣态节点需要投⼊的初始EDE数量不同，⼀共分为3种类型： 

　　1. ⽤户需要以EOS账号为主体参与节点搭建，节点挖矿收益将释放到

搭建节点的EOS账号上。 

 

　　2. 对于单个EOS账号，每个节点类型只能搭建1个。 

节点类型

节点搭建规则

节点算⼒

节点类型 初始投⼊EDE

轻节点 ≥500

普通节点    ≥50000

主节点      ≥300000

PoS挖矿机制 　　EDE⽣态POS挖矿机制算⼒公式如下： 

 

 

　　节点算⼒系数：不同节点类型，拥有不同算⼒系数，规则如下： 

节点算⼒=投⼊EDE数量*节点算⼒系数*时间算⼒系数

节点类型 初始投⼊EDE 节点算⼒系数

轻节点 ≥500 0.9

普通节点    ≥50000 1.0

主节点      ≥300000 1.5

运转时间 时间算⼒系数

15天 1.0

60天 1.8

180天 3.0

　　时间算⼒系数：该系数因节点选择运转时间不同⽽不同，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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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平衡挖矿效率，同时增加⽣态贡献者的收益，我们增加了节点容

量的限制。不同类型的节点拥有不同的容量（质押EDE数量）限制，规则

如下： 

 

　　1. 轻节点容量限制 

　　*K的初始值为0，该节点EOS账号下所有EID的⼀级邀请⼈数每达到

10⼈，K值+1。 

 

　　2. 普通节点与主节点容量限制 

普通节点容量  =  C * 50000

轻节点容量  =  K * 500

主节点容量  =  C * 300000 

节点容量

* C=该节点EOS账号下所有已激活的EID数量

　　1. 未运转状态 

 

　　节点处于未运转状态，不产⽣收益，⽤户可以搭建节点。 

 

　　2. 正常运转状态 

节点状态

　　正常运转，根据节点算⼒，每天获得相应的EDE收益；运转期间，⽤

户可以选择调整容量、运转时间，获得更⾼的挖矿收益。 

 

　　3. 冷却中状态 

 

　　运转时间到期后，节点进⼊冷却状态，冷却时间为24⼩时；冷却结束

后，质押的EDE解禁，⽤户可以重新搭建节点。 

　　基础挖矿规则 

 

　　1. 挖矿总量：8,000,000,000EDE 

 

　　2. 挖矿速度：初始产量3,340,000EDE/天 

 

　　3. 结算时间：每天UTC 00:00（北京时间08:00） 

 

　　4. 衰减周期：挖矿产量每154周衰减5% 

 

挖矿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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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赛季 后1天的15:00计算出下1赛季的挖矿产出量

　　阶段挖矿产量 

 

　　1. 创世赛季 

 

　　EDE⽣态上线后的21天成为创世赛季，按照初始产量释放，每天产出

3340000EDE 

 

　　2. 常规赛季 

 

　　EDE⽣态上线第22天起，每周为1个常规赛季。每周产量遵循以下规

则： 

 

　　上1赛季全⽹激活EID共消耗EDE数量为M；下1赛季计划挖矿产出的

EDE数量为P。 

 

　　如果P>M，那么实际挖矿产出量为M，（P-M）部分进⼊共轭V池等

待兑换； 

 

　　如果P<M，那么实际挖矿产出量为P，（M-P）部分加⼊下⼀期的M

值。 

　　每个⽤户获得的矿分为两部分，⼀部分是算⼒挖矿所得的85%，另⼀

部分来⾄体系奖励。挖矿所得5%归属于直接上级，挖矿所得的10%将分

成20层体系奖励，每层0.5%，按照裂变体系规则进⾏分配，挖矿体系流

失将直接保留在矿池中。

挖矿裂变

　　为了促进EDE⽣态的活跃度和信任⽹络裂变速度，我们设计了⼀系列

巧妙的激励游戏。并且这些游戏相互关联，能够 ⼤程度地刺激⽣态发

展，并且带给EDE⽤户良好的游戏体验以及巨额奖励。 

 

　　创世共轭交易是EOS单向兑换EDE的交易过程，通过创世共轭，每个

参与者都能兑换过性价⽐极⾼的EDE，同时，系统合约账户也将累积到⼤

量的EOS。 

 

　　遵循去中⼼化商业模式的设计理念，将创世轭池中55%的EOS按照⼀

定的游戏规则，重新分配给参与者，进⼀步刺激⽣态裂变。分配如下： 

创世共轭之王
25%

裂变推⼴
幸运节点 10%
20%

⽣态激励

⾼效信任极度透明的去中⼼化商业⽣态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新
PART 05 ⽣态激励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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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轭之王的游戏奖励分为两部分：滚动奖池，共轭排⾏榜。 

 

滚动奖池游戏规则 

　　1. 每笔共轭交易EOS的5%实时进⼊滚动奖池 

 

　　2. 初始倒计时为1⼩时；每次有⽤户完成共轭交易，倒计时增加60秒

(倒计时 多不超过12⼩时)； 

 

创世共轭之王 　　3. 当倒计时结束时， 后⼀位参与共轭交易的⽤户，将获得全部奖

池； 

　　4. 随着游戏进⾏，参与争夺滚动奖池的共轭交易⾦额将不断升⾼，具

体规则将在钱包APP中提示； 

 

　　5. 领奖要求：EID激活、推荐⼈数不少于3⼈ 

 

　　6. 如果领奖⼈不符合条件，奖⾦将保留在奖池内 

 

　　7. 创世共轭开启后激活滚动奖池的创世共轭⻔槛随时间提⾼ 

创世共轭排⾏榜游戏规则 

 

　　1. 每笔创世共轭交易EOS的20%实时进⼊排⾏榜奖池，等待分配； 

 

⻔槛

1EOS-20EOS

30

S2赛季 40

阶段

初创阶段

S1赛季

　　可以预⻅，由于前期共轭价格较低、共轭⽐例持续衰减的原因，刚开

始共轭交易将⾮常⽕爆，这将为滚动奖池注⼊⼀笔初始奖池。同时，滚动

奖池的不断扩⼤，⼜在刺激着更多地⼈参与共轭交易，争夺⼤奖池，形成

⼀个良⼼循环，驱动EDE⽣态不断扩⼤。 



排名 奖池⽐例

1 33.33%

2

4

20.00%

8.33%

3 11.67%

需持有EDE

5,203,125 

3,121,875 

1,300,781 

1,821,094 

6

8

10

5.33%

4.00%

2.67%

7

5

9

4.67%

6.67%

3.33%

832,500 

624,375 

416,250

728,438

1,040,625 

520,313 

　　2. 在S1赛季结束时，创世共轭交易额前10名⽠分排⾏榜奖池⼀半

（剩余⼀半留作累计到下期开奖），⽠分⽐例如下（后续每个赛季开奖⼀

次）

　　3. 领奖需要持有上图所示EDE（节点内EDE也计算在内），同时EOS

账号下所有EID推荐总⼈数>=10，如果获奖者不符合领奖资格则奖⾦直接

保留在奖池内

　　这是属于⼤额交易者的福⾳，参与共轭交易越多，不仅能拿到更多的

EDE，还能获得⼀笔巨额的游戏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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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推⼴ 游戏规则 

 

　　1. 每笔共轭交易EOS的10%实时进⼊裂变奖池，每次开奖⽠分⼀半 

 

　　2. 每个赛季结束后，根据每个EOS账号下EID的裂变积分进⾏等⽐例 

　　信任⽹络的裂变，是EDE⽣态组建中的⼀个重要过程。因此，我们将

拿出10%的共轭池⽤于刺激EID的裂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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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积分越⾼，拿到的EOS也就越多！ 

 

　　3. EID裂变积分规则如下图 

　　⼤部分共轭交易中筹集到EOS，都将直接返还到⽤户⼿中。可以想

⻅，每个⼈为了拿到更多的EOS，都会拼命邀请好友激活EID。同时，激

活EID的过程⼜会消耗EDE，这⼜将反过来刺激共轭交易。 

 

　　这就是EDE卓越的游戏机制设计，环环相扣， ⼤程度刺激裂变，实

现多⽅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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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项⽬初始阶段，为了增加游戏的娱乐性、刺激节点数量增⻓，我们

设计幸运轻节点Lucy20的抽奖游戏，所有搭建并持续运转的轻节点，都有

机会参与抽奖。

幸运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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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规则 

 

　　1. 每笔共轭交易EOS的20%实时进⼊lucky20奖池，等待抽奖 

 

　　2. 每个赛季结束后，系统将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随机抽出20个轻节

点，平分奖池的⼀半 

 

　　3. 每个轻节点中的运转EDE数量每增加500，中奖概率提⾼1倍 

　　巨⼤的奖池，采⽤简单随机的抽奖机制，能够 ⼤程度地刺激⽤户质

押⼿中的EDE，搭建轻节点，这将⼤⼤限制⼆级市场的流通量，为EDE的

价值增⻓提供强有⼒的⽀持 

 

　　除了上述的3个激励游戏，EDE⽣态还将持续推出新的游戏玩法。同

时，EDE团队也欢迎有实⼒、有资源的游戏开发者加⼊我们的⽣态开放计

划，不断壮⼤⽣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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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概率根据轻节点中运转EDE数量除以全⽹轻节点运转数量获得

　　EDE⽣态的发展是⼀个有⻓远规划、分阶段⽬标执⾏的过程，整个发

展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阶段是初始⽣态搭建阶段； 

 

第⼆阶段是EDE⽣态成熟阶段； 

 

第三阶段是EDE⺠主⾃治阶段。 

⾼效信任极度透明的去中⼼化商业⽣态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新
PART 06 EDE⽣态

初始⽣态搭建阶段

　　项⽬刚刚启动，我们需要做很多市场动作，帮助这个伟⼤的梦想从

基础的⼯作开始。因此，10%的EDE将被预挖出来，以完全公开透明的⽅

式，参与早期市场运作，完成初始⽣态搭建⼯作，帮忙整个EDE⽣态快速

落地。 

 

　　初始⽣态搭建基⾦⼀共435,000,000 EDE，将按照以下规则进⾏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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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共建基⾦

宣传⽹站 43,500,000 ⽣态活动基⾦
130,500,000 

交易所
21,750,000 

⽣态领导者 106,575,000 

⻛险准备⾦ 130,500,000 

数据平台 2,175,000

　　为了项⽬的快速推⼴，让更多的⼈知道并了解EDE⽣态，我们将向全

⽹有资源、有能⼒的开发者发出邀请，有偿开发EDE⽣态的宣传⽹站，和

我们⼀起共建EDE⽣态。 

 

宣传⽹站搭建规则： 

 

　　1. 宣传⽹站搭建总奖⾦为43,500,000 EDE，每⽉发放⼀次，将在5

年内发放完毕。期间，所有符合要求的⾃建宣传⽹站都可以获得奖励。 

 

　　2.宣传⽹站搭建完成后，搭建者必须通过EDE⽣态的EAD⼴告系统进

⾏全⽹⼴播，并且在⼴告中声明⽹站地址、接受奖励的EOS钱包地址，并

且在接下来的5年中⼀直保持⽹站的正常运营，否则将⽆法获得后续奖励。 

 

　　3. 宣传⽹站没有区域和语⾔限制，但必须保证项⽬信息的完整性，任

何不符合标准的改动都将导致⽆法获得奖励。 

 

　　4. 所有符合资格的宣传⽹站将每个⽉平分奖励

EDE宣传⽹站搭建奖⾦

42,350,000

第⼀年

780,000

第⼆年

390,000

第三年

260,000

第四年

130,000

第五年

宣传⽹站搭建奖⾦

43,500,000  EDE

5年（52周*5）



　　区块链项⽬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主流交易所的驱动，我们将拿出

21,750,000 EDE作为交易所上币奖励。 

  

　　1. ⽩名单内的交易所上线交易所奖励将按照上线EDE交易的先后顺序

进⾏发放，越早上线EDE交易，获得的奖励越⾼。分配规则如下： 

　　1. ⾏情数据平台展示总奖⾦为2,175,000 EDE，将发放给⽩名单内

先上线EDE信息的数据平台。越早上线EDE信息，获得的奖励越⾼。分配

规则如下：

交易所合作上币

⾏情数据平台展示奖⾦

　　2. 交易所上币奖励流程：交易所必须在其官⽅⽹站上发布EDE上线交

易公告，同时通过EAD⼴告系统发布上线公告，并且在⼴告中声明交易所

的公告链接、接受奖励的EOS钱包地址。 

 

　　3. 交易所上线EDE交易的⼀周内，EDE团队会验证EDE是否能正常交

易。验证通过后，EDE团队将向该交易所接受奖励的EOS钱包地址发放

EDE奖励，并在EAD⼴告系统中公布转账记录。 

1,699,218  

3,398,437  

⾸家上币交易所

交易所上币合作奖励

21,750,000     EDE
91家

6,796,875  

10家*679,688  

5,097,656  

10家*509,766  10家*339,844  

1,359,375  

10家*135,938  

3,398,435  

50家*67,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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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的发展，离不开项⽬推⼴者的努⼒，尤其是有影响⼒的⽣态领导

者。我们将向全⽹社群资源的⽣态领导者发起邀请，和我们⼀起携⼿共建

EDE⽣态。 

⽣态领导者奖励

　　2. ⾏情数据平台上线奖励流程：数据平台必须在其官⽅⽹站上发布

EDE上线公告，同时通过EAD⼴告系统发布上线公告，并且在⼴告中声明

数据平台的公告链接、接受奖励的EOS钱包地址。 

 

　　3. ⾏情数据平台上线EDE信息的⼀周内，EDE团队会验证EDE是否能

正常展示。验证通过后，EDE团队将向该数据平台接受奖励的EOS钱包地

址发放EDE奖励，并在EAD⼴告系统中公布转账记录。 

870,000 

10家*87,000 

652,500 

10家*65,250 

348,000 

10家*34,800 

304,500 

20家*15,225 

数据平台奖⾦

2,175,000    EDE

50家



　　106,575,000 EDE将⽤于⽣态领导者奖励，奖励规则如下： 

 

　　1. ⽣态领导者定义：创建300⼈以上社群，并且其EID直接邀请激活

50个以上EID。 

 

　　2. ⽣态领导者完成以上条件后，需要通过EAD⼴告系统进⾏全⽹⼴

播，并且在⼴告中声明社群加⼊⽅式、完成邀请任务的EID、以及接受奖励

的地址。 

 

　　3. 所有符合审核标准的⽣态领导者，都可以获得5000EDE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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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准备的项⽬才能⾛得更⻓远，考虑到⼀些潜在的⻛险，我们决定留

出130,500,000 EDE作为⻛险准备⾦。准备⾦账户将公开给⽤户，如果

出现突发情况需要使⽤⻛险准备⾦时，我们将通过EAD⼴告系统进⾏全⽹

⼴播，将使⽤场景、使⽤记录同步给社区⽤户。 

　　区块链的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有新的项⽬、新的创意产⽣。因

此，我们决定留出130,500,000 EDE作为⽣态活动基⾦，动态调整运

营、商务计划，根据需要不定期做出刺激⽣态发展活动，让项⽬的推进保

持较⾼的灵活性。⽣态活动基⾦的使⽤计划、使⽤记录，都将通过EAD⼴

告系统进⾏全⽹⼴播。

⻛险准备⾦

⽣态活动基⾦

　　EDE⽣态有着⻓远的规划和⽬标，我们希望通过区块链技术以及去中

⼼化商业模式的理念，构建⼀个真正属于⽤户本身的未来商业模式。这需

要我们所有⼈的努⼒，从⼀点⼀滴开始积累、裂变， 终达成梦想。 

根据我们的预期，以下⼏个条件的满⾜，意味着EDE⽣态正式步⼊成熟阶

段。 

 

　　1. EDE⽣态中EID⽤户数达到5亿 

 

　　任何⽣态的基础都是⽤户数，⽤户数在很⼤程度上决定了⽣态的价

值。⽬前国际上主流的⽣态平台，如Facebook、Wechat，⽤户数都达到

EDE⽣态成熟阶段



了10亿级别，有着全球化的影响。依托EDE信任⽹络的⼒量，以及奖励活

动的刺激，我们预计，EDE⽣态有望突破5亿EID。这是⼀个极⼤的⾥程

碑，意味着EDE⽣态将具备全球影响⼒，可以为去中⼼化商业模式提供强

⼤的⽀持。 

 

　　2. EDE链商合约接⼊10万家商户 

 

　　商业的繁荣， 终还是体现在交易数量上，⽽ 直观的反应，就是商

户数量。⽬前世界上主流的电⼦商务平台，真正活跃的核⼼商家数量也就

数万名。我们相信，基于EDE⽣态庞⼤的⽤户基础，以及牢不可破的信任

链销机制，EDE⽣态将轻松超过所有电⼦商务平台，吸引10万+的商户⼊

驻。这将为整个EDE⽣态带来不可估量的现⾦流，⽆数参与者将通过链商

合约，实现财富⾃由之路。 

 

　　3. EDE⽣态上线1000款游戏DAPP 

 

　　去中⼼化游戏是区块链的⼀个重要细分领域，也是EDE⽣态重点关注

领域。我们计划在创世共轭结束后开始游戏⽣态的开发， 终将⽣态开放

给所有有能⼒的游戏开发者，⼤家共同创建去中⼼化游戏⽣态，并且结合

信任链销机制，让游戏流⽔体现到每⼀个EID的收益中，实现全⺠游戏推⼴

⽣态。届时，优秀的游戏玩家将不再通过传统的流量渠道投放⼴告，⽽是

通过EDE⽣态实现多⽅共赢。 

 

　　4. EDE⽣态节点数超过5万 

 

　　⽣态的节点数量在⼀定程度上反映了⽣态的健康程度，节点数越多，

意味着⽹络越稳定。我们相信，随着项⽬的持续发展与进步，越来越多的

参与者将坚定EDE的去中⼼化商业模式信念，通过运营节点，来参与社区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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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链 核⼼的精神还是去中⼼化，代码即法律，⺠主⾃治，就像区

块链领路⼈中本聪先⽣设想的那样。因此，我们希望创造⼀个没有中⼼、

没有集权、甚⾄没有议会的⺠主⽣态。所有的⼀切，都是通过全⺠参与来

决定，让⽣态发展成为社区希望的那样，⽽不再是某个⼈，或者某个团队

的意愿。 

 

　　在EDE⽣态成熟阶段，EDE团队将着重开发投票决策系统，以及⼀系

列基础设施建设，并逐步退出领导⻆⾊，还政于社区。让EDE持有者，通

过⼿中的token，来表达⾃⼰的诉求，让每⼀次的业务，都成为⼀次重⼤的

讨论，让⽣态在讨论中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真正实现去中⼼化商业的愿

景，让互联⽹世界中集权式的平台停⽌剥削，让商业利益更加存粹，实现

终极⾃由！ 

 

　　这是⼀条⾰命之路，也许漫⻓，但未来可期；也许坎坷，但不可阻

挡。希望我们⼀起，为去中⼼化商业梦想努⼒，为EDE⽣态建设献计献

策，让世界上每⼀个⼈都看到裂变的⼒量，感受共识的强⼤。 

EDE⺠主⾃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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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信任极度透明的去中⼼化商业⽣态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新
PART 07 项⽬时间表

2018年7⽉  去中⼼化商业模式委员会成⽴

2018年8⽉  去中⼼化商业模式发展路径规划草案通过

2018年9⽉  去中⼼化⽣态设计初步完成

2018年12⽉  区块链底层技术架构完成

2019年2⽉ 去中⼼化体系货币⽹络⽅案通过

2019年3⽉  正式命名为Eos Decentralized Ecosystem

2019年5⽉  EDE⽣态项⽬⽅案通过

2019年7⽉  EDE⽣态上线，创世共轭正式启动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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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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