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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令牌市场正在迅速增长。随着它的增长，被用于资助项目的闭环代币变得越来

越不统一。在超过一千种不同的令牌当中，有许多只在于单个应用程序内起作

用。这导致复杂性增加，并且进一步增加了加密货币采用的难度。 

EQL生态系统通过由EQL团队构建的互联应用程序网络统一了零碎的令牌市场
，并激励社区开发人员利用种子提供基金

EQL旨在通过简单并易用的EQL令牌以提供一套能促进和简化大众采用加密货
币的产品。

EQL产品最初将由团队建立，制定产品标准，品牌和专注的愿景，以创造易于
使用的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将利用区块链技术以提供大规模采用。

EQL希望种子提供基金能使社群开发者建立使用EQL令牌的优质服务。围绕
EQL令牌构建的服务可为开发人员提供收入来源，同时进一步增强令牌和现有
EQL产品的内在价值。



社会思潮

EQL是一个以社群为重点的加密货币，不仅仅是EQL社群，而是整个不断演变
中的加密货币社群。我们的使命是建立货币，社群和产品生态系统以降低新采

用者的难度和学习曲线，从而轻松使用分散区块链技术。 



EQL令牌

EQUAL令牌将成为所有EQL产品和服务的核心。 

EQL令牌独特的烧毁令牌增值功能（简称DTB）能奖励EQL令牌持有者。EQL
令牌也将由EQL团队或第三方开发人员进一步开发未来的服务和产品。开发人
员通过EQL令牌增加收入的方方式可能是通过服务费，会员月费或普遍的付款
方式。

EQL令牌有什么功能？

• 

• 

• 

• 

.

成为所有EQL产品和服务的官方付款方式。

为EQL生态系统创建的未来服务减少费用

通过减少供应为EQL令牌持有者提供稳定与可靠的长期增长

（如有合适的产品主张，团队可以对合同方法进行更新）



空投

EQUAL的名称来至于项目选择免费分配的方法。七千多名用户参与了分两个阶
段进行的空投。

我们相信这是分发EQL令牌最透明的方式。EQL令牌的价值不会通过ICO价格
设定。在EQL生态系统中开发的产品价值将决定令牌的价值。

燃烧令牌供应有一些有趣的好处。这些好处包括提高投资者的盈利能力和应对

市场通胀。

• 

• 

EQL目前拥有1％或最多250EQL的燃烧费用。我们称之为烧毁令牌增值功能（

DTB）。DTB的目的是稳定货币并为通胀提供稳定的增长。降低EQL的循环供应

以创造更高的需求。随着令牌被烧毁，EQL令牌持有者拥有的百分比将逐渐增加。

EQL的燃烧率和费用结构将保持不变，直到社群决定调整费用。

烧毁令牌增值功能



燃烧费示例

EQUAL的燃烧费为总转帐金额的1％。最高燃烧费为250 EQL。这使得小额转账的费

用合理。因为即使您仅发送一个EQL，您也不会支付超过总转帐费用的1％。另一方面

，最高限额确保大额转账不会变得太昂贵。

费用示例（少于25,000 EQL的小额转账）
转会小于25,000 EQL，燃烧费：1％

詹姆斯希望发送100个EQL给杰西卡。他总共有200个EQL

转移：100 EQL
燃烧费：1 EQL
总余额要求：101 EQL
剩余余额：99 EQL

费用示例（大于25,000 EQL的大额转账）
转让超过25,000 EQL，燃烧费：250

杰西卡希望发送劳伦41,000 EQL，她的总余额为100,000 EQL

转帐：41,000 EQL
燃烧费：250 EQL
总余额要求：41,250 EQL
剩余余额：58,750 EQL

 



基础技术

以太坊区块链令牌

EQL是建立在以太坊网络上的ERC-20令牌。它受益于以前由以太坊社群开发
的区块链基础设施和智能合约功能。不幸的是，转让代币需要费用。这意味着

我们需要使用以太坊来转移EQL。

可调整的智能合约

EQL令牌可制造新的合约方法以增添未来功能。这使EQL实现了多平台的定位
。因为它可以不断为社群扩展用途。

Web3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EQL钱包能让用户提供轻松管理加密资产，同时通过Web3 API轻松集成到分
散式应用程序（简称DAPP）和分散式交易（简称DEX）中。我们相信未来的
交易所将转变成分散化。我们希望EQL网络扩展器能使简化此转变。EQL平台
或网络不存储用户信息或私人数据。



生态系统

EQL生态系统旨在为入门级用户提供可靠的服务套件。从我们目前积极开发的
核心EQL钱包，到未来提议的服务，如EQL DEX，加密投资平台和大量通过
EQL种子提供的项目。创建由单个多平台令牌（EQL）支持的服务集成网络，
可以让设计，社群和令牌可用性受益。

• 

• 

对与奖励长期投资，早期拥有EQL的投资者将享受到总体供应递减的好处。这是因

为那些为了短期投机而交易EQL的投资者有助于减少流通供应。

EQL的价格下跌将导致交易规模增加。这将会增加每笔交易燃烧的EQL数量，从

而导致更快的燃烧速度。理论上来讲，流通供应的减少会导致市场需求增加，从中

增加令牌的价格。

经济



社群

“团队与社群共同崛起”

EQL是一个由社群推动的项目。从免费的空投和赏金驱动的创意比赛，到每周
的社群挑战和种子提供阶段。以教育，娱乐和营造温馨宜人的氛围，让社群分

享和发表意见。

社群是我们建立，推广和设想的基础。我们希望激发团队与社区的创造力。我

们在构建产品和理念时的不变目标旨在为我们的EQL与加密社群教育EQL如何
改善私密货币的其许多缺点。

加密货币已经证明，权力是真正掌握在平民百姓的手中，并且EQL社群有机会
取得领先地位。



赏金 / 营销 / 比赛

由于EQL是一个社群驱动的项目，我们制定了预算来奖励忠诚以及为项目增值
的追随者。我们已经制定了社群赏金的两年计划，为了向社群证明，EQL作为
一个团队与项目将努力继续向未来发展。赏金将似于其他代币的赏金活动，例

如社交媒体和签名活动。我们还会通过交易所投票活动以在更多的交易所上市

。

自成立以来，我们已经证明EQL志在于创新和优化。我们将创造令人兴奋和创
新的奖励，以不断满足我们的社群。我们的目标是将我们的奖励与产品和服务

发布联系在一起。我们将继续推出我们的计划，以便EQL成为大众采用的网络
。

我们的目标是教育我们的社群，然后让我们的社群有能力教育更广泛的加密社

群。 



1. 赏金活动v1.0

奖励活动的首次发布旨在索取社群反馈以改进之后的活动。我们更新后的活

动将与EQL第一个产品的发布一致。

（版本一和版本二之间可能根据社群的建议而改进。）

现有赏金：

 • 
•
•
• 

Bitcointalk公告帖 / 赏金翻译

社交媒体

杂项比赛

交易所投票

2. 赏金活动v2.0

在第二次赏金活动中，我们的社群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体（例如视频和博客）

宣传EQL以获得赏金。我们也会根据v1.0社群意见改进格式，要求和结构，
以提供更精简的社交媒体奖励活动。

可能推出的赏金：

 
• 
•
•
•
•
• 

EQL钱包和令牌视频评论

EQL钱包和令牌博客评论

签名活动

改进社交媒体活动

比赛

交易所投票



3. 程序错误赏金

我们致力于为社群提供高质量和易于使用的产品 。对于能够发现任何安全
漏洞的第三方开发人员，我们将会提供大量的程序错误赏金。赏金的大小将

基于发现错误的严重性，并且必须包含可行的解决方案。

 

4. 赏金预算

EQL将进行八项赏金活动，并将在两年内为社群分配总计4,000万令牌。我
们的目标是与社群共同成长。赏金活动V1.0预算为1200万EQL.。我们将在
接下来的每个赏金活动前两周发布赏金预算。

两年计划总预算

4000万EQL
赏金活动v1.0 = 1200万EQL

 

 



未来发展

EQL和EQL网络令牌支持的所有产品旨在易用使性，以进一步推动加密技术和
区块链技术的采用。EQL钱包将成为我们首个展示高质量加密应用程序愿景的
产品。



网络钱包

EQL钱包将为存储，发送和接收任何ERC-20令牌提供最简单的解决方案。
EQL旨在消除其他钱包的复杂性，进一步允许大量采用加密资产管理和转移。

EQL钱包目前正在为谷歌 Chrome开发，并可通过Chrome网上应用店下载。
这是为了利用DAPP和DEX web3的集成。开发EQL iOS和Android钱包将在
Chrome扩展发布后不久开始。

在测试期间，指定的社群成员将能够测试钱包的功能，并提供建议和改进。程

序错误赏金活动也将在测试期间推出，以激励开发人员举报.钱包代码中的漏洞
。

我们正在构建强大的MetaMask开放源代码项目。我们相信EQL钱包将通过许
多附加功能和用户界面/体验改进以实现主流采用。

• 
•
•
•
•
• 

一些现有网络钱包的问题:

无法发送ERC-20令牌

ERC-20令牌的选择有限

需要第三方应用程序以发送令牌

Gas配置混乱以导致转移资金的困难

需要亲手计算EQL燃烧费

界面混乱（缺乏用户界面/体验）



1. 钱包功能

EQL钱包将是所有令牌管理的解决方案。EQL电子钱包是通过安全批准方
式以向任何DEX存入和取出令牌。(通过EQL钱包登录到交易所将确保用户
不必输入私钥，钱包密码或将UTC文件上传到被黑客侵略的网站)

• 
•
•
•
•
• 

• 
• 
• 

发送以太网或任何令牌

接收以太网和任何ERC-20令牌

钱包将计算EQL的烧钱费用以简化交易费用使用（DTB）

WEB3 API支持，使开发人员能够轻松与EQL进行通信

钱包允许与未来的DAPP和DEX无缝集成

简单易用的用户界面使所有用户都可以轻松采用EQL钱包

Web3允许EQL钱包无缝连接分散交易，以简化存取EQL到任何DEX的经验

自动计算EQL燃烧费以让新的用户轻易的发送和接收EQL，无需任何计算。

直接从EQL钱包发送任何ERC20令牌，无需第三方服务如MyEtherWallet

EQL钱包将展示其他EQL产品或服务应达到的标准 - 易用性，良好的设计和
允许主流采用加密服务。

 



未来的钱包发展

1. 添加受欢迎的加密货币

创建一个全功能的加密钱包将需要以太坊网络之外其他区块链货币的支持。

添加其他流行货币，诸如比特币，莱特币和Neo将成为EQL钱包未来更新
的焦点。

继我们的网络钱包成功推出后，我们将开发Android和iOS应用。

 

2. 激励股权(IFS)

EQL团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实施IFS。IFS是奖励EQL令牌持有者并促进钱
包采用的一种方法。用户将收到免费EQL，相对于其在EQL池中的百分比
股份。用户接收到的EQL取决于网络上特定时段的交易量。

 

 

路线图



测试DTB和IFS的模式

EQL计划试用DTB与IFS的模式。

DTB保证所有持有者将获得相同比例的令牌。IFS奖励有资金投入大量EQL的
持有以获得更大的奖金。

我们认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找到平衡可以为空投持有者（早期采用者）获得长

期稳定收益，并为新购买者提供激励。

结合IFS和DTB将有助于在使用EQL电子钱包时进行EQL股权分配。这将提供
每周至每两周的IFS奖励，同时导致循环供应的价值增加。

IFS与DTB结合模型将在以太坊测试网上进行几个月的测试，以确认稳定性与
价值。EQL将是第一个试图集成两种模型的递减供应令牌。在这试用期间，团
队可能调整以下的参数：

• 
•
•
•

最低金额

最短期限

分发股份的时间

DTB/IFS费用百分比

我们将DTB/IFS模型集成到EQL令牌之前对模型进行广泛的测试。



种子提供 / 合伙

种子提供

种子供应阶段将鼓励社群开发者构建由EQL令牌支持的加密产品和服务。

通过种子供应阶段构建和资助的产品必需使用EQL令牌 （比如将令牌当作费用
，官方购买货币，会员费用等等。这将为开发人员提供收入来源，并进一步推

动EQL令牌和相关服务的采用和实用性。

设定项目标准

EQL团队将制定项目开发标准，希望通过开发官方EQL钱包和其他内部服务和
产品，使社群开发者从中得到启发。

通过种子供应阶段获得资助的项目应侧重于优化与简化采用加密货币的产品和

服务。他们必须非常重视用户界面/体验，利用EQL团队创建的品牌和设计元素
，在表演和视觉吸引力之间建立共生关系。



• 
•
•

•
•
•

服务因素:

当前用户群的服务

服务的增长潜力

EQL实施的深度

EQL预期价值:

当前EQL评估

EQL令牌持有者的数量

当前EQL市场上限

提交/投射您的概念

EQL将启动一个网页，供开发者私下向EQL团队提交提案。团队将审查每个提
交内容并评估用例，唯一性和开发人员执行提交项目的能力。提供种子将根据

项目进度定期支付，并且在项目达到测试阶段之前不可转让。

种子合伙

种子合作阶段是为了加速现有服务提供商采用EQL令牌而创建的。 EQL团队将
确定符合EQL精神和核心理念的服务提供商。

提供给合作伙伴的金额将基于:

EQL团队欢迎服务和应用程序提供商联系EQL种子合伙。



团队

资金

EQUAL项目从一个小规模的全球分散团队开始，并没有集中的办公室。为了跟
上项目和社群的发展，我们在墨尔本成立了一个核心团队。目前的EQL团队由
5名成员组成。为配合我们首次推出产品和网站品牌重塑，我们将正式揭示团队
成员。

EQL实现了向早期采用者免费空投令牌的目标。他们相信EQL网络的未来，团
队，社群和产品开发计划。我们相信回馈社群的最佳方式是专注于开发有意义

的EQL产品，并为加密货币社群和EQL持有者提供进一步增值。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扩展EQL核心团队。我们已决定重新分配先前计
划的空投 3资金用于私人投资。我们相信拥有更好产品和扩大团队将为EQL令
牌创造更持久的价值。

这个分配将提供给许多较小的投资家。所有积累的资金将用于雇用员工，购买

设备和支付办公室租金。令牌不会一次性出售，而是逐步战略性地出售，以便

从项目的增长中受益，并保持团队为EQL长期的未来而努力。



社交媒体链接

官方网站: https://www.equaltoken.io/

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equaltoken_io

Medium: https://medium.com/@EqualToken

Telegram: https://t.me/joinchat/GtLjl1JMYiTHzhaQA5CGPw

Twitter: https://twitter.com/EqualToken

Discord: https://discord.gg/nCY5qgY

BitcoinTalk 公告栏: https://bitcointalk.org/index.php?topic=2966024.0

BitcoinTalk 赏金活动: https://bitcointalk.org/index.php?topic=298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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