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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swap，Curve，Compound，
AAVE等等已帮助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全
世界的人进行了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借
贷，无需KYC，只需使用metamask或
其他ETH钱包登录即可。

为了所有的客户都有访问权
限，CoinFLEX不断在技术上突破， 即
使你是美国人，只要连接加密账户，将
资金存入不受CoinFLEX或任何单方监
管的智能合约中，并以DEX形式的托管
和清算体系交易CEX形式的永续，现货
和期货。

第一节

去中心化托管
=开放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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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 的优势

DeFi的功能是可以在自己的钱包内进行交易，由于
在交易对手风险对算法而非人为风险的场所进行交
易，那么，交易时无需担心任何事件会影响交易及
借贷。 

这些是DeFi的优势， 立即连接立刻开始，这是对
人类交易对手风险的优化，当然，有利就有弊。 缺
点是智能合约风险，另外，与中心化的数据库相
比，每次交易的手续费以及上链的速度也相对较
慢。

中心化式撮合，去中心化式清算及托
管

CoinFLEX处于构建去中心化清算和托管设置的最
后阶段，用户可以使用Metamask或任何基于ETH
地址的加密钱包进行注册，并在CoinFLEX.com上
进行交易现货，永续和季度期货，操作简单快速。

假如企业拥有用户资金的
所有支配权，那麼任何事
情都有可能发生。

目前中心化交易所存在的问题
（CEXes）

KYC流程
减慢了注册流程，进而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交易活动。

交易对手风险
用户可能会面临交易所丢失资金的风
险。.

关闭帐户
美国用户无法访问相关的大型交
易所，选择小的交易所可能担
心帐户关闭，冻结帐户以及可能
（临时或永久）失去资金访问权
限，这都与美国的法律相关。

骇客入侵

高风险投资
私自挪用用户资金，将其投放于
高风险投资产品

破产
涉嫌欺诈甚至破产

一些组织机构如FinCEN和FATF等涉及业务都
可以完全操控用户资金，这就存在可能的安全
隐患，原因在于交易所和其他加密货币企业都
有过以下黑天鹅事件。



5

中心化式撮合，去中心化式清算及
托管

CoinFLEX处于构建去中心化清算
和托管设置的最后阶段，用户可
以使用Metamask或任何基于ETH
地址的加密钱包进行注册，并在
CoinFLEX.com上进行交易现货，
永续和季度期货，操作简单快速。

这包括美国等司法管辖区的用户，这些用户因为
法规原因一直不被加密衍生行业接受。 

交易仍将基于订单簿，并且仍将在由CoinFLEX
控制的云服务器上撮合交易。不同之处在于，用
户的余额和取款将不再被平台所控制，我们将创
建一个多重签名网络，在该网络中，所有改变余
额的用户操作均在SGX区域内私下传递给其他
各方，这些各方独立地验证每笔余额、清算、提
款、存款、交易和保证金变动。更好的是，他们
使用零知识证明实现了这点，这意味着－在验证
数据确保准确性的同时，还保留了用户数据的完
整性和私密性。这点很重要，因为此用户数据包
含仓位和保证金余额，可用于计算用户的确切清
算价格，并且如果验证者之一不正确地使用了数
据，则会引起问题。第三方将提供零知识验证技
术和SGX飞地设置供验证者使用。 Fireblocks为
验证者提供了一种签名技术，可以对发送的交易
进行签名，然后进行验证。

最终结果 

由于平台不再持有用户资金，就不可能窃取用户
资金或非法挪用，用户和监管者都可以安心。 
CoinFLEX提供集中式的订单簿和一个分散的清
算/托管网络，该网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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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CoinFLEX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改变系
统结构以降低用户风险，减少平台对用户控制。 
与CoinFLEX业务的某些部分相关的一些不同领
域：

期货交易/ CFTC

大多数司法管辖区都承认，国际注册业务（在我
们的情况下为塞舌尔群岛）可以通过遵守注册成
立国的法律来促进金融活动，而无需在每个国家/
地区进行监管。美国是根据居留权进行管理的，
因此任何有意将美国居民作为客户的交易所都可
能会被视为遵守CFTC关于期货的规定，并被视
为“ DCO”。

但是，对于实物交割的期货，如果合约在28天内
進行“实物交割”，则CFTC对此要求作了明确且
重要的豁免。相关内容简洁的帖子可以在这里找
到。这种豁免的最终结果是，CoinFLEX可以向
位于美国的客户提供期货交易服务，而无需获得
DCO的许可，因为总部位于美国的用户将有义务
在28天内交割合约，否则将被平仓。 CoinFLEX
是唯一提供实物交割期货的非美国交易所，并列
出了符合CFTC对“实物交割”定义的可交割的永
续和季度期货。

托管/ MSB / VASP

FinCEN“ MSB”和FATF“ VASP”分类均适用于客
户资金托管的企业。 这些术语围绕“独立控制”，“
托管钱包”和“接受和转移资金”，都是用于描述这
些业务，但FinCEN最终还是对“MSB”的定义发表
了几页文件和澄清声明。为其39个成员国提供建议
的国际组织FATF对其所谓的“VASP”(虚拟资产服
务提供商)有类似的定义。 

本票代币/期票代币

本票代币，flexUSD和noteUSD都是期票的形式。 
本票在法律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1800年代甚至
被认为本票就是金钱，行会中的商人会使用它们进
行交易。 美国，英国，香港，新加坡和许多其他
市场在其金融法律中有明确的措词，只要期票的期
限少于9个月，便可以将期票视为证券。

我们是如何做到
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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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nFLEX会成为滋生洗钱者的平台
吗？

不会。平台使用链分析等区块链分析工具来检测
资金是否来自非法用户。 平台的独立验证者网络
将可以访问该数据，并且能够独立于验证其最终
数据。 

平台仍将以这种方式提供的资金提交SAR（可疑
活动报告），并冻结与暗网市场有关的资金。 平
台仍将阻止一些IP受制裁的国家（例如伊朗，朝
鲜等）与CoinFLEX进行资金来往。与此同时，
平台会一直乐于接受监管机构的反馈和沟通。

如果监管机构更改有关MSB和VASP
的政策，该怎么办？

通常政策变更和监管不是瞬间发生的，监管机构
会在实施变更之前搜集行业反馈。 平台非常欢迎
用户积极提供反馈，并随时了解政策变化，避免
成为监管机构的眼中钉（持有客户资金的加密货
币企业），因此平台关闭了特定市场并限制访问
权限，尽管这不是首选方法，因为加密技术是要
增加访问权限。 

我们最终寻求尽可能分散业务，以使其成为社区
和网络主导的业务，而不是单一的。 这是加密货
币能够成长为世界货币和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产
品金融生态系统的唯一途径。



第二节

     为什么会选择
smartBCH

https://smartbch.org/
https://bitcoincash.org/
https://bitcoincash.org/
https://bitcoincas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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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smartBCH是智能合约的未来
历经三年，smartBCH正式登场。 smartBCH的核
心就是放在目前加密货币最活跃和最重要的使用形
式：DeFi和智能合约。 

SmartBCH站在BTC、BCH、ETH的基础上，
在技术上取得根本性进步，特别是利用硬件固有
的并行性和硬件发展方向。简单地说，平台坚信
smartBCH是近年来加密货币领域最重要的创新。
 
当了解smartBCH，你会发现智能合约链
smartBCH将ETH的所有优点(所有ETH应用程序都
可以在smartBCH上运行)与BCH的dSHA256计算
网络(世界上最强大的计算机网络)结合起来。 

smartBCH来自围绕智能机器级硬件的知识体系，
并解构了ETH智能合约执行的每个组件的基本成
本，发现最大的可扩展性成本在于以太坊的单线程
方法，这意味着ETH智能合约一次只能进行一次计
算。 与此不同的是，smartBCH使用“并行处理”的
方法，使为网络供电的节点能够利用近年来计算机
硬件的最大趋势：多线程处理。 

第二个优点是smartBCH完全基于工作量证明，同
时保留了基于更快/基于赌注的投票系统的速度优
势。 简而言之，它使用PoS技术，但会根据用户在
主要BCH链上的哈希率分配投票权，这样大型PoW
矿工将有权成为大型PoS区块生产者。 在保持高度
可扩展的系统的同时，这仍然是PoW的民主方法。

最终结果是区块链的费用远低于ETH和BSC(美分
或几分之一美分)，6秒的区块时间和基于工作证明
的真正去中心化。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许多低
费用的ETH替代品(如Solana和BSC)都是高度集中
的，要么所有节点都运行在同一组云集群上，要么
有一个节点选择标准，让现有的POS节点处于系统
的控制之下。

DeFi在以太坊上的增长造就了USDC，同样，作为
加密货币中唯一的收益稳定币，并且是smartBCH
开发者社区的一部分，我们相信，flexUSD将显著
增长，成为smartBCH和其他链上最大的稳定币。

概述
• 一个比以太坊更可扩展的智能合约链

• 在世界上最强大的计算机网络上且由 
   工作证明(Proof of Work)保护

•与所有ETH DApps 100%兼容

• flexUSD成为链上主要的稳定币   
  stablecoin

smartBCH的优势

工作证明
共识节点根据使用 dSHA256 网
络 (BTC/BCH)的BCH中的哈希
功率获得投票权。

可扩展性
步骤改为使用“強制捆綁並行”，
使以太坊的单线程执行转变为多
线程执行和共识。

兼容性
兼容ETH网路，所有在以太坊上
编写的应用程序和合约都可以在
smartBCH上运行，以保持以太
坊上运行去中心化应用程序的丰
富代码。

https://bitcoincash.org/
https://bitcoincash.org/


第三节

AMM+，FLEXDAO,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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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核心

自CoinFLEX创建以来，平台坚持实事求是，追求
真理，在未来的1年、5年、10年甚至20年亦是如
此，为了构建加密金融体系，平台坚守以下几个核
心:

被动资本与主动资本

许多加密货币初创公司和构建者将加密领域划分
为“散户”和“专业”。这些初创公司认为“散户”基本
上就是那些在交易中不断赔钱的人，而专业人士则
是在市场上频繁交易的天才，他们通常会“冲洗”散
户的钱。然而，CoinFLEX却不这么认为。

我们将市场分为被动资本和主动资本。被动资本指
的是玩家希望建立一个投资组合，但不需长期盯
盘，而专注于自己其他的事情(如研究、日常工作
等)。被动资本可以是个人投资者或十亿美元的基
金，但它指的是那些不每天在市场上进行算法交易
的人。主动资本是需要实际动手的操作，可以是高
频交易、做市或任何一种不断变化并依赖手动操作
性的策略。

flexUSD就是一个例子，基差交易(买入现货，卖出
等量的永久期货以赚取资金费用)通常是利用活跃
资本进行的高利润交易。CoinFLEX将同一交易代
币化为可赎回的稳定币，使被动资本能够参与该交
易。最终结果是，在过去6个月(自flexUSD推出以
来)，CoinFLEX一直拥有所有加密货币交易所中最
低的资金费用。 

AMM+和我们计划推出的其他产品将是类似的，因
为它们使被动参与者也能够参与以前只有主动参与
者才可以使用的交易策略。结果应该会出现最紧密
的价差、最深的流动性，以及为积极参与的交易机
构提供了大量的套利机会。当这些产品的资产规模
进一步扩大时，平台将成为最大、最活跃的加密货
币交易所。

被动资本可以采取与主动资本相同的赚钱策略，
同时亦能给那些主动参与者提供套利机会。

任何充满持续套利和赚钱机会的市场，都会吸引
一大批活跃的参与者。

市场的流动性永远没有“最高”，只有“越高越
好”。越紧密的价格区间、越低资金费率和越多
高效资本对终端用户来说永远是更好的。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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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 

CoinFLEX 将自动造市（AMM）带到了订单簿和期
货交易中。

Uniswap和其他DeFi交易所率先提出了AMM的概
念，该概念使被动资本能够进入买卖资产的空间，
并从价格差异和市场波动中获利。

CoinFLEX采用了此概念并将其应用于永续期货市
场。用户可以在CoinFLEX选择他们想要使用的资
产，以及流动性的范围，并将其资金部署到自动做
市策略中，最终实现了做市自主化，可以使更广泛
的用户群体和资金池从市场价格动荡和交易所的吃
单者中获得收益。

FLEXDAO
 
FLEX的另一个进程是创建DAO，我们称其为
FLEXDAO。 FLEXDAO会于smartBCH上运行，
并用以治理DEX.cash（所有资产的smartBCH 
DEX）和Notes.Finance（用于贷款产品的DEX）
。以后，FLEXDAO将支配CoinFLEX生态系统中的
所有产品。

FLEXDAO时间锁

用户将拥有一套与Curve.Fi的DAO模式类似的时间
偏好设置选项，时间跨度从2周到4年不等。所有锁
仓的LP代币可以随时提走，但FLEX只会在您设置
好的到期日进行解锁。 锁定FLEX的时间越长，获
得投票代币（veFLEX）越多。

FLEXDAO计量表

代币通货膨胀的目的是激励特定行为，例如将
BTC / USD Perp LP代币放到CoinFLEX或FLEX 
/ USDC Uniswap代币上。这些行为有助于FLEX
生态系统的成长，因此应该给予FLEX奖励。多少
FLEX？这个问题是主观的，世事难料。某些行为
可能被证明对CoinFLEX极为有价值，而另一些行
为可能被证明价值较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会
第一天就知道，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知道。

AMM+优于Uniswap的优势

衍生品交易
（永续期货）的交易量大大高于
现货DEX的交易量

杠杆=资本效率
AMM+用户和交易者对手都可以用
杠杆

较低的吃单费用
(0.04％对0.30％) 引来更多的机会
与自动做市商进行交易

因此，我们设计了一种FLEXDAO计量表，类似于
Curve DAO的计量表，该计量表允许每个LP代币
和质押都获得可配置的FLEX奖励百分比（包括通
货膨胀与收益相关的FLEX奖励）。 

veFLEX余额将决定量表中奖励的百分比，因此，
如果FLEX社群认识到特定行动的价值比预期值
高/低，则它们可以随时间增加/减少量表百分
比。

FLEXDAO治理進程

从历史数据来看，CoinFLEX是使用“大教堂模型“
（链接）构建的，其中版本之间，内部产品管理
讨论和路线图之间是相对私密的。 我们将迁移到“
集市模型“，其目的是公开所有产品管理讨论和路
线图，使社区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内部流程，并使
我们的团队更直接地与广大公众联系。 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将使FLEXDAO能够更积极地参与整个
CoinFLEX生态系统的治理。

内部Slack 聊天

内部路线图

内部会议和产品经理
更新

公众Discord

公开路线图

定期治理会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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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经济的变化

为了FLEX持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平台不会轻易改
变FLEX经济。

现在，平台用公司利润的20％去销毁FLEX。 不利
的一面是，在我们的支出超过收入的时期，就像经
常成长的初创公司那样，FLEX持有者看不到销毁
的迹象。 我们将其更改为20％的利润+ 20％的收
入将被销毁（50％）并作为质押奖励（50％）支付
给DAO，以保持DAO的长期激励。

营销与分销

一直以来，CoinFLEX的最大问题是营销。 尽管我
们乐观地认为，提高在美国的交易量以及直接在交
易所上进行的智能合约交易会有所帮助，但仅此还
不够。 

矿池
smartBCH在加密世界中占有非常大的优势，其中
一大优势是由于它是建立在BCH强大的dSHA256
矿工的工作证明网络之上的。 BTC / BCH / BSV
矿工由于花了大概1亿多美金集体购买仅能开采对应
BTC / BCH / BSV的芯片。如今的矿池为各个矿
工提供了一种相对简单的服务：将您的机器插入其
矿池软件中，他们将向您支付开采的比特币的合理
百分比，再减去一定费用。一旦您获得了比特币，
这种合作关系通常就结束了，并且采矿池不再有任
何产品可以向上销售给这些矿工。

CoinFLEX的所有质押产品（上述每个LP代币）
都可以轻松地作为“挖矿即服务“产品提供给这些
矿工，以提供给他们的客户。 “拥有BTC利润的
自动挖矿“可以成为矿池提供的服务。这里的优势
是，dSHA256的矿工和矿池具有巨大的诱因希望
smartBCH成功：他们在smartBCH网络上获得了
全部费用的50％，并且他们看好所有dSHA256代
币的未来市值。因此，如果smartBCH成为下一个
ETH或BSC，它们将会做得非常好。加上这些“挖
矿即服务“产品，矿工将可能获得高收益，矿池可
以轻松地从服务中收取高利润，而运营矿池的费用
要低得多。

新模式

购买及销毁

支付予FLEXDAO质押者

总共

旧模式
在FLEX中购买和销毁利润的20％。

利润

10%

10%

20%

10%

10%

20%

利润

第三方结合
去中心化保管和清算最大好处之一是，任何作为“
无托管钱包“的应用程序都将能够构建插件，用户
可以直接从该应用程序中交易CoinFLEX永续合
约。这意味着Bitcoin.com，Dharma，Metam-
ask，Exodus，BRD，Trustwallet等将能够直接
在其钱包中构建即插即用的CoinFLEX期货交易功
能。CoinFLEX目前正在与其中一些公司洽谈，并
认为未来，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开拓市场的优势。
同样，这些第三方无需注册也可以轻松地结合我
们的系统以质押到各种LP代币中。

CoinFLEX上的智能合约交易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使用Yearn Vaults交易、质押
LP的DeFi世界。使用KeeperDAO，您可以通过
智能合约快速借贷，获得链上套利机会。这是智
能合约衍生品的新模式的延伸。 

Yearn可以创建基差交易策略作为保险库。我们
可以看到Yearn保险库执行紧密、自动调整的
Uniswap V3 LP策略，以对冲CoinFLEX的可交割
期货市场中的Delta 敞口。当衍生品交易仅限于人
工操作时，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智能
合约可以进入衍生品市场时，仿佛打开一个充满
机遇的世界， CoinFLEX将作为首个开创者，引
领行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