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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声明

Sonata.ai

此⽩⽪书⽂件的制定旨在向平台中的潜在参与者和有兴趣为其发展做出贡献的⼈⼠介绍Sonata项⺫
。以下信息可能并⾮详尽⽆遗，且不代表任何合同关系。其唯⼀⺫的是向潜在的代币持有者提供信
息，由此可以⽅便其在意图获取Sonata（SONT）代币的前提下分析公司状况并作出正确决策。

本⽩⽪书的任何部分均不得被⽤于起草招股说明书或征集捐款，亦不以任何⽅式涉及在任何司法管
辖区内发售或征集购买任何证券的要约。

此⽂件的制定并不以任意司法范畴内的旨在保护贡献者的法律或法规为根据。

此⽩⽪书中将包含某些具有前瞻性的陈述、预测和财务信息。这些前瞻性陈述或信息涉及⻛险和不
确定性，并存在实际事件或结果与这些前瞻性陈述中暗⽰或表达的预测或结果产⽣重⼤差异的可能
。

此⽩⽪书的英⽂版本是Sonata项⺫及其代币发布的主要和唯⼀官⽅的信息来源。此⽂件包含的信息
可能会被翻译成其他语⾔，或被⽤于与项⺫的潜在合作伙伴或贡献者建⽴书⾯或⼝头沟通渠道。在
翻译版本中，此⽂件包含的某些信息可能会被遗漏、损坏或误传。如果任何翻译或交流与指定的官
⽅英⽂⽩⽪书不⼀致，则以英⽂原始⽂件为主。

Sonata货币有限责任公司对此⽩⽪书持有变更权。如果⽂件版本之间存在差异，则以sonata.ai⺴站
上发布的最新版⽩⽪书为准，所有先前发布的版本中的陈述均被视为⽆效。

Sonata将以禁⽌该平台⽤户的⽅式来避免任何形式的资本控制，并且不允许他们以任何⽅式贡献于
外来资本。

本⽩⽪书和https://www.sonata.ai⺴站上所包含的信息仅供参考，不具有法律约束⼒，且不构成代
币产⽣之条款（以下称为“条款”）的⼀部分。须格外注意的是，您应被告知购买Sonata代币可能涉
及⾼⻛险。更多有关信息，请参阅条款中相关⻛险部分。

在购买任何Sonata代币之前，请确保您是官⽅代表并能提供担保，详情请⻅条款相关部分。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此⽂件的分发、出版或其他任何活动以及Sonata代币的提供及/或销售可能会受
到当地法律的限制。不遵守任何⼀项限制将可导致违法⾏为。⺫前，Sonata代币尚未根据1933年美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或在美国境内任何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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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司法管辖区的证券监管机构进⾏过登记。对于美国绿卡持有者、美国公民、美国（税收或其
他）永久居民、或在美国（税收或其他⽅⾯）拥有主要居住地或住所的个⼈（包括波多黎各、美属
维京群岛或任何其他领⼟及美国财产），不得也不能在获利的⺫的下向其提供、出售、邀其购买
Sonata代币。

Sonata代币不得也不能提供给新加坡共和国（税收或其他）公民及永久居民，或任何在新加坡拥有
主要居住地及住所的个⼈。

Sonata代币不得也不能提供给加拿⼤（税收或其他）公民及永久居民，或任何在加拿⼤拥有主要居
住地及住所的个⼈。

我们将不会也⽆法为上述条件的履⾏提供担保或承担责任。读者、潜在参与者或贡献者将负全责确
保其参与代币销售的⾏为不受上述国家/地区相关法律的制约。

Sonatacoin有限公司将采取⼀切法律措施，在监管政策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保持Sonata交易的合法性
。Sonata交易将遵守所有现⾏乃⾄未来的相关法规。因此，我们将与投资者提供的法律团队密切合
作，精⼼打造我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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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愿景

我们的经验

Sonata.ai

在过去⼏年中，加密货币市场⼀直在不断发展。它已成为⼀个价值数⼗亿美元的⾏业，吸引着那些
将其视为快速赚钱平台的投资者。投资新币和代币这⼀现象的突然普及⽆疑是受到了年轻百万富翁
投资⽐特币故事的启发，当时很少有⼈相信这项技术会成功。

轻⽽易举赚取收⼊的愿景吸引了⼀些专家投资者，也吸引了⼤量缺乏经验的爱好者。这些新⼿投资
者的⼀个共同弱点是他们不熟悉加密货币的运作⽅式，因为他们通常对区块链的基础技术并不感兴
趣。此外，与经验丰富的专业经纪⼈相反，这些新⼿投资者通常缺乏基本证券交易原则的常识。

然⽽，这些新成员却是快速增⻓的市场背后的驱动⼒，这⼀产业的⼤块份额是由他们在加油助⼒。
随着公众对加密货币及其利益的认识在全球蔓延，新成员的数量正在稳步增⻓。

当⾸次决定⾃⼰投资加密货币时，我们⾃然⽽然地开始使⽤⼏个当时现有的交易平台，因为没有某
⼀个特定的交易平台能够满⾜我们的所有需求。然⽽很快，作为技术爱好者的我们就发现，当时加
密货币市场的状况令⼈深感不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采取⼀些措施。

我们找到了其他⽤户，询问他们的经历和经验。许多⼈与我们的观点⼀致，对加密货币交易的现状
不满意。这样的抱怨声总是能反反复复地听到。我们总结了⼀些
最常⻅的问题和疑虑：

当下⼈们对于加密货币交易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有巨⼤的需求。即便是最⼤的玩家也会
⾯临稳定性⽅⾯的问题，因此他们采取的⽅式并不⼗分可靠。这在交易世界⾥是不可接受
的，因为每⼀毫秒都可能意味着⼀⼤笔钱。

令⽤户感到吃惊的是，⼤多数加密货币交易都缺乏已使⽤多年的旧有交易系统

（外汇交易，商品交易等）的功能。

绝⼤多数加密货币交易都不提供⼀种易于使⽤的图表⼯具，⽽这正是传统交易平台多年来
⼀直使⽤的⼯具。

即便是最⼤的交易平台也只提供最常⻅的货币和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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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交易平台针对⽇交易和⽉交易都施加了限定性额度。

注册程序太过繁冗。整个注册程序可⻓达三个⽉，这可能导致⼀些投资者多次错失良机。

⽤户界⾯对于基本操作⽽⾔常常过于复杂，
并且不必要地侧重于⼀些不太重要且不经常使⽤的⼯具。许多常⽤⼯具不能如期地发挥作
⽤，使专业交易员都感到困惑，就更不⽤说初学者了。

这些问题迫使⽤户不得不同时搜寻多个交易平台、使⽤多个产品，从⽽导致了不必要和不便。似乎
连专业⽤户也缺少⼀个能够囊括所有基本功能并且“正确运作”的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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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

由强⼤的投资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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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明⽩，要在饱和的市场中作为新产品脱颖⽽出⼗分具有挑战性。然⽽，Sonata并不是市场上第
⼀个加密货币交易平台，⽽这也正是它的优势之⼀。这使我们得以对已建成的⼏个项⺫及其功能的
可⽤性进⾏评估。与⼀些领先的交易平台不同，Sonata不必改变正在运作中的产品，然后迫使⽤户
习得新的运作模式。⺫前，我们正在收集该领域⽤户的反馈，并将在实际发布之前对我们的平台进
⾏微调。

我们从⼀开始就在构建⼀个预期可容纳极⼤交易量的交易平台，因此整个解决⽅案都基于可扩展的
微服务架构。

我们公司的座右铭是保持产品技术和功能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标是创建⼀个平衡易⽤的、既适
合⼊⻔级⽤户，同时⼜能为经验丰富的投资者提供其所需的所有⾼级功能的产品。

Sonata的主要投资者是Solidní Finance股份有限公司，⼀家⾃1994年以来⼀直活跃于投资市场的公
司。Solidní Finance股份有限公司为我们提供完成项⺫所需的⼀切财务保障。得益于该公司的强⼤
财务⽀持，Sonata的项⺫开发团队可以完全专注于创建⾼质量的产品。因此，ICO（⾸次代币发⾏
）可以被⽤作营销活动，⽽不必成为⼀种必要的融资⽅式。

Solidní Finance股份有限公司与经纪⼈和股票经纪⼈合作，后者正在帮助团队进⾏⽤户体验测试，
也在“幕后”提供咨询服务。得益于这些在该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也得益于我们实施团队的技术
知识，Sonata是⼀个将会在价值数⼗亿的加密货币市场上拥有强⼤地位的项⺫。

Solidní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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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场

市场分析

Sonata.ai

加密市场毫⽆疑问是现代史上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之⼀。其总市值约在200,000,000,000美元1上下
波动，每⽇交易量超过10,000,000,000美元2，并且在稳步增⻓。

⼤多数市场分析师都认为，该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并预计随着加密货币将成为未来全球公认的交
易⽅式，它将变得更加稳定。许多国家的逐步监管都表明，加密货币甚⾄已经在最⾼政府层⾯得到
了认真对待。

也就是说，⺫前只有⼩部分潜在投资者和交易者在参与加密货币交易。然⽽随着市场的增⻓，我们
可以清楚地看到公众当中的投资者兴趣的增加。这种兴趣可归因于媒体对此话题的⼤肆宣传。尽管
政府⽅⾯的限制和2018年第⼆季度和第三季度的停滞不前可能预⽰着市场的缩减，然⽽令⼈意外的
是，它并未缩减。⽆论是加密货币还是区块链，我们对在这⼀领域的投资预计将有稳定⽽强烈的兴
趣。

想要知道有多少⼈在交易加密货币以及他们交易的频率是⼀件⼏乎不能的事。原因如下：

有效计算加密货币⽤户数量的唯⼀⽅法是⽤近似值。

根据现有数据，⺫前有超过2800万个钱包由区块链⺴络创建。3如若进⾏⽐较：在2017年初，只存
在约1000万个钱包。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过去两年内钱包数量的急剧增加。然⽽，为了使我们的估
算有据可循，我们视2800万钱包数量为⽤户数量的上限。

1 https://cryptolization.com
2 https://coinmarketcap.com
3 https://www.blockchain.com

⽤户可以拥有多个钱包。他们常常将不同的钱包⽤于不同的服务、加密货币及各项活动，
如⽀付、持有、交易等。

交易平台的⽤户可在每个平台拥有多个较⼩的虚拟钱包，甚⾄可能每笔交易都有⼀个不同
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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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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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本⽩⽪书的引⾔中所指出的，Sonata将巨⼤且稳定增⻓的新⼿投资者群体视为主要⺫标群体
。为了将群体更加具体化，我们来总结⼀下潜在⽤户的⼀些主要特征：

这些⽤户⾓⾊可以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将会融合到更复杂的组中。他们在不同渠道的线上⾓⾊将会
重叠，⽽这将使我们能够通过更加多样的市场营销⼯具与我们的受众相联结。

正在寻找最佳商机且需要社区及专家帮助的新⽤户。

正在寻找更好的交易平台以替换其现有交易平台的⽼⽤户。

正在寻找以更安全的⽅式通过⾼息P2P贷款增加其持股的持有较多加密货币的⽤户。

希望从Sonata将在投资者之间进⾏分配的交易⼿续费中获取被动收益的持有者。

知道如何使⽤⼏个不同的交易平台以将其收益最⼤化的交易专家。

负责管理客户资产组合的战略提供商和资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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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品

安全性

Sonata.ai

具有理性思考的投资者们最主要的顾虑必定是此服务的安全性。“将我的钱委托给平台所有者是否安
全？”“我能相信创作⼈员的专业性吗？”此类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先建⽴了
交易平台的安全系统。我们提供多重安全层级，包括独⼀⽆⼆的服务器端安全性，硬件钱包存储以
及针对⺴络钓⻥和DDoS攻击的⾼级保护。我们师从最优，⽆论如何都将确保您的投资安全。

⺫前，我们仍在测试所有可能的安全措施，但我们已经创建了⼀套基本交易规则。这套规则包括但
不局限于以下内容：

严格的内部安全流程，⻛险和漏洞管理

符合最⾼安全标准的认证数据中⼼——ISO 27001，SOC 1和SOC 2 / SSAE 16 / ISAE
3402，PCI Level 1，Sarbanes-Oxley（SOX），FISMA中级（Moderate）

端⼝扫描

数据库隔离环境

个⼈微服务，通过加密协议进⾏通信

90％以上的测试覆盖率

对已⽤的耦合度进⾏的常规更新前将先进⾏测试

通过IPsec进⾏安全通信（Internet协议安全性）

SQL注⼊保护

EV SSL证书

SSL/HTTPS + HSTS

跨站点脚本保护（XSS）

跨站点请求伪造保护（CSRF）

⾼效DDoS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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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和嗅探保护

IP地址⿊名单

强密码政策——双重⾝份验证（短信验证，Google⾝份验证器）

所有密码和密钥都将使⽤现代哈希值存储（Argon2i，bcrypt，scrypt或PBKDF2）

加密 -我们不使⽤可能意味着系统潜在安全漏洞的MD5，SHA-2或类似的哈希函数。所有敏
感数据都将使⽤AES-256加密进⾏加密。

存储在多个加密货币钱包上的私钥。钱包在地理上是分离的，因此⼀个钱包存在威胁并不
会危及所有密钥。

交易费⽤
我们会提供⽐⼤多数竞争对⼿更低的费⽤，尽管这看似有悖于常理。我们的费⽤不会是最低，但我
们会将其维持在具有竞争性的⽔平上。很明显，SONT代币持有者更愿意收取可能范围内的最⾼费⽤
。然⽽我们认为吸引⼤量实际使⽤交易平台并带来较⾼流动性的交易者⾄关重要，因为这样会吸引
更多⽤户加⼊。费⽤是某些⽤户下决策的重要因素之⼀，尤其在初始阶段。

对活跃⽤户的低收费和对代币持有者的奖励——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个“最有效点”是Sonata要持续
解决的挑战之⼀。

以下是预期的交易和提款费⽤：

BTC, LTC, ETH 0%

12

货币 存款

BTC, LTC, ETH 0.09% / 0.19% (随交易量递减)

货币 挂单/接单费⽤

BTC, LTC, ETH 依货币和交易量⽽定

货币 提款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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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界⾯

与交易专家进⾏的深⼊访谈结果表明，每个⽤户都有不同的需求，在⽤户界⾯上有着不同的偏好。
因此，我们决定根据最常⽤的模式制作默认界⾯。我们的设计师花费数⼩时来分析专业经纪⼈的⽤
户体验，以构建⼀个真正⽆干扰的界⾯。我们旨在满⾜⼤多数⽤户的需求。不过，我们也在计划增
添个性化的⽤户界⾯来满⾜所有⽤户的需求。

我们计划根据交易量和内部审计添加其他币种和代币，从⽽确保系统流动性。我们预期将在第⼀轮
中列出主要的加密货币（Tether，EOS和Bitcoin CASH）。新增资产将在其亮相于Sonata之前提前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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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交易
保证⾦交易（或称杠杆交易）是⼀个⽤来
增加订单收益的专家级⼯具。另⼀⽅⾯，
如果这⼀具有极⾼需求的功能得不到“正确
处理”，贷款⼈和交易平台均将⾯临着⾼⻛
险。将贷款⽅与购买⽅配对的算法⼗分困
难，因此其普及度并不⾼。

我们明⽩，在某些国家保证⾦交易是受到
监管甚⾄限制的。⽽此平台将允许特定受
限国家的⽤户使⽤某些功能，从⽽能有效
地提供所需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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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货币和代币均在⼀处
有些交易平台不提供⼩代币，因为这些代币的流动性较低，并不是每个⼈都有兴趣购买它们。然⽽
，对具有不同价值的各种代币组合的交易平台存在很⾼的需求。这也是为何Sonata将提供⼤多数重
要的、可交易的代笔。

我们将可能逐渐/逐个添加代币和货币，因此在第⼀个版本推出时并⾮所有代币和货币都可⽤。发布
时将包括的关键交易匹配对有：⽐特币（BTC），莱特币（LTC）和以太坊（ETH）。

预测价格⾛势的AI（⼈⼯智能）算法
Sonata将使⽤实时市场数据和先进的AI算法来预测未来的价格⾛势。我们有信⼼交出⼀个由⼈⼯神
经⺴络（⻓期短期记忆）构建的⾮常精确的预测模型。我们就该算法与AI专家进⾏了磋商，后者已
经为⻩⾦价格创建了⼀个短期预测的⼯作模型。

AI预测绝不会被视为知情投资决策的唯⼀⼯具，但对于该领域的初学者来说，它可能是⼀个⾮常有
⽤的起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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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友好的应⽤程式界⾯（API）
Sonata将为各类交易者提供⽀持。侧重于精⼼策划⻓期策略的交易者可以利⽤我们机器友好、有记
录可循的应⽤程式界⾯（API）。您将可以⾃定义通知、交易订单、限制等等。

社会元素
对加密货币的兴趣将⼀些由专业和半专业交易平台经纪⼈所组成的社区联结起来。我们计划进⼀步
保护和培养这个社区。Sonata将按主题、货币等类别将群组聊天特⾊化。实时聊天将允许⽤户分享
他们的技术诀窍，与他⼈交流，帮助或寻求解决⽅案。

⽽另⼀项社会机能是交易员排名制。每个交易者的简介将基于他们的交易量和成就以颜⾊和符号突
出标记显⽰。以此，社区将以真正双赢的⽅式实现成⻓、跨越及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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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Lundrick (3)

Kentrick:By the end of the year we are
again on horseback

DJ BTC:There is no bulls there are only
whales and bears and much bull meat.

Raul:Lucky2110: yes, and open a long with
30% of my money at 8256 and waiting
8185 to add 70%

Sperkt:

AbCoin:I have just ten pieces, but I plan to
buy another one...

here, they prolly do have an incentive.

Tralas:this doesnt really need to go from
the top of 6ks to the bottom of 6ks over
and over again…

SEND

Type a message

+Group:The future of Bitcoin

+Group:Novice hel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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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端应⽤
Sonata不是⼀个单⼀的应⽤程序，⽽是⼀套完整的⽣
态体系。虽然我们将基于⺴⻚的应⽤程序视为其核⼼
，但移动应⽤程序的重要性与之相当。移动端体验是
整体⽤户体验中精⼼策划的⼀部分，与您所⻅过的其
他情况不同，它不仅仅是核⼼应⽤程序的较⼩版本⽽
已。移动应⽤程序将提供⺴络交易平台具备的基本功
能，产品组合概述，SONT的当前收益以及⾼级通知设
置。Sonata将作为原⽣应⽤，适⽤于安卓（Android）
和苹果iO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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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技术
精⼼策划的设计和完美的技术执⾏是流
畅⽤户体验的关键因素。在创建全球物
联⺴（IoT）项⺫、流媒体服务和在其他
⼤流量平台同时为数⼗万⽤户提供服务
等⽅⾯，我们的开发⼈员拥有⼤量⻓期
经验。团队已将我们尝试过并在别处使
⽤过的⼀系列技术整合在⼀起。

对该技术的运⽤将分布于精⼼规划的微
服务之中。这将使我们能够将平台各个
部分的有效性最⼤化，并为未来提供近
乎⽆限的可扩展性。

Sonata的⼤多数微服务都是⽤Go编写的，并且实现了测试全覆盖。编程语⾔Go由⾕歌公司
（Google）创建，以其低延迟、⾼安全的设计和⾼标准化⽔平⽽着称。

Sonata的管理界⾯和微服务的⼀部分是⽤Python的著名框架Django构建的。数据库的处理责交给了
Apache Kafka，⼀个分布式流媒体平台。其创建是为了实时数据的记录和配对。它将与时间序列数
据库系统InfluxDB共同发挥作⽤，来处理交易、保证⾦交易和费⽤分配。所有其他数据将安全地存
储在⾯向性能数据库PostgreSQL中。

前端界⾯（呈现给⽤户的内容）被写⼊React, JavaScript库，该库由全球实时数据内容流媒体服务
（Facebook, Spotify, Twitch, Instagram, Netflix etc.）所共同使⽤。

每个交易者的主界⾯都是⼀个或⼀组图表。Sonata将使⽤Tradingview图表构建界⾯，其服务在其他
交易平台中被⼲泛使⽤。这些图表具有⾼度可定制性，可为⼏乎各种情况提供灵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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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onata代币（SONT）

代币销售

Sonata.ai

我们计划将代币销售分为⼏个阶段，对早期采⽤者将提供以最⾼红利收益率奖励。与其他⾸次代币
发⾏的普遍情况相同，代币销售不会受到时间限制，⽽会受到代币数量的限制。⼀旦代币被售出，
就将不再有机会以指定红利购⼊。为了保持SONT的价格稳定，Sonata将跨链出代币，并将在⼀定时
间内以规定的数量释放它们。

各销售阶段如下：

代币价值 1 SONT = $0.1

最⼩交易量

硬顶

1,000 SONT

$21,000,000

⾮公开销售

销售阶段 可出售的代币数量 红利

100,000,000 SONT

公开发售 1

公开发售 2

公开发售 3

30,000,000 SONT

50,000,000 SONT

70,000,000 SONT

–

15%

10%

5%

Sonata代币（SONT）基于以太坊区块链系统，符合ERC20标准。在⾸次代币发⾏（ICO）期间，
我们将在总计5亿代币中提供2亿5000万代币。销售将于2018年10⽉8⽇开始，接下来将是战略阶段
，如下⽂提及的”路线图“⼀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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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分发及资⾦使⽤

Sonata.ai 20

Public sale50%

Bounty system5%

Team, investors, advisors20%

Acquisitions25% Security19%

Operations, admin8%

Marketing, PR, advert23%

Legal9%

Development25%

Infrastructure16%

代币交易计划
许多⾸次代币发⾏（ICO）都犯了⼀个错误：过于匆忙地卖掉所有代币。正因为如此，其代币会贬值
，且常常贬到其潜在价值的很⼩⼀部分。在意识到这⼀点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个含有严格的年
度上限的交易计划，实际交易量也将根据市场情况作出反应。

在⾸次代币发⾏（ICO）结束后的第⼀年，Sonata（团队及公司）将不会参与代币的销售，并且不
会以低于$0.1的订阅价格提供代币。

代币收购计划

这⼀五年布局将会由智能合同所规范制约。

第⼀年

⾸次代币发⾏后各年 代币数量限制

第⼆年

第三年

第四年

0 SONT

15,000,000 SONT

25,000,000 SONT

30,000,000 SONT

第五年 35,000,000 SONT



投资者奖励机制

14.5BTC
Your investment

14,155,000 SONT
Total tokens with bonus

$100M $200M $300M
(profit estimated for 24H volume)

$400M

1.74
BTC monthly

4.41
BTC monthly

11.87
BTC monthly

37.12
BTC monthly

Sonata.ai

我们希望回馈投资者社区，因此，Sonata
80％的交易费⽤都将被重新分配投资者。如果
你参与到我们的货币发⾏当中来，您将可以从
交易费⽤中赚取被动收益。收益将会每⽉重新
分配，您当前的收⼊会显⽰在您的⽤户个⼈资
料中。每个⽤户都可以⾃由转移代币，可将其
转到交易平台之外的钱包或进⼀步投资。因此
，透明且易于跟踪的奖励机制将被赋予投资者
。

预估投资回收期直接取决于Sonata的每⽇交易量。

$100,000,000

每⽇交易量 预估投资回收期

$200,000,000

$300,000,000

$400,000,000

~250天

~125天

~83天

~63天

预估投资回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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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将怎样从Sonata的投资当中获益



Sonata.ai

保证⾦交易收⼊
保证⾦交易是交易平台经纪⼈交易的基本⼯具之⼀
。交易者能够以市场驱动的杠杆率借⼊⼀定⾦额。
由此他们可以投⼊更多资⾦并显着提⾼投资利润。
智能⾃动配对和闭运算算法将确保交易双⽅的安全
。

交易者向交易平台和贷款⼈⽀付贷款费⽤。其中⽀
付给交易平台的80％的利息收⼊将在每⽉分配给
Sonata代币持有者。请访问我们⺴⻚中的交互式
图表以详细了解代币收⼊的可能性。

从⼿续费中获取的额外代币
除了通过⾸次代币发⾏（ICO）时的加密货币交易，您还有其他获取SONT代币的⽅式。我们设计了
⼀种机制，该机制允许我们交易平台的所有活跃⽤户都可以从其每笔交易当中获取SONT代币。

获得的代币数将根据交易价值进⾏计算。代币也将以⼀种公平的⽅式发放。⼀旦交易完成，它们会
被⽴即记⼊⽤户钱包。总体上看，我们将对全部已发⾏代币的5%进⾏分发，加之以那些在项⺫的⾸
次代币发⾏（ICO）阶段中不会出售的代币。

代币分发机制的优化设计是为了奖励那些从事活跃交易的⽤户。对于投资回收期的预估基于系统对
投资者的奖励；具体来说，是基于⽇交易量。

奖励机制

⽤户交易1⽐特币（BTC）。这笔交易将花费交易额的0.19%。⽽在已付费⽤中，50%将被以SONT代
币的形式归还给⽤户。⽤户可以进⼀步出售这些代币，也可以持有它们以增加被动收⼊。由此，⽤
户实际上可以收回先前⽀付的⼿续费数额。

奖励情况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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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n interest

80% to investors
(SNT token owners)

20% to Sonata.ai
(platform development)



Sonata.ai

预计投资回收期

除了整个交易过程所产⽣的常规费⽤，⻓远来看，您将可以收回您⾃⼰的交易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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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0

24⼩时交易量 投资回收期

$200,000,000

$300,000,000

$400,000,000

~657天

~330天

~219天

~16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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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市场营销策略主要集中在应⽤程序的线上推⼲。我们将在⼲告中以清晰、透明的⽅式强调其
可为⽤户带来的益处。这⼀活动将向⼀组预定义⽤户呈现项⺫及其使命和全球影响。

项⽬使命
当谈及加密货币⾏业及交易，我们⼒求简单、⾼效。我们想在全球层⾯上参与到区块链的教育及发
展当中。我们的使命是向普通⼤众、新⼿交易者和电⼦商务公司介绍加密货币，这将在很⼤程度上
促进加密货币的发展。

项⽬战略⽬标
项⺫的主要⺫标是围绕我们的交易程序发展出⼀个社区。在这个社区中，⽤户之间共同交易、交流
、分享专业知识并互帮互助。在设计平台时，我们专注于交易过程的⾼效化和基于当下市场状况的
收⼊的最⼤化。

营销渠道
项⺫将通过有效的沟通渠道进⾏推⼲，可以锁定特定的受众群体。以下可⻅我们将使⽤的渠道列表
。该列表既不详尽也不是最终版本。

媒体报道是让公众知晓项⺫及其特点的极佳⽅式。它不仅可以提⾼项⺫和品牌的知名度，也使我们
能够衡量来⾃信息⺴站访客的转化率。

覆盖⾯：最多1500万⽤户/⽉

媒体报道

在专题⺴站上发布访客⽂章通常是免费的。

这适⽤于覆盖⾯较⼩的⼩⺴站。⾼访问量⺴站和媒体服务器将对发布公关⽂章收取固定费⽤。

覆盖⾯：最多2500万⽤户/⽉

访客⽂章和公关⽂章

8.市场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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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C是宣传加密产品最为复杂的营销⽅法之⼀。与2017年相⽐，这⼀事实甚⾄更为精准。⺫前在浏
览器和内容⺴络如⾕歌，Facebook，LinkedIn和Twitter上禁⽌为ICO和其他加密项⺫做⼲告。这⼗
分遗憾地降低了绩效营销的效率。不过，仍然有⼤量的专业⺴站、博客和媒体提供PPC⼲告或其他
形式的宣传，具有巨⼤的潜⼒。

覆盖⾯：根据预算，估计最多可达500万⽤户/⽉

PPC（点击付费⼴告）

这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在⺫标群体
中实现重要影响⼒的最佳⽅式之⼀。社交⺴络上有数百个社区，这些社区拥有数⼗万成员。因此其
优点是成员通常⼗分活跃且具有⻓期沟通的潜⼒。其中⼀些渠道提供易于量化的付费⼲告。

覆盖⾯：3500万⽤户/⽉

社交⽹络和⽹络论坛

⽆论是对于推荐朋友加⼊项⺫并获得奖励的⽤户，还是对博客作家、Youtube视频博主和其他内容创
作者，这些委托项⺫都越来越受欢迎。

覆盖⾯：300万⽤户/⽉

推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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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路线图

2015年第⼆季度
⾸次加密货币投资。我们在寻找⼀个可以满⾜我们所有期待的交易平台。然⽽并未找到。

2015年第三季度
我们享受着加密货币交易，同时看到了这⼀分⽀所蕴含的巨⼤潜⼒。我们在考虑利⽤新产品
进⼊加密货币市场的⽅法。

2016年第四季度
想法的诞⽣：Sonata将成为⼀个专为买卖、交易、P2P借贷⽽设计的加密货币平台，甚⾄可
能更多。

2017年第三季度
我们在交易市场分析领域成⽴了⼀个由设计师、开发⼈员、营销⼈员和专家组成的团队。

2018年第⼀季度
我们创建了⼀个针对捷克市场的简单的货币交易平台：SonataCoin.com。这个⽻翼丰满的全
新交易平台有着许多潜⼒，于是团队同意了开始对这类服务进⾏进⼀步开发。

2018年第⼆季度
团队为Sonata.ai打好了基础.我们有幸会⻅了那些和我们⼀样对此想法充满热情的合作伙伴和
顾问。

2018年第三季度
交易平台⾸个内部版本。我们与⼈⼯智能专家咨询有关价格预测的⼈⼯智能技术，我们可以
看到短期预测的第⼀批结果。

2018年第四季度
SONT代币的公开发售启动。我们坚信，投资者将凭借我们的智能⽀付机制受益于其投资。这
⼀机制能够将80%的交易费⽤返还给持有者。



Sonata.ai 27

2019年第⼀季度
SONT代币销售结束。我们正在扩展开发⼈员和其他专家团队，专注于不同的任务，以创新和
升级平台。

2019年第⼆季度
交易平台的第⼀个公开测试版发布。我们的代币持有者有机会成为第⼀批尝试使⽤它的⼈。

2019年第三季度
我们专注于进⼀步开发和测试平台并升级我们的移动应⽤程序。⾸批替代币（altcoins）被列
出。

2019年第四季度
⾸个⽤于安卓和苹果iOS系统的移动应⽤程序公开发布。我们公开测试⼈⼯智能对价格的预测
。

2020年第⼀季度
交易应⽤程序不断升级。我们在落实我们⾃⼰对加密货币价格的⼈⼯智能预测。⼤量替代币
（altcoins）被列出。

2020年第⼆季度
我们预计将有近20万活跃⽤户，平均每⽇交易量约为$300,000,000。

2020年第三季度
替代币（altcoins）和其他代币公开上市。SONT的上市代币扩展到其他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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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团队 &顾问

团队

交易专家

Eduard Sedlmajer
投资者，交易专家

Jakub Langr
项⺫总监

Radim Bastan
公关经理

Jan Sedlacek
⾸席后端程序员

David Stuller
⾸席前端程序员

Martin Bus
设计师

Vitezslav Hungr
执⾏战略家

Silvie Odehnalova
市场营销与交流沟通

Renata Hadravova
市场营销与公关

Tomas Horak
交易专家

Petr Nemecek
区块链专家

Martin Bocanek
交易分析师

Jaroslav Cehovsky
安全专家

Petr Polanka
律师

以及我们的开发和营销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