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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改变世界

2008年出现的区块链改变了科技世界，展示出 了透明度和安全性能达到哪种程度 ，最主要的是

通过使用它，使得各种过程成本大大降低。技术包含着以下独一无二的特点，这些特点让该技术

成为新经济的基础之一：

用户的匿名性；

同时 获得与交易相关的所有信息；

因为去中心化的使用 ，完全不可能破坏或伪造数据；

不要求第三方来核验交易，所有问题只有交易双  方来调节；

交易记录保存在所有用户的清单中，所有用户的清单同时更新。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比特币成为 区块链技术第一个巨大的应用。 它的出现引发支付系统

革命，依靠大幅降低成本、减少 资金转移链中不必要 元素及阶段，它允 许轻松快速且安全地完

成交易。随后， 以太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提供了代币生成 （ERC201）、创建了DAO2和运用

智能合同3的可能。

最近几年区块链技术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热度，吸引了大量公众的注意力，基于此技术的区块链数

量和项目数量都增长了数千倍。区块链的实际运用已经不限于单一地运用于支付系统。其更有前

景的发展方向是改变商业模式，优化过程和并将技术整合到现有商业中：

合同领域
借助 去中心化数据分账类，在遵守指定条件时可以创建自动生效合同，以便节约转账费用并预防

欺诈。(Slock*)

数据保存 
使用区块链可以建立去中心化云数据库。(StorJ*)

管理供应链
区块链允许跟踪产品在物流链中的动向和产品在  每一 个阶段 的状态。在与独特的产品编号绑定

后，临时标记可以 定位交易日期和地点。(沃尔玛*

知识产权保护
智能合同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版权， 可将在线销售自动化，减少非法复制。(Mycelia*)

直接销售
个人和公司可以在没有中间商情况下出售产品，区块链保障买家和卖家之间操作的真实性。

(Lemonade*)

金融资产以及实际资产代币化
有价证券((Latoken*)，黄金(Digix*,  OneGram*,  Vaultoro*)，不动产(Latoken*,  Atlant*)，艺

术品(Latoken*,  ARTEX*)，宝石(Everledger*)。

很大程度上因为实用型代币，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实用型代币（Utility Token）是加密资

产的特殊形式，它不仅可以证实比特币项目中所有权/份额权，还能执行某些有益于代币持有人  

的功能。比如，公司可以用它作为区块链内  结算工具，或加密市场中它可以作为实际资产的体

现。

新的区块链项目不断涌现，而随着它们 的出现，也涌现出各种类型的实用型代币，每种代币对持

有人 来说都  有独特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代币需求增长的关键动力，即对在传统商业和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技术交叉口形成的、全新服务的需求。从另一方面来说，不排除投机成分，部分持有

人只是想在代币价格增长时赚钱，却并不使用其价值。

然而薄弱的基础设施是主要的  弱项：对潜在投资者或者用户来说，购买代币成为了一种 考验- 

不同的代币在不同的交易平台上交易，对其可达性通常较难，且与额外的资金进出花费相关，代

币本身的交易被平台的可能性限制，关于一个项目的信息经常互相矛盾且不结构化，因为信息来

源是杂乱散步于网络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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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在阅 读本文件之前，您为自己的行为和所做出的决定承担责任，您明白在协议框架下的行为是很

多人的活动，SwapZilla不会为他们 承担责任。SwapZilla不会承担某些与我们项目产品相关的义

务。不管是SwapZilla还是其供应商和经销商都不会提供关于区块链共识协议软件其他的任何保证

。特别是我们不承担任何与协议软件内容、其特别功能、可靠性、可使用性及是否符合您的需求

的相关义务 。在完成行为时，服务根据“如是”原则提供。一些国家的法律给予以下方面的保证，

如商品率、某些运用领域的适用性 、投资人保护方面、 不存在违反版权。

除了法律规定情况，我们不承担所有默认的保证。使用SwapZilla前，您确认您有在金融市场的操

作  经验， 您充分了解并承担自己行为的责任。您承 认自己的  行为，您同意承担责任，同时在

就您对SwapZilla活动产生调解赔偿时履行SwapZilla的返还要求。您承认SwapZilla的责任范围  

是从您那里收到的报酬金额（所指出金额包括债务本金金额，所有可能罚款的金额，滞纳金和利

息以及损失），同时您承认根据协议和法庭声明调解 相互关系的司法管辖权 。

本文件中的信息可能不是很全面。尽管我们尽全力保证在该白皮书中的材料及时且准确，该材料

无论如何都不将成为个人推荐；它只包含信息分析性，不作为投资、购买、出售某种资产、金融

和加密工具交易操作的提议或建议。SwapZilla不保障本文件中包含或与其相关的任何资料的精确

性、可靠性、及时性或完整性，不为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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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区块链以太坊中代币的标准。
2 去中心化自动组织（DAO）或去中心化自动公司是在智能合同规范下行事的组织。
3 用于签订或支持区块链环境中自动履行合同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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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记录保存在所有用户的清单中，所有用户的清单同时更新。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比特币成为 区块链技术第一个巨大的应用。 它的出现引发支付系统

革命，依靠大幅降低成本、减少 资金转移链中不必要 元素及阶段，它允 许轻松快速且安全地完

成交易。随后， 以太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提供了代币生成 （ERC201）、创建了DAO2和运用

智能合同3的可能。

最近几年区块链技术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热度，吸引了大量公众的注意力，基于此技术的区块链数

量和项目数量都增长了数千倍。区块链的实际运用已经不限于单一地运用于支付系统。其更有前

景的发展方向是改变商业模式，优化过程和并将技术整合到现有商业中：

合同领域
借助 去中心化数据分账类，在遵守指定条件时可以创建自动生效合同，以便节约转账费用并预防

欺诈。(Slock*)

数据保存 
使用区块链可以建立去中心化云数据库。(StorJ*)

管理供应链
区块链允许跟踪产品在物流链中的动向和产品在  每一 个阶段 的状态。在与独特的产品编号绑定

后，临时标记可以 定位交易日期和地点。(沃尔玛*

知识产权保护
智能合同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版权， 可将在线销售自动化，减少非法复制。(Mycelia*)

直接销售
个人和公司可以在没有中间商情况下出售产品，区块链保障买家和卖家之间操作的真实性。

(Lemonade*)

金融资产以及实际资产代币化
有价证券((Latoken*)，黄金(Digix*,  OneGram*,  Vaultoro*)，不动产(Latoken*,  Atlant*)，艺

术品(Latoken*,  ARTEX*)，宝石(Everledger*)。

很大程度上因为实用型代币，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实用型代币（Utility Token）是加密资

产的特殊形式，它不仅可以证实比特币项目中所有权/份额权，还能执行某些有益于代币持有人  

的功能。比如，公司可以用它作为区块链内  结算工具，或加密市场中它可以作为实际资产的体

现。

新的区块链项目不断涌现，而随着它们 的出现，也涌现出各种类型的实用型代币，每种代币对持

有人 来说都  有独特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代币需求增长的关键动力，即对在传统商业和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技术交叉口形成的、全新服务的需求。从另一方面来说，不排除投机成分，部分持有

人只是想在代币价格增长时赚钱，却并不使用其价值。

然而薄弱的基础设施是主要的  弱项：对潜在投资者或者用户来说，购买代币成为了一种 考验- 

不同的代币在不同的交易平台上交易，对其可达性通常较难，且与额外的资金进出花费相关，代

币本身的交易被平台的可能性限制，关于一个项目的信息经常互相矛盾且不结构化，因为信息来

源是杂乱散步于网络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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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是想在代币价格增长时赚钱，却并不使用其价值。

然而薄弱的基础设施是主要的  弱项：对潜在投资者或者用户来说，购买代币成为了一种 考验- 

不同的代币在不同的交易平台上交易，对其可达性通常较难，且与额外的资金进出花费相关，代

币本身的交易被平台的可能性限制，关于一个项目的信息经常互相矛盾且不结构化，因为信息来

源是杂乱散步于网络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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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pZilla是什么?

我们提供现代化技术交易平台，进入该平台后，用户获得数成百个加密货币交易平台访问权 限4，

整合到一个窗口中广泛的交易功能以及信息、新闻和分析数据:

接入到交易所平台的价格数据集聚、委托的扇形分布允许根据最优价格完成交易，对 交易所而

言可将篡改风险最小化。

SwapZilla的交易核心给用户提供广泛功能，以便可以快速便捷地完成交易并分析其效 率。

已实现的仲裁功能、跟单交易和边际交易功能给予我们平台上的用户获得被动收入的可 能。

借助SwapZilla的信息分析核心，我们的客户可以很方便地访问专门为其挑选的新闻和分 析以

及推荐。

SwapZilla团队所开发的数据检验、存储、转移系统保证了最安全且最高效的加密货币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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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比如，公司可以用它作为区块链内  结算工具，或加密市场中它可以作为实际资产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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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技术的技术交叉口形成的、全新服务的需求。从另一方面来说，不排除投机成分，部分持有

人只是想在代币价格增长时赚钱，却并不使用其价值。

然而薄弱的基础设施是主要的  弱项：对潜在投资者或者用户来说，购买代币成为了一种 考验- 

不同的代币在不同的交易平台上交易，对其可达性通常较难，且与额外的资金进出花费相关，代

币本身的交易被平台的可能性限制，关于一个项目的信息经常互相矛盾且不结构化，因为信息来

源是杂乱散步于网络上的信息。

我们希望我们的平台对于每个用户都能最大化地便捷，因此我们提供个人中心自行设置、为 用户

开通所有必要功能的可能性(交易窗口设置，消息流设置等)。

对我们来说，创建一个不仅可以保证用户价值还能保证我们合作伙伴价值的基础设施解决方 案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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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需要在每个平台上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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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加密资产自其出现，就经历了巨大的进化历程，得到了巨大推广，它推翻了许多 关于它的消极预

测和前景暗淡的想法。对加密货币表现出直接兴趣人群的数量急 剧增加。其中既有职业玩家(交

易员、投资者等等)，也有普通用户。一些公司 (GMO Internet，Bitwage等)开始转向使用加密货

币来部分支付自己员工的工 资。其他一些项目(Ripple, Stellar)使用加密货币在几秒中完成国际跨

货币转 账，并已经为超过200个机构客户和大量中小型公司提供服务。数字货币的运用越 来越多

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PizzaForCoins - 支付食物订单，Expedia - 购买 机票，Overstock-在网上

商店为商品付款等等)，这给出了新市场前景的积极 面。

市场增长的规模和前景评估，是虚拟货币社区所有成员讨论的主题。一些人提出非常激 进的增长

预测;而另一些人则更为保守，主张逐步让加密货币与世界经济整合。但是， 依赖于全球发展动

态，关于加密货币市场将有巨大前景、且它将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 一部分这一概念，所有人的

想法都很接近。

当前加密货币市场处于波动性增长阶段。加密资产每24小时交易额达到150-200亿美元。两个 最

流行的加密货币即比特币和以太坊交易量的动态是最好的例子，它们在最近6年中显示出积 极的

增长。

 

图 1. BTC交易量的增长 图 2. ETH交易量的增长

 参与人员数量的动态是另一个市场增长良好的指示器。 

加密钱包7用户的数量稳定增加，就在最近其数字已超过4000万。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在了解加密资产的优势，这导致了关于自然出现的新市场是否合法这一 不可

避免的问题和争议。其结果是各国不得不修订自己的法律以配合新的现实。现在也观察 到一些国

家慢慢承认加密货币法律地位和将数字交易元素嵌入到传统经济系统中这一趋势。

 在此情况下，在一些国家(如爱沙尼亚)区块链进入日常使用范畴，对使用加密货币进行结 算大家

都表示欢迎8。

随着这一市场的发展及对它的认可，用户经历着对现代化的、技术、金融、信息、 分析交易新投

资工具的需求。专业做ICO的投资者和基金对金融服务和交易平台越来 越浓厚的兴趣，是这个需

求的实际体现。

可以根据相应项目ICO吸引的资金规模来评判，对加密货币金融服务的巨大兴趣确实存在:在 2018

年第3个季度，有意向创建交易所、钱包和提供金融服务的项目吸引了合计超过2亿美元 的资金，

它不管是在融资金额还是在公司数量方面都持续在所有经济方向中领先。
这种流行性很容易解释:交易所是一级基础设施产品，投资者很了解，它能生成稳定可 预测的现

金流，而最关键的是它拥有规模化的巨大潜力。正式这些因素确定了它超高的 平均投资回报率

(1061%)10，在ICO项目所有类型占领先地位。

结果是，就吸引投资规模而言，与提供金融服务、创建基础设施区块链和交易相关的 项目，

处于领先水平。

加密资产市场的积极动态和投资者对其基础设施的浓厚兴趣导致大量分散的交易机构和投资 平台

的创立。越来越多的公司走上小交易所这条路，创建新的货币并吸引那些想参加到具体 项目中的

投资者。除此之外，他们还启动了巨大数量的伴随项目和解决方案:如信息和分析 来源，交易平

台，金融公司。

但是市场上缺少统一的基础设施。投资者们不得使用大量的交易所，以便就上面分布的资产 进行

交易，他们也不得不从诸多不同的来源收集信息和交易策略。这种情况给我们创造了成 为该市场

中最大玩家的特殊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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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爱沙尼亚是区块链一体化框架下的革新国家，在对自己公民的日常服务中它积极使用这些技术:医疗卡和与医生 的相互

协作，替换“就业记录簿”以便与雇主交换及时信息等。国家的政府第一批谈论创建和整合Estcoin以便进行 国内结算的政

府之一。
8 ICO Rating进行的ICO市场研究(2018年1-3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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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根据WalrusCap开放数据分析服务的数据。

图6. 根据投资年限项目分类评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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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3个季度，有意向创建交易所、钱包和提供金融服务的项目吸引了合计超过2亿美元 的资金，

它不管是在融资金额还是在公司数量方面都持续在所有经济方向中领先。

交易所和兑换处

数据服务

区块链

混合智能

人工智能

物联网

企业

主节点

广告

保险

卫生

区块链服务

认证

交易平台

云存储

增强现实

移动

挖矿

交易

能源

安全

金融

加密基金

1061

546

368

346

250

181

170

124

114

105

104

81

72

71

57

55

43

33

32

26

25

10

10

674

399

544

404

637

142

435

263

82

524

278

164

122

227

95

70

151

26

123

-7

113

75

117

2775

382

835

1290

348

132

558

312

77

255

131

264

206

203

313

358

137

14

211

3

176

134

104

2

1

14

1

2

1

2

1

1

2

2

51

5

16

5

1

8

1

18

2

5

14

1

1061

546

148

346

250

181

170

124

114

105

104

16

65

4

18

55

40

33

-21

26

-12

-10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种类 平均ETH投资
回收率 (%)

BTC平均投
资回报率 (%)

美元平均投
资回报率 (%)

ICO统计 ETH投资回
报率中位数 (%)

排名

这种流行性很容易解释:交易所是一级基础设施产品，投资者很了解，它能生成稳定可 预测的现

金流，而最关键的是它拥有规模化的巨大潜力。正式这些因素确定了它超高的 平均投资回报率

(1061%)10，在ICO项目所有类型占领先地位。

结果是，就吸引投资规模而言，与提供金融服务、创建基础设施区块链和交易相关的 项目，

处于领先水平。

加密资产市场的积极动态和投资者对其基础设施的浓厚兴趣导致大量分散的交易机构和投资 平台

的创立。越来越多的公司走上小交易所这条路，创建新的货币并吸引那些想参加到具体 项目中的

投资者。除此之外，他们还启动了巨大数量的伴随项目和解决方案:如信息和分析 来源，交易平

台，金融公司。

但是市场上缺少统一的基础设施。投资者们不得使用大量的交易所，以便就上面分布的资产 进行

交易，他们也不得不从诸多不同的来源收集信息和交易策略。这种情况给我们创造了成 为该市场

中最大玩家的特殊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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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pZilla将如何工作?

我们为不同类型投资者开发他们所必需的解决方案，给我们的客户提供简单、易于自定义的 

界面。用户根据自己的任务和需求自行选择和接入他所需要的所有系统元素:模块，屏幕和 工具。

我们的系统由三个关键核心组成:交易核心，信息分析核心和被动交易核心，同时包含必 需的安全

系统包和额外的功能性解决方案。每个核心都包含有已接入的模块和屏幕包。

因此，想通过加密资产赚钱的交易员经常会遇到诸多不便:

在不同的交易所必须使用不同的账户;

跟踪投资组合的价值和评估收入的很复杂;

在不同平台上投资者感兴趣的资产清单不完全;

受限制的功能和工具;

界面不方面和交易统计不正确;

大宗交易时的点差和特别强的滑动;

黑客攻击和欺诈;

复杂且耗时较久的KYC流程。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目的是让交易过程迅速且方便的平台。

加密资产市场还有一个巨大问题是缺少统一的信息空间。为了选择最好的资产或交易策 略，投资

者不得不在公开的信息源中寻找信息，分析数十种信息资源，阅读各种分析渠 道来寻找适合他的

交易思路。这让投资过程耗时长、劳动量大，大大地降低加密市场的 吸引力，经常成为新投资者

进入市场的壁垒。

SwapZilla将改变这一情况。我们的交易平台向用户提供综合性服务，该服务不仅会让交 易过程

本身简单方便，也会让搜索和分析投资思路、处理新闻和公司信息、选择最佳交 易策略都变得简

单方便。使用我们SwapZilla独特的信息分析系统，交易员可以得到:

任何资产或市场细分的集成信息和新闻。

个人定制消息流。

最高效交易策略更新的产品册。

市场中专家的推荐和分析。

及时的和非常好的市场信号。

我们同样明白，存在很多潜在投资者，即使在拥有SwapZilla提供的整套工具基础条件下，他 们

也没有可能花费大量时间管理投资组合。我们的任务是在最小附加条件下向这种客户提供 允许他

们获得加密市场被动收入的服务。SwapZilla将包含以下功能:

跟单交易:使用我们的交易平台复制最成功交易员的策略。

根据我们专家团队开发出来的算法来实行的被动仲裁交易。

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借款(用于完成边际交易)。

深层次理解所有类型客户的需求允许我们开发出最有效的综合性工具。平台独特的条件和广 泛的

功能将让我们服务的用户数量成倍增加。

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是成为最好的交易平台，目的还在于建立符合市场所有玩家要求的基 础设

施解决方案，这些玩家包括私人投资者、职业管理人、交易所、新闻和信息出版机构、 开发交易

策略的公司等等。

对于交易所和其他B2B玩家来说，SwapZilla平台将很有价值，因为SwapZilla可以给他们带来稳 

定的新客户和交易流量。现在为了吸引用户，需要权威的广告和市场营销预算，我们的服务可以 

完成这个任务。带着使用我们全套服务目的来到我们交易平台的客户，将可以在所有连接到 

SwapZilla的交易所中进行交易，购买和使用我们合作伙伴的交易策略，使用整合的新闻和分析 

资源。

在我们的平台上投资者可获得所有必要工具、任何级别资产的权限和非常好的交易条 件:

在“一个窗口”机制下对任何加密资产的瞬时权限。

寻找最佳报价。

对客户来说最低的手续费。

出售大量资产并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委托的扇形分布)。

进行边际交易的权限。

可设置的交易员个人中心，有连接第三方软件产品的可能

市场

加密资产自其出现，就经历了巨大的进化历程，得到了巨大推广，它推翻了许多 关于它的消极预

测和前景暗淡的想法。对加密货币表现出直接兴趣人群的数量急 剧增加。其中既有职业玩家(交

易员、投资者等等)，也有普通用户。一些公司 (GMO Internet，Bitwage等)开始转向使用加密货

币来部分支付自己员工的工 资。其他一些项目(Ripple, Stellar)使用加密货币在几秒中完成国际跨

货币转 账，并已经为超过200个机构客户和大量中小型公司提供服务。数字货币的运用越 来越多

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PizzaForCoins - 支付食物订单，Expedia - 购买 机票，Overstock-在网上

商店为商品付款等等)，这给出了新市场前景的积极 面。

市场增长的规模和前景评估，是虚拟货币社区所有成员讨论的主题。一些人提出非常激 进的增长

预测;而另一些人则更为保守，主张逐步让加密货币与世界经济整合。但是， 依赖于全球发展动

态，关于加密货币市场将有巨大前景、且它将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 一部分这一概念，所有人的

想法都很接近。

当前加密货币市场处于波动性增长阶段。加密资产每24小时交易额达到150-200亿美元。两个 最

流行的加密货币即比特币和以太坊交易量的动态是最好的例子，它们在最近6年中显示出积 极的

增长。

 

有价值的建议

我们为什么创建SwapZilla?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加密货币和加密资产市场，现在持续且迅猛发展。当前已不见大肆宣传 

的身影，但交易量在持续增长，新的交易平台不断涌现，现有交易平台也在增长，它们都 提供将

一些代币交易成另一些代币的服务。现在市场上有240多家交易所，交易非常分散: 比如，3家大

型交易所(Binance, BitMax, OKEX)占据不到2%的市场。

当前有超过2000种货币和代币在流通，但在最大的交易所中总共最多能交易500种货 币对，大多

数平台只允许交易5-10种货币对。而且，加密货币市场中委托展示和执行 的速度，相对于

FOREX市场，要慢好几倍。市场基础设施仍然有发展空间。

12 ICO Rating进行的2018年1-3季度ICO市场研究

图7. ICO项目方向投资热度地图12

 参与人员数量的动态是另一个市场增长良好的指示器。 

加密钱包7用户的数量稳定增加，就在最近其数字已超过4000万。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在了解加密资产的优势，这导致了关于自然出现的新市场是否合法这一 不可

避免的问题和争议。其结果是各国不得不修订自己的法律以配合新的现实。现在也观察 到一些国

家慢慢承认加密货币法律地位和将数字交易元素嵌入到传统经济系统中这一趋势。

 在此情况下，在一些国家(如爱沙尼亚)区块链进入日常使用范畴，对使用加密货币进行结 算大家

都表示欢迎8。

随着这一市场的发展及对它的认可，用户经历着对现代化的、技术、金融、信息、 分析交易新投

资工具的需求。专业做ICO的投资者和基金对金融服务和交易平台越来 越浓厚的兴趣，是这个需

求的实际体现。

可以根据相应项目ICO吸引的资金规模来评判，对加密货币金融服务的巨大兴趣确实存在:在 2018

年第3个季度，有意向创建交易所、钱包和提供金融服务的项目吸引了合计超过2亿美元 的资金，

它不管是在融资金额还是在公司数量方面都持续在所有经济方向中领先。
这种流行性很容易解释:交易所是一级基础设施产品，投资者很了解，它能生成稳定可 预测的现

金流，而最关键的是它拥有规模化的巨大潜力。正式这些因素确定了它超高的 平均投资回报率

(1061%)10，在ICO项目所有类型占领先地位。

结果是，就吸引投资规模而言，与提供金融服务、创建基础设施区块链和交易相关的 项目，

处于领先水平。

加密资产市场的积极动态和投资者对其基础设施的浓厚兴趣导致大量分散的交易机构和投资 平台

的创立。越来越多的公司走上小交易所这条路，创建新的货币并吸引那些想参加到具体 项目中的

投资者。除此之外，他们还启动了巨大数量的伴随项目和解决方案:如信息和分析 来源，交易平

台，金融公司。

但是市场上缺少统一的基础设施。投资者们不得使用大量的交易所，以便就上面分布的资产 进行

交易，他们也不得不从诸多不同的来源收集信息和交易策略。这种情况给我们创造了成 为该市场

中最大玩家的特殊机会。

 

对任何一个B2B玩家来说开通SwapZilla都是免费的，且可立即使其客户基 础增加数十倍。

我们计划成为市场中最大的基础设施玩家之一，使那些未经我们授权工具没有通过API(应用 程序

接口)整合到SwapZilla生态系统的机会。这个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动化，我们合 作伙伴来

说最快速和便捷地使用它，并可以极大地降低任何一个交易所、资源或者产品接入 SwapZilla交

易平台的费用。

除了市场营销，任何一个交易所最主要的开支项就是与用户相关的开支:注册时进行的KYC流程，

客户品 德正常管理，进行技术支持等。在SwapZilla上我们的合作伙伴完全无需支付这些支出。

我们交易平台的 所有客户在注册时都要进行KYC流程，并通过在每个交易所合作伙伴上公开的

SwapZilla统一钱包来完成 操作。我们将自行跟踪SwapZilla用户的道德， 

如果出现类似的必要时，我们将与银行和监管机构相互协作。我们的交易平台还将创建24小 时多

语言技术支持中心，这将给予我们在没有交易所员工协助的情况下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

这些服务让我们平台对交易所更有吸引力:接入SwapZilla，他们不仅可以得到客户，而且这 些客

户还是会完成操作、给交易所生成手续费收入、但同时不给交易所带来相关费用的“净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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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pZilla将如何工作?

我们为不同类型投资者开发他们所必需的解决方案，给我们的客户提供简单、易于自定义的 

界面。用户根据自己的任务和需求自行选择和接入他所需要的所有系统元素:模块，屏幕和 工具。

我们的系统由三个关键核心组成:交易核心，信息分析核心和被动交易核心，同时包含必 需的安全

系统包和额外的功能性解决方案。每个核心都包含有已接入的模块和屏幕包。

因此，想通过加密资产赚钱的交易员经常会遇到诸多不便:

在不同的交易所必须使用不同的账户;

跟踪投资组合的价值和评估收入的很复杂;

在不同平台上投资者感兴趣的资产清单不完全;

受限制的功能和工具;

界面不方面和交易统计不正确;

大宗交易时的点差和特别强的滑动;

黑客攻击和欺诈;

复杂且耗时较久的KYC流程。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目的是让交易过程迅速且方便的平台。

加密资产市场还有一个巨大问题是缺少统一的信息空间。为了选择最好的资产或交易策 略，投资

者不得不在公开的信息源中寻找信息，分析数十种信息资源，阅读各种分析渠 道来寻找适合他的

交易思路。这让投资过程耗时长、劳动量大，大大地降低加密市场的 吸引力，经常成为新投资者

进入市场的壁垒。

SwapZilla将改变这一情况。我们的交易平台向用户提供综合性服务，该服务不仅会让交 易过程

本身简单方便，也会让搜索和分析投资思路、处理新闻和公司信息、选择最佳交 易策略都变得简

单方便。使用我们SwapZilla独特的信息分析系统，交易员可以得到:

任何资产或市场细分的集成信息和新闻。

个人定制消息流。

最高效交易策略更新的产品册。

市场中专家的推荐和分析。

及时的和非常好的市场信号。

我们同样明白，存在很多潜在投资者，即使在拥有SwapZilla提供的整套工具基础条件下，他 们

也没有可能花费大量时间管理投资组合。我们的任务是在最小附加条件下向这种客户提供 允许他

们获得加密市场被动收入的服务。SwapZilla将包含以下功能:

跟单交易:使用我们的交易平台复制最成功交易员的策略。

根据我们专家团队开发出来的算法来实行的被动仲裁交易。

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借款(用于完成边际交易)。

深层次理解所有类型客户的需求允许我们开发出最有效的综合性工具。平台独特的条件和广 泛的

功能将让我们服务的用户数量成倍增加。

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是成为最好的交易平台，目的还在于建立符合市场所有玩家要求的基 础设

施解决方案，这些玩家包括私人投资者、职业管理人、交易所、新闻和信息出版机构、 开发交易

策略的公司等等。

对于交易所和其他B2B玩家来说，SwapZilla平台将很有价值，因为SwapZilla可以给他们带来稳 

定的新客户和交易流量。现在为了吸引用户，需要权威的广告和市场营销预算，我们的服务可以 

完成这个任务。带着使用我们全套服务目的来到我们交易平台的客户，将可以在所有连接到 

SwapZilla的交易所中进行交易，购买和使用我们合作伙伴的交易策略，使用整合的新闻和分析 

资源。

在我们的平台上投资者可获得所有必要工具、任何级别资产的权限和非常好的交易条 件:

在“一个窗口”机制下对任何加密资产的瞬时权限。

寻找最佳报价。

对客户来说最低的手续费。

出售大量资产并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委托的扇形分布)。

进行边际交易的权限。

可设置的交易员个人中心，有连接第三方软件产品的可能

市场

加密资产自其出现，就经历了巨大的进化历程，得到了巨大推广，它推翻了许多 关于它的消极预

测和前景暗淡的想法。对加密货币表现出直接兴趣人群的数量急 剧增加。其中既有职业玩家(交

易员、投资者等等)，也有普通用户。一些公司 (GMO Internet，Bitwage等)开始转向使用加密货

币来部分支付自己员工的工 资。其他一些项目(Ripple, Stellar)使用加密货币在几秒中完成国际跨

货币转 账，并已经为超过200个机构客户和大量中小型公司提供服务。数字货币的运用越 来越多

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PizzaForCoins - 支付食物订单，Expedia - 购买 机票，Overstock-在网上

商店为商品付款等等)，这给出了新市场前景的积极 面。

市场增长的规模和前景评估，是虚拟货币社区所有成员讨论的主题。一些人提出非常激 进的增长

预测;而另一些人则更为保守，主张逐步让加密货币与世界经济整合。但是， 依赖于全球发展动

态，关于加密货币市场将有巨大前景、且它将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 一部分这一概念，所有人的

想法都很接近。

当前加密货币市场处于波动性增长阶段。加密资产每24小时交易额达到150-200亿美元。两个 最

流行的加密货币即比特币和以太坊交易量的动态是最好的例子，它们在最近6年中显示出积 极的

增长。

 

有价值的建议

我们为什么创建SwapZilla?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加密货币和加密资产市场，现在持续且迅猛发展。当前已不见大肆宣传 

的身影，但交易量在持续增长，新的交易平台不断涌现，现有交易平台也在增长，它们都 提供将

一些代币交易成另一些代币的服务。现在市场上有240多家交易所，交易非常分散: 比如，3家大

型交易所(Binance, BitMax, OKEX)占据不到2%的市场。

当前有超过2000种货币和代币在流通，但在最大的交易所中总共最多能交易500种货 币对，大多

数平台只允许交易5-10种货币对。而且，加密货币市场中委托展示和执行 的速度，相对于

FOREX市场，要慢好几倍。市场基础设施仍然有发展空间。

 图8. 加密货币交易所市场结构和可使用货币对分析

 参与人员数量的动态是另一个市场增长良好的指示器。 

加密钱包7用户的数量稳定增加，就在最近其数字已超过4000万。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在了解加密资产的优势，这导致了关于自然出现的新市场是否合法这一 不可

避免的问题和争议。其结果是各国不得不修订自己的法律以配合新的现实。现在也观察 到一些国

家慢慢承认加密货币法律地位和将数字交易元素嵌入到传统经济系统中这一趋势。

 在此情况下，在一些国家(如爱沙尼亚)区块链进入日常使用范畴，对使用加密货币进行结 算大家

都表示欢迎8。

随着这一市场的发展及对它的认可，用户经历着对现代化的、技术、金融、信息、 分析交易新投

资工具的需求。专业做ICO的投资者和基金对金融服务和交易平台越来 越浓厚的兴趣，是这个需

求的实际体现。

可以根据相应项目ICO吸引的资金规模来评判，对加密货币金融服务的巨大兴趣确实存在:在 2018

年第3个季度，有意向创建交易所、钱包和提供金融服务的项目吸引了合计超过2亿美元 的资金，

它不管是在融资金额还是在公司数量方面都持续在所有经济方向中领先。
这种流行性很容易解释:交易所是一级基础设施产品，投资者很了解，它能生成稳定可 预测的现

金流，而最关键的是它拥有规模化的巨大潜力。正式这些因素确定了它超高的 平均投资回报率

(1061%)10，在ICO项目所有类型占领先地位。

结果是，就吸引投资规模而言，与提供金融服务、创建基础设施区块链和交易相关的 项目，

处于领先水平。

加密资产市场的积极动态和投资者对其基础设施的浓厚兴趣导致大量分散的交易机构和投资 平台

的创立。越来越多的公司走上小交易所这条路，创建新的货币并吸引那些想参加到具体 项目中的

投资者。除此之外，他们还启动了巨大数量的伴随项目和解决方案:如信息和分析 来源，交易平

台，金融公司。

但是市场上缺少统一的基础设施。投资者们不得使用大量的交易所，以便就上面分布的资产 进行

交易，他们也不得不从诸多不同的来源收集信息和交易策略。这种情况给我们创造了成 为该市场

中最大玩家的特殊机会。

 

对任何一个B2B玩家来说开通SwapZilla都是免费的，且可立即使其客户基 础增加数十倍。

我们计划成为市场中最大的基础设施玩家之一，使那些未经我们授权工具没有通过API(应用 程序

接口)整合到SwapZilla生态系统的机会。这个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动化，我们合 作伙伴来

说最快速和便捷地使用它，并可以极大地降低任何一个交易所、资源或者产品接入 SwapZilla交

易平台的费用。

除了市场营销，任何一个交易所最主要的开支项就是与用户相关的开支:注册时进行的KYC流程，

客户品 德正常管理，进行技术支持等。在SwapZilla上我们的合作伙伴完全无需支付这些支出。

我们交易平台的 所有客户在注册时都要进行KYC流程，并通过在每个交易所合作伙伴上公开的

SwapZilla统一钱包来完成 操作。我们将自行跟踪SwapZilla用户的道德， 

如果出现类似的必要时，我们将与银行和监管机构相互协作。我们的交易平台还将创建24小 时多

语言技术支持中心，这将给予我们在没有交易所员工协助的情况下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

这些服务让我们平台对交易所更有吸引力:接入SwapZilla，他们不仅可以得到客户，而且这 些客

户还是会完成操作、给交易所生成手续费收入、但同时不给交易所带来相关费用的“净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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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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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COM
B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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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nB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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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obi Global
HitBTC
Coineal
59  个货币对

IDAX
BitForex
Cryptonex

85,6%

其他交易所

最大的15家交易所

14,4%



SwapZilla将如何工作?

我们为不同类型投资者开发他们所必需的解决方案，给我们的客户提供简单、易于自定义的 

界面。用户根据自己的任务和需求自行选择和接入他所需要的所有系统元素:模块，屏幕和 工具。

我们的系统由三个关键核心组成:交易核心，信息分析核心和被动交易核心，同时包含必 需的安全

系统包和额外的功能性解决方案。每个核心都包含有已接入的模块和屏幕包。

因此，想通过加密资产赚钱的交易员经常会遇到诸多不便:

在不同的交易所必须使用不同的账户;

跟踪投资组合的价值和评估收入的很复杂;

在不同平台上投资者感兴趣的资产清单不完全;

受限制的功能和工具;

界面不方面和交易统计不正确;

大宗交易时的点差和特别强的滑动;

黑客攻击和欺诈;

复杂且耗时较久的KYC流程。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目的是让交易过程迅速且方便的平台。

加密资产市场还有一个巨大问题是缺少统一的信息空间。为了选择最好的资产或交易策 略，投资

者不得不在公开的信息源中寻找信息，分析数十种信息资源，阅读各种分析渠 道来寻找适合他的

交易思路。这让投资过程耗时长、劳动量大，大大地降低加密市场的 吸引力，经常成为新投资者

进入市场的壁垒。

SwapZilla将改变这一情况。我们的交易平台向用户提供综合性服务，该服务不仅会让交 易过程

本身简单方便，也会让搜索和分析投资思路、处理新闻和公司信息、选择最佳交 易策略都变得简

单方便。使用我们SwapZilla独特的信息分析系统，交易员可以得到:

任何资产或市场细分的集成信息和新闻。

个人定制消息流。

最高效交易策略更新的产品册。

市场中专家的推荐和分析。

及时的和非常好的市场信号。

我们同样明白，存在很多潜在投资者，即使在拥有SwapZilla提供的整套工具基础条件下，他 们

也没有可能花费大量时间管理投资组合。我们的任务是在最小附加条件下向这种客户提供 允许他

们获得加密市场被动收入的服务。SwapZilla将包含以下功能:

跟单交易:使用我们的交易平台复制最成功交易员的策略。

根据我们专家团队开发出来的算法来实行的被动仲裁交易。

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借款(用于完成边际交易)。

深层次理解所有类型客户的需求允许我们开发出最有效的综合性工具。平台独特的条件和广 泛的

功能将让我们服务的用户数量成倍增加。

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是成为最好的交易平台，目的还在于建立符合市场所有玩家要求的基 础设

施解决方案，这些玩家包括私人投资者、职业管理人、交易所、新闻和信息出版机构、 开发交易

策略的公司等等。

对于交易所和其他B2B玩家来说，SwapZilla平台将很有价值，因为SwapZilla可以给他们带来稳 

定的新客户和交易流量。现在为了吸引用户，需要权威的广告和市场营销预算，我们的服务可以 

完成这个任务。带着使用我们全套服务目的来到我们交易平台的客户，将可以在所有连接到 

SwapZilla的交易所中进行交易，购买和使用我们合作伙伴的交易策略，使用整合的新闻和分析 

资源。

在我们的平台上投资者可获得所有必要工具、任何级别资产的权限和非常好的交易条 件:

在“一个窗口”机制下对任何加密资产的瞬时权限。

寻找最佳报价。

对客户来说最低的手续费。

出售大量资产并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委托的扇形分布)。

进行边际交易的权限。

可设置的交易员个人中心，有连接第三方软件产品的可能

市场

加密资产自其出现，就经历了巨大的进化历程，得到了巨大推广，它推翻了许多 关于它的消极预

测和前景暗淡的想法。对加密货币表现出直接兴趣人群的数量急 剧增加。其中既有职业玩家(交

易员、投资者等等)，也有普通用户。一些公司 (GMO Internet，Bitwage等)开始转向使用加密货

币来部分支付自己员工的工 资。其他一些项目(Ripple, Stellar)使用加密货币在几秒中完成国际跨

货币转 账，并已经为超过200个机构客户和大量中小型公司提供服务。数字货币的运用越 来越多

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PizzaForCoins - 支付食物订单，Expedia - 购买 机票，Overstock-在网上

商店为商品付款等等)，这给出了新市场前景的积极 面。

市场增长的规模和前景评估，是虚拟货币社区所有成员讨论的主题。一些人提出非常激 进的增长

预测;而另一些人则更为保守，主张逐步让加密货币与世界经济整合。但是， 依赖于全球发展动

态，关于加密货币市场将有巨大前景、且它将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 一部分这一概念，所有人的

想法都很接近。

当前加密货币市场处于波动性增长阶段。加密资产每24小时交易额达到150-200亿美元。两个 最

流行的加密货币即比特币和以太坊交易量的动态是最好的例子，它们在最近6年中显示出积 极的

增长。

 

有价值的建议

我们为什么创建SwapZilla?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加密货币和加密资产市场，现在持续且迅猛发展。当前已不见大肆宣传 

的身影，但交易量在持续增长，新的交易平台不断涌现，现有交易平台也在增长，它们都 提供将

一些代币交易成另一些代币的服务。现在市场上有240多家交易所，交易非常分散: 比如，3家大

型交易所(Binance, BitMax, OKEX)占据不到2%的市场。

当前有超过2000种货币和代币在流通，但在最大的交易所中总共最多能交易500种货 币对，大多

数平台只允许交易5-10种货币对。而且，加密货币市场中委托展示和执行 的速度，相对于

FOREX市场，要慢好几倍。市场基础设施仍然有发展空间。

图9. SwapZilla的工作原则

 参与人员数量的动态是另一个市场增长良好的指示器。 

加密钱包7用户的数量稳定增加，就在最近其数字已超过4000万。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在了解加密资产的优势，这导致了关于自然出现的新市场是否合法这一 不可

避免的问题和争议。其结果是各国不得不修订自己的法律以配合新的现实。现在也观察 到一些国

家慢慢承认加密货币法律地位和将数字交易元素嵌入到传统经济系统中这一趋势。

 在此情况下，在一些国家(如爱沙尼亚)区块链进入日常使用范畴，对使用加密货币进行结 算大家

都表示欢迎8。

随着这一市场的发展及对它的认可，用户经历着对现代化的、技术、金融、信息、 分析交易新投

资工具的需求。专业做ICO的投资者和基金对金融服务和交易平台越来 越浓厚的兴趣，是这个需

求的实际体现。

可以根据相应项目ICO吸引的资金规模来评判，对加密货币金融服务的巨大兴趣确实存在:在 2018

年第3个季度，有意向创建交易所、钱包和提供金融服务的项目吸引了合计超过2亿美元 的资金，

它不管是在融资金额还是在公司数量方面都持续在所有经济方向中领先。
这种流行性很容易解释:交易所是一级基础设施产品，投资者很了解，它能生成稳定可 预测的现

金流，而最关键的是它拥有规模化的巨大潜力。正式这些因素确定了它超高的 平均投资回报率

(1061%)10，在ICO项目所有类型占领先地位。

结果是，就吸引投资规模而言，与提供金融服务、创建基础设施区块链和交易相关的 项目，

处于领先水平。

加密资产市场的积极动态和投资者对其基础设施的浓厚兴趣导致大量分散的交易机构和投资 平台

的创立。越来越多的公司走上小交易所这条路，创建新的货币并吸引那些想参加到具体 项目中的

投资者。除此之外，他们还启动了巨大数量的伴随项目和解决方案:如信息和分析 来源，交易平

台，金融公司。

但是市场上缺少统一的基础设施。投资者们不得使用大量的交易所，以便就上面分布的资产 进行

交易，他们也不得不从诸多不同的来源收集信息和交易策略。这种情况给我们创造了成 为该市场

中最大玩家的特殊机会。

 

对任何一个B2B玩家来说开通SwapZilla都是免费的，且可立即使其客户基 础增加数十倍。

我们计划成为市场中最大的基础设施玩家之一，使那些未经我们授权工具没有通过API(应用 程序

接口)整合到SwapZilla生态系统的机会。这个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动化，我们合 作伙伴来

说最快速和便捷地使用它，并可以极大地降低任何一个交易所、资源或者产品接入 SwapZilla交

易平台的费用。

除了市场营销，任何一个交易所最主要的开支项就是与用户相关的开支:注册时进行的KYC流程，

客户品 德正常管理，进行技术支持等。在SwapZilla上我们的合作伙伴完全无需支付这些支出。

我们交易平台的 所有客户在注册时都要进行KYC流程，并通过在每个交易所合作伙伴上公开的

SwapZilla统一钱包来完成 操作。我们将自行跟踪SwapZilla用户的道德， 

如果出现类似的必要时，我们将与银行和监管机构相互协作。我们的交易平台还将创建24小 时多

语言技术支持中心，这将给予我们在没有交易所员工协助的情况下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

这些服务让我们平台对交易所更有吸引力:接入SwapZilla，他们不仅可以得到客户，而且这 些客

户还是会完成操作、给交易所生成手续费收入、但同时不给交易所带来相关费用的“净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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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统一的KYC 流程*

访问最大加密资产
 清单的权限

客户 资产交易所



SwapZilla将如何工作?

我们为不同类型投资者开发他们所必需的解决方案，给我们的客户提供简单、易于自定义的 

界面。用户根据自己的任务和需求自行选择和接入他所需要的所有系统元素:模块，屏幕和 工具。

我们的系统由三个关键核心组成:交易核心，信息分析核心和被动交易核心，同时包含必 需的安全

系统包和额外的功能性解决方案。每个核心都包含有已接入的模块和屏幕包。

因此，想通过加密资产赚钱的交易员经常会遇到诸多不便:

在不同的交易所必须使用不同的账户;

跟踪投资组合的价值和评估收入的很复杂;

在不同平台上投资者感兴趣的资产清单不完全;

受限制的功能和工具;

界面不方面和交易统计不正确;

大宗交易时的点差和特别强的滑动;

黑客攻击和欺诈;

复杂且耗时较久的KYC流程。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目的是让交易过程迅速且方便的平台。

加密资产市场还有一个巨大问题是缺少统一的信息空间。为了选择最好的资产或交易策 略，投资

者不得不在公开的信息源中寻找信息，分析数十种信息资源，阅读各种分析渠 道来寻找适合他的

交易思路。这让投资过程耗时长、劳动量大，大大地降低加密市场的 吸引力，经常成为新投资者

进入市场的壁垒。

SwapZilla将改变这一情况。我们的交易平台向用户提供综合性服务，该服务不仅会让交 易过程

本身简单方便，也会让搜索和分析投资思路、处理新闻和公司信息、选择最佳交 易策略都变得简

单方便。使用我们SwapZilla独特的信息分析系统，交易员可以得到:

任何资产或市场细分的集成信息和新闻。

个人定制消息流。

最高效交易策略更新的产品册。

市场中专家的推荐和分析。

及时的和非常好的市场信号。

我们同样明白，存在很多潜在投资者，即使在拥有SwapZilla提供的整套工具基础条件下，他 们

也没有可能花费大量时间管理投资组合。我们的任务是在最小附加条件下向这种客户提供 允许他

们获得加密市场被动收入的服务。SwapZilla将包含以下功能:

跟单交易:使用我们的交易平台复制最成功交易员的策略。

根据我们专家团队开发出来的算法来实行的被动仲裁交易。

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借款(用于完成边际交易)。

深层次理解所有类型客户的需求允许我们开发出最有效的综合性工具。平台独特的条件和广 泛的

功能将让我们服务的用户数量成倍增加。

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是成为最好的交易平台，目的还在于建立符合市场所有玩家要求的基 础设

施解决方案，这些玩家包括私人投资者、职业管理人、交易所、新闻和信息出版机构、 开发交易

策略的公司等等。

对于交易所和其他B2B玩家来说，SwapZilla平台将很有价值，因为SwapZilla可以给他们带来稳 

定的新客户和交易流量。现在为了吸引用户，需要权威的广告和市场营销预算，我们的服务可以 

完成这个任务。带着使用我们全套服务目的来到我们交易平台的客户，将可以在所有连接到 

SwapZilla的交易所中进行交易，购买和使用我们合作伙伴的交易策略，使用整合的新闻和分析 

资源。

在我们的平台上投资者可获得所有必要工具、任何级别资产的权限和非常好的交易条 件:

在“一个窗口”机制下对任何加密资产的瞬时权限。

寻找最佳报价。

对客户来说最低的手续费。

出售大量资产并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委托的扇形分布)。

进行边际交易的权限。

可设置的交易员个人中心，有连接第三方软件产品的可能

市场

加密资产自其出现，就经历了巨大的进化历程，得到了巨大推广，它推翻了许多 关于它的消极预

测和前景暗淡的想法。对加密货币表现出直接兴趣人群的数量急 剧增加。其中既有职业玩家(交

易员、投资者等等)，也有普通用户。一些公司 (GMO Internet，Bitwage等)开始转向使用加密货

币来部分支付自己员工的工 资。其他一些项目(Ripple, Stellar)使用加密货币在几秒中完成国际跨

货币转 账，并已经为超过200个机构客户和大量中小型公司提供服务。数字货币的运用越 来越多

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PizzaForCoins - 支付食物订单，Expedia - 购买 机票，Overstock-在网上

商店为商品付款等等)，这给出了新市场前景的积极 面。

市场增长的规模和前景评估，是虚拟货币社区所有成员讨论的主题。一些人提出非常激 进的增长

预测;而另一些人则更为保守，主张逐步让加密货币与世界经济整合。但是， 依赖于全球发展动

态，关于加密货币市场将有巨大前景、且它将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 一部分这一概念，所有人的

想法都很接近。

当前加密货币市场处于波动性增长阶段。加密资产每24小时交易额达到150-200亿美元。两个 最

流行的加密货币即比特币和以太坊交易量的动态是最好的例子，它们在最近6年中显示出积 极的

增长。

 

有价值的建议

我们为什么创建SwapZilla?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加密货币和加密资产市场，现在持续且迅猛发展。当前已不见大肆宣传 

的身影，但交易量在持续增长，新的交易平台不断涌现，现有交易平台也在增长，它们都 提供将

一些代币交易成另一些代币的服务。现在市场上有240多家交易所，交易非常分散: 比如，3家大

型交易所(Binance, BitMax, OKEX)占据不到2%的市场。

当前有超过2000种货币和代币在流通，但在最大的交易所中总共最多能交易500种货 币对，大多

数平台只允许交易5-10种货币对。而且，加密货币市场中委托展示和执行 的速度，相对于

FOREX市场，要慢好几倍。市场基础设施仍然有发展空间。

 参与人员数量的动态是另一个市场增长良好的指示器。 

加密钱包7用户的数量稳定增加，就在最近其数字已超过4000万。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在了解加密资产的优势，这导致了关于自然出现的新市场是否合法这一 不可

避免的问题和争议。其结果是各国不得不修订自己的法律以配合新的现实。现在也观察 到一些国

家慢慢承认加密货币法律地位和将数字交易元素嵌入到传统经济系统中这一趋势。

 在此情况下，在一些国家(如爱沙尼亚)区块链进入日常使用范畴，对使用加密货币进行结 算大家

都表示欢迎8。

随着这一市场的发展及对它的认可，用户经历着对现代化的、技术、金融、信息、 分析交易新投

资工具的需求。专业做ICO的投资者和基金对金融服务和交易平台越来 越浓厚的兴趣，是这个需

求的实际体现。

可以根据相应项目ICO吸引的资金规模来评判，对加密货币金融服务的巨大兴趣确实存在:在 2018

年第3个季度，有意向创建交易所、钱包和提供金融服务的项目吸引了合计超过2亿美元 的资金，

它不管是在融资金额还是在公司数量方面都持续在所有经济方向中领先。
这种流行性很容易解释:交易所是一级基础设施产品，投资者很了解，它能生成稳定可 预测的现

金流，而最关键的是它拥有规模化的巨大潜力。正式这些因素确定了它超高的 平均投资回报率

(1061%)10，在ICO项目所有类型占领先地位。

结果是，就吸引投资规模而言，与提供金融服务、创建基础设施区块链和交易相关的 项目，

处于领先水平。

加密资产市场的积极动态和投资者对其基础设施的浓厚兴趣导致大量分散的交易机构和投资 平台

的创立。越来越多的公司走上小交易所这条路，创建新的货币并吸引那些想参加到具体 项目中的

投资者。除此之外，他们还启动了巨大数量的伴随项目和解决方案:如信息和分析 来源，交易平

台，金融公司。

但是市场上缺少统一的基础设施。投资者们不得使用大量的交易所，以便就上面分布的资产 进行

交易，他们也不得不从诸多不同的来源收集信息和交易策略。这种情况给我们创造了成 为该市场

中最大玩家的特殊机会。

 

对任何一个B2B玩家来说开通SwapZilla都是免费的，且可立即使其客户基 础增加数十倍。

我们计划成为市场中最大的基础设施玩家之一，使那些未经我们授权工具没有通过API(应用 程序

接口)整合到SwapZilla生态系统的机会。这个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动化，我们合 作伙伴来

说最快速和便捷地使用它，并可以极大地降低任何一个交易所、资源或者产品接入 SwapZilla交

易平台的费用。

除了市场营销，任何一个交易所最主要的开支项就是与用户相关的开支:注册时进行的KYC流程，

客户品 德正常管理，进行技术支持等。在SwapZilla上我们的合作伙伴完全无需支付这些支出。

我们交易平台的 所有客户在注册时都要进行KYC流程，并通过在每个交易所合作伙伴上公开的

SwapZilla统一钱包来完成 操作。我们将自行跟踪SwapZilla用户的道德， 

如果出现类似的必要时，我们将与银行和监管机构相互协作。我们的交易平台还将创建24小 时多

语言技术支持中心，这将给予我们在没有交易所员工协助的情况下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

这些服务让我们平台对交易所更有吸引力:接入SwapZilla，他们不仅可以得到客户，而且这 些客

户还是会完成操作、给交易所生成手续费收入、但同时不给交易所带来相关费用的“净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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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核心

交易所屏幕

这个屏幕包含关于所有接入SwapZilla交易所的关键信息:可用货币对数量，交易量和价格 波动。

在它的帮助下，用户可以了解哪些资产，在每个交易所中分别是什么价格，选择并将 自己的账户

连接到最感兴趣的平台，跟踪平台上发生的变化并跟踪这个交易所中自己余额的 变化动态。

资产屏幕

借助该资产屏幕，SwapZilla的客户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所有可购买和出售的资产，其 价格

和交易量。就每个资产都可以查到关于其当前最好报价(指定交易所)的信息，以及关 于代币交易

的信息、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深度等等。使用该屏幕时，用户可以跟踪交易并 根据他感兴趣的

资产完成交易，看到每个资产中自己的余额。

本期财务状况屏幕

带有关于交易员本期财务状况的综合信息屏幕:所购买的资产及其价格，交易所，投资组 合总价

值曲线，交易员策略盈利性。

统计模块

这个模块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用来详细分析交易员当前投资组合的工具。这里根据交 易员

的每个资产和每个投资组合，总体上对市场专业参与者感兴趣的参数进行自动计算:波 动性和风

险，beta系数，夏普比率和特雷诺比率等等。

使用它，SwapZilla的客户可以方便地分析自己的投资组合并做出关于改变其结构的 决定和或进

行新投资的决定。

该模块第二部分是对任何资产进行统计分析及在其添加时对当前投资组合影响进行分 析工具。首

先，它们允许使用统计方法详细评估给定时间间隔中每个资产的风险和收 益率，第二，它们允许

回答“在添加相应数量的所选资产后，投资组合是否会更有 效?”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在该模块

框架下，从风险最小化或收益率最大化角度出 发，将使用一些方法来统计评估当前资产投资组合

的最优结构。

 

交易所委托模块

我们以金融市场最好的实践作为目标，因此我们平台的工作将基于Best Execution原则，即 委托

最佳(以最佳价格)执行原则。

SwapZilla将如何工作?

我们为不同类型投资者开发他们所必需的解决方案，给我们的客户提供简单、易于自定义的 

界面。用户根据自己的任务和需求自行选择和接入他所需要的所有系统元素:模块，屏幕和 工具。

我们的系统由三个关键核心组成:交易核心，信息分析核心和被动交易核心，同时包含必 需的安全

系统包和额外的功能性解决方案。每个核心都包含有已接入的模块和屏幕包。

因此，想通过加密资产赚钱的交易员经常会遇到诸多不便:

在不同的交易所必须使用不同的账户;

跟踪投资组合的价值和评估收入的很复杂;

在不同平台上投资者感兴趣的资产清单不完全;

受限制的功能和工具;

界面不方面和交易统计不正确;

大宗交易时的点差和特别强的滑动;

黑客攻击和欺诈;

复杂且耗时较久的KYC流程。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目的是让交易过程迅速且方便的平台。

模块包括:

生成交易所委托的界面:货币，交易量，委托类型，状态。

委托的扇形分布机制。

跟踪已展示委托的界面 - 带有执行委托完整价格(考虑到可能的手续费)图像。

加密资产市场还有一个巨大问题是缺少统一的信息空间。为了选择最好的资产或交易策 略，投资

者不得不在公开的信息源中寻找信息，分析数十种信息资源，阅读各种分析渠 道来寻找适合他的

交易思路。这让投资过程耗时长、劳动量大，大大地降低加密市场的 吸引力，经常成为新投资者

进入市场的壁垒。

SwapZilla将改变这一情况。我们的交易平台向用户提供综合性服务，该服务不仅会让交 易过程

本身简单方便，也会让搜索和分析投资思路、处理新闻和公司信息、选择最佳交 易策略都变得简

单方便。使用我们SwapZilla独特的信息分析系统，交易员可以得到:

任何资产或市场细分的集成信息和新闻。

个人定制消息流。

最高效交易策略更新的产品册。

市场中专家的推荐和分析。

及时的和非常好的市场信号。

我们同样明白，存在很多潜在投资者，即使在拥有SwapZilla提供的整套工具基础条件下，他 们

也没有可能花费大量时间管理投资组合。我们的任务是在最小附加条件下向这种客户提供 允许他

们获得加密市场被动收入的服务。SwapZilla将包含以下功能:

跟单交易:使用我们的交易平台复制最成功交易员的策略。

根据我们专家团队开发出来的算法来实行的被动仲裁交易。

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借款(用于完成边际交易)。

深层次理解所有类型客户的需求允许我们开发出最有效的综合性工具。平台独特的条件和广 泛的

功能将让我们服务的用户数量成倍增加。

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是成为最好的交易平台，目的还在于建立符合市场所有玩家要求的基 础设

施解决方案，这些玩家包括私人投资者、职业管理人、交易所、新闻和信息出版机构、 开发交易

策略的公司等等。

对于交易所和其他B2B玩家来说，SwapZilla平台将很有价值，因为SwapZilla可以给他们带来稳 

定的新客户和交易流量。现在为了吸引用户，需要权威的广告和市场营销预算，我们的服务可以 

完成这个任务。带着使用我们全套服务目的来到我们交易平台的客户，将可以在所有连接到 

SwapZilla的交易所中进行交易，购买和使用我们合作伙伴的交易策略，使用整合的新闻和分析 

资源。

在我们的平台上投资者可获得所有必要工具、任何级别资产的权限和非常好的交易条 件:

在“一个窗口”机制下对任何加密资产的瞬时权限。

寻找最佳报价。

对客户来说最低的手续费。

出售大量资产并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委托的扇形分布)。

进行边际交易的权限。

可设置的交易员个人中心，有连接第三方软件产品的可能

有价值的建议

我们为什么创建SwapZilla?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加密货币和加密资产市场，现在持续且迅猛发展。当前已不见大肆宣传 

的身影，但交易量在持续增长，新的交易平台不断涌现，现有交易平台也在增长，它们都 提供将

一些代币交易成另一些代币的服务。现在市场上有240多家交易所，交易非常分散: 比如，3家大

型交易所(Binance, BitMax, OKEX)占据不到2%的市场。

当前有超过2000种货币和代币在流通，但在最大的交易所中总共最多能交易500种货 币对，大多

数平台只允许交易5-10种货币对。而且，加密货币市场中委托展示和执行 的速度，相对于

FOREX市场，要慢好几倍。市场基础设施仍然有发展空间。

对任何一个B2B玩家来说开通SwapZilla都是免费的，且可立即使其客户基 础增加数十倍。

我们计划成为市场中最大的基础设施玩家之一，使那些未经我们授权工具没有通过API(应用 程序

接口)整合到SwapZilla生态系统的机会。这个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动化，我们合 作伙伴来

说最快速和便捷地使用它，并可以极大地降低任何一个交易所、资源或者产品接入 SwapZilla交

易平台的费用。

除了市场营销，任何一个交易所最主要的开支项就是与用户相关的开支:注册时进行的KYC流程，

客户品 德正常管理，进行技术支持等。在SwapZilla上我们的合作伙伴完全无需支付这些支出。

我们交易平台的 所有客户在注册时都要进行KYC流程，并通过在每个交易所合作伙伴上公开的

SwapZilla统一钱包来完成 操作。我们将自行跟踪SwapZilla用户的道德， 

如果出现类似的必要时，我们将与银行和监管机构相互协作。我们的交易平台还将创建24小 时多

语言技术支持中心，这将给予我们在没有交易所员工协助的情况下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

这些服务让我们平台对交易所更有吸引力:接入SwapZilla，他们不仅可以得到客户，而且这 些客

户还是会完成操作、给交易所生成手续费收入、但同时不给交易所带来相关费用的“净 客户”，

 我们的目的是让交易工具最为灵活，对我们客户的任何交易策略都适合。为此我们提供不同 类型

委托的最大范围，同时将我们自己开发的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整合进来以保证资产以最 好的价格

出售。

为了通过SwapZilla平台开仓或闭仓，客户将可以使用类型各不相同的执行委托的办法: 市价委托

(market order) - 根据当前市场价购买或出售和限价委托(limit order) - 根 据不超过指定价格来

购买或不低于指定价格来出售。

委托将根据交易员给定参数来执行:

1.    “列入排队序列”

在委托进入交易平台时，根据最好的对冲委托的价格进行交易。然后在委托中指定的工具手 数减

少到在已完成交易中的手数，并进行类似的新委托和遗留下相反委托的比较过程。委托 的未完成

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2.     “立即或拒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交易只在委托可完全被满足的情况下进行。

3.     “提取余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但委托的未完成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4.     “一个价格”

在存在交叉价格的相反委托时，交易根据最好相反交易的价格和交易量来进行。已显示委

托的未完成部分以等于已完成交易的价格放到委托队列中。

5.     “扇形分布”

在拥有对许多不同交易所中同一个资产即时委托同时权限时，我们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个信息 让它

更有利于我们的客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wapZilla团队开发了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 它统计

地评估在所有已接入交易所中根据每个给定价格购买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资产的 “深度”和可能

性。然后(如果用户决定使用该解决方案)，在使用所获得的可能性评估 后，算法“分配”委托并按

部分将其展示在不同交易所上，以便最有效地(根据最高或最低 价格)完成必要总量的交易。结果

是用户可以相信:甚至大宗交易都不会导致资产的急剧变 化(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崩溃)，对用户

来说，交易将在最好的条件下进行。

类似的可设置参数多样性允许交易员创建任何交易策略，在清晰透明的条件下自动地关闭 或开放

仓位。

创建交易策略模块

这个模块对许多交易员来说是标志性的交易终端，它允许开发并测试自有的交易策略，保存 其中

最好的策略并在交易时使用它们。

管理投资组合模块

在这个模块框架下用户将获得使用管理长期投资组合及其优化工具的权限。整合到我们平台 中的

算法，根据投资组合收益率最大化或者风险最小化，允许用户挑选最优的投资组合动态 结构(资

产比重)。所使用的算法基于交易员所选资产收益率动态历史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边际交易模块(获得杠杆)

当前不是所有的加密交易所都向用户提供流动资产市场中已经习惯了的边际交易的可能 性。

SwapZilla将解决这个问题。使用边际交易模块，我们交易平台的用户在完成“带杠 杆”交易时将

获得提高所得收入的可能，并在最优杠杆价格时在任意交易所中交易的资产 价格降低时赚钱(完

成“短线交易”)。

在进行类似交易时，SwapZilla不作为交易双方的任一方，而只是提供P2P市场功能，借 助该功

能，用户自己展示并接受关于借款的报价。同时，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对交易双方 都是安全的，因

此我们整合了自己的风险管理和借款人最大限价评估系统，该系统将会 保护平台的客户不进行超

高风险操作，并防止用于借款资金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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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证最好的条件、独特的功能和为我们每一个客户和 
合作伙伴创造价值情况下，我们希望成为改变加密资产 
市场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交易核心

交易所屏幕

这个屏幕包含关于所有接入SwapZilla交易所的关键信息:可用货币对数量，交易量和价格 波动。

在它的帮助下，用户可以了解哪些资产，在每个交易所中分别是什么价格，选择并将 自己的账户

连接到最感兴趣的平台，跟踪平台上发生的变化并跟踪这个交易所中自己余额的 变化动态。

资产屏幕

借助该资产屏幕，SwapZilla的客户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所有可购买和出售的资产，其 价格

和交易量。就每个资产都可以查到关于其当前最好报价(指定交易所)的信息，以及关 于代币交易

的信息、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深度等等。使用该屏幕时，用户可以跟踪交易并 根据他感兴趣的

资产完成交易，看到每个资产中自己的余额。

本期财务状况屏幕

带有关于交易员本期财务状况的综合信息屏幕:所购买的资产及其价格，交易所，投资组 合总价

值曲线，交易员策略盈利性。

统计模块

这个模块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用来详细分析交易员当前投资组合的工具。这里根据交 易员

的每个资产和每个投资组合，总体上对市场专业参与者感兴趣的参数进行自动计算:波 动性和风

险，beta系数，夏普比率和特雷诺比率等等。

使用它，SwapZilla的客户可以方便地分析自己的投资组合并做出关于改变其结构的 决定和或进

行新投资的决定。

该模块第二部分是对任何资产进行统计分析及在其添加时对当前投资组合影响进行分 析工具。首

先，它们允许使用统计方法详细评估给定时间间隔中每个资产的风险和收 益率，第二，它们允许

回答“在添加相应数量的所选资产后，投资组合是否会更有 效?”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在该模块

框架下，从风险最小化或收益率最大化角度出 发，将使用一些方法来统计评估当前资产投资组合

的最优结构。

 

交易所委托模块

我们以金融市场最好的实践作为目标，因此我们平台的工作将基于Best Execution原则，即 委托

最佳(以最佳价格)执行原则。

SwapZilla将如何工作?

我们为不同类型投资者开发他们所必需的解决方案，给我们的客户提供简单、易于自定义的 

界面。用户根据自己的任务和需求自行选择和接入他所需要的所有系统元素:模块，屏幕和 工具。

我们的系统由三个关键核心组成:交易核心，信息分析核心和被动交易核心，同时包含必 需的安全

系统包和额外的功能性解决方案。每个核心都包含有已接入的模块和屏幕包。

SwapZilla交易平台是一个非常灵活且可根据每个具体用户 
的需要来进行调节的模块系统。

因此，想通过加密资产赚钱的交易员经常会遇到诸多不便:

在不同的交易所必须使用不同的账户;

跟踪投资组合的价值和评估收入的很复杂;

在不同平台上投资者感兴趣的资产清单不完全;

受限制的功能和工具;

界面不方面和交易统计不正确;

大宗交易时的点差和特别强的滑动;

黑客攻击和欺诈;

复杂且耗时较久的KYC流程。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目的是让交易过程迅速且方便的平台。

模块包括:

生成交易所委托的界面:货币，交易量，委托类型，状态。

委托的扇形分布机制。

跟踪已展示委托的界面 - 带有执行委托完整价格(考虑到可能的手续费)图像。

加密资产市场还有一个巨大问题是缺少统一的信息空间。为了选择最好的资产或交易策 略，投资

者不得不在公开的信息源中寻找信息，分析数十种信息资源，阅读各种分析渠 道来寻找适合他的

交易思路。这让投资过程耗时长、劳动量大，大大地降低加密市场的 吸引力，经常成为新投资者

进入市场的壁垒。

SwapZilla将改变这一情况。我们的交易平台向用户提供综合性服务，该服务不仅会让交 易过程

本身简单方便，也会让搜索和分析投资思路、处理新闻和公司信息、选择最佳交 易策略都变得简

单方便。使用我们SwapZilla独特的信息分析系统，交易员可以得到:

任何资产或市场细分的集成信息和新闻。

个人定制消息流。

最高效交易策略更新的产品册。

市场中专家的推荐和分析。

及时的和非常好的市场信号。

我们同样明白，存在很多潜在投资者，即使在拥有SwapZilla提供的整套工具基础条件下，他 们

也没有可能花费大量时间管理投资组合。我们的任务是在最小附加条件下向这种客户提供 允许他

们获得加密市场被动收入的服务。SwapZilla将包含以下功能:

跟单交易:使用我们的交易平台复制最成功交易员的策略。

根据我们专家团队开发出来的算法来实行的被动仲裁交易。

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借款(用于完成边际交易)。

深层次理解所有类型客户的需求允许我们开发出最有效的综合性工具。平台独特的条件和广 泛的

功能将让我们服务的用户数量成倍增加。

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是成为最好的交易平台，目的还在于建立符合市场所有玩家要求的基 础设

施解决方案，这些玩家包括私人投资者、职业管理人、交易所、新闻和信息出版机构、 开发交易

策略的公司等等。

对于交易所和其他B2B玩家来说，SwapZilla平台将很有价值，因为SwapZilla可以给他们带来稳 

定的新客户和交易流量。现在为了吸引用户，需要权威的广告和市场营销预算，我们的服务可以 

完成这个任务。带着使用我们全套服务目的来到我们交易平台的客户，将可以在所有连接到 

SwapZilla的交易所中进行交易，购买和使用我们合作伙伴的交易策略，使用整合的新闻和分析 

资源。

在我们的平台上投资者可获得所有必要工具、任何级别资产的权限和非常好的交易条 件:

在“一个窗口”机制下对任何加密资产的瞬时权限。

寻找最佳报价。

对客户来说最低的手续费。

出售大量资产并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委托的扇形分布)。

进行边际交易的权限。

可设置的交易员个人中心，有连接第三方软件产品的可能

有价值的建议

我们为什么创建SwapZilla?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加密货币和加密资产市场，现在持续且迅猛发展。当前已不见大肆宣传 

的身影，但交易量在持续增长，新的交易平台不断涌现，现有交易平台也在增长，它们都 提供将

一些代币交易成另一些代币的服务。现在市场上有240多家交易所，交易非常分散: 比如，3家大

型交易所(Binance, BitMax, OKEX)占据不到2%的市场。

当前有超过2000种货币和代币在流通，但在最大的交易所中总共最多能交易500种货 币对，大多

数平台只允许交易5-10种货币对。而且，加密货币市场中委托展示和执行 的速度，相对于

FOREX市场，要慢好几倍。市场基础设施仍然有发展空间。

图10. 交易平台结构

对任何一个B2B玩家来说开通SwapZilla都是免费的，且可立即使其客户基 础增加数十倍。

我们计划成为市场中最大的基础设施玩家之一，使那些未经我们授权工具没有通过API(应用 程序

接口)整合到SwapZilla生态系统的机会。这个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动化，我们合 作伙伴来

说最快速和便捷地使用它，并可以极大地降低任何一个交易所、资源或者产品接入 SwapZilla交

易平台的费用。

除了市场营销，任何一个交易所最主要的开支项就是与用户相关的开支:注册时进行的KYC流程，

客户品 德正常管理，进行技术支持等。在SwapZilla上我们的合作伙伴完全无需支付这些支出。

我们交易平台的 所有客户在注册时都要进行KYC流程，并通过在每个交易所合作伙伴上公开的

SwapZilla统一钱包来完成 操作。我们将自行跟踪SwapZilla用户的道德， 

如果出现类似的必要时，我们将与银行和监管机构相互协作。我们的交易平台还将创建24小 时多

语言技术支持中心，这将给予我们在没有交易所员工协助的情况下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

这些服务让我们平台对交易所更有吸引力:接入SwapZilla，他们不仅可以得到客户，而且这 些客

户还是会完成操作、给交易所生成手续费收入、但同时不给交易所带来相关费用的“净 客户”，

 

交易所屏幕 

资产屏幕 

统计模块 

交易所委托模块 

本期财务状况屏幕 

创建交易策略模块

管理投资组合模块 

获得杠杆的边际交易模块

市场信号屏幕 

新闻屏幕 

信息模块 

推荐模块

成品交易策略模块

仲裁策略模块 

跟单交易模块 

边际交易模块(借贷)

安全系统

积极的

交易 获得被动收入

 交易核心  信息分析核心  被动收入核心

我们的目的是让交易工具最为灵活，对我们客户的任何交易策略都适合。为此我们提供不同 类型

委托的最大范围，同时将我们自己开发的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整合进来以保证资产以最 好的价格

出售。

为了通过SwapZilla平台开仓或闭仓，客户将可以使用类型各不相同的执行委托的办法: 市价委托

(market order) - 根据当前市场价购买或出售和限价委托(limit order) - 根 据不超过指定价格来

购买或不低于指定价格来出售。

委托将根据交易员给定参数来执行:

1.    “列入排队序列”

在委托进入交易平台时，根据最好的对冲委托的价格进行交易。然后在委托中指定的工具手 数减

少到在已完成交易中的手数，并进行类似的新委托和遗留下相反委托的比较过程。委托 的未完成

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2.     “立即或拒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交易只在委托可完全被满足的情况下进行。

3.     “提取余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但委托的未完成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4.     “一个价格”

在存在交叉价格的相反委托时，交易根据最好相反交易的价格和交易量来进行。已显示委

托的未完成部分以等于已完成交易的价格放到委托队列中。

5.     “扇形分布”

在拥有对许多不同交易所中同一个资产即时委托同时权限时，我们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个信息 让它

更有利于我们的客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wapZilla团队开发了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 它统计

地评估在所有已接入交易所中根据每个给定价格购买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资产的 “深度”和可能

性。然后(如果用户决定使用该解决方案)，在使用所获得的可能性评估 后，算法“分配”委托并按

部分将其展示在不同交易所上，以便最有效地(根据最高或最低 价格)完成必要总量的交易。结果

是用户可以相信:甚至大宗交易都不会导致资产的急剧变 化(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崩溃)，对用户

来说，交易将在最好的条件下进行。

类似的可设置参数多样性允许交易员创建任何交易策略，在清晰透明的条件下自动地关闭 或开放

仓位。

创建交易策略模块

这个模块对许多交易员来说是标志性的交易终端，它允许开发并测试自有的交易策略，保存 其中

最好的策略并在交易时使用它们。

管理投资组合模块

在这个模块框架下用户将获得使用管理长期投资组合及其优化工具的权限。整合到我们平台 中的

算法，根据投资组合收益率最大化或者风险最小化，允许用户挑选最优的投资组合动态 结构(资

产比重)。所使用的算法基于交易员所选资产收益率动态历史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边际交易模块(获得杠杆)

当前不是所有的加密交易所都向用户提供流动资产市场中已经习惯了的边际交易的可能 性。

SwapZilla将解决这个问题。使用边际交易模块，我们交易平台的用户在完成“带杠 杆”交易时将

获得提高所得收入的可能，并在最优杠杆价格时在任意交易所中交易的资产 价格降低时赚钱(完

成“短线交易”)。

在进行类似交易时，SwapZilla不作为交易双方的任一方，而只是提供P2P市场功能，借 助该功

能，用户自己展示并接受关于借款的报价。同时，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对交易双方 都是安全的，因

此我们整合了自己的风险管理和借款人最大限价评估系统，该系统将会 保护平台的客户不进行超

高风险操作，并防止用于借款资金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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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核心

交易所屏幕

这个屏幕包含关于所有接入SwapZilla交易所的关键信息:可用货币对数量，交易量和价格 波动。

在它的帮助下，用户可以了解哪些资产，在每个交易所中分别是什么价格，选择并将 自己的账户

连接到最感兴趣的平台，跟踪平台上发生的变化并跟踪这个交易所中自己余额的 变化动态。

资产屏幕

借助该资产屏幕，SwapZilla的客户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所有可购买和出售的资产，其 价格

和交易量。就每个资产都可以查到关于其当前最好报价(指定交易所)的信息，以及关 于代币交易

的信息、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深度等等。使用该屏幕时，用户可以跟踪交易并 根据他感兴趣的

资产完成交易，看到每个资产中自己的余额。

本期财务状况屏幕

带有关于交易员本期财务状况的综合信息屏幕:所购买的资产及其价格，交易所，投资组 合总价

值曲线，交易员策略盈利性。

统计模块

这个模块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用来详细分析交易员当前投资组合的工具。这里根据交 易员

的每个资产和每个投资组合，总体上对市场专业参与者感兴趣的参数进行自动计算:波 动性和风

险，beta系数，夏普比率和特雷诺比率等等。

使用它，SwapZilla的客户可以方便地分析自己的投资组合并做出关于改变其结构的 决定和或进

行新投资的决定。

该模块第二部分是对任何资产进行统计分析及在其添加时对当前投资组合影响进行分 析工具。首

先，它们允许使用统计方法详细评估给定时间间隔中每个资产的风险和收 益率，第二，它们允许

回答“在添加相应数量的所选资产后，投资组合是否会更有 效?”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在该模块

框架下，从风险最小化或收益率最大化角度出 发，将使用一些方法来统计评估当前资产投资组合

的最优结构。

 

交易所委托模块

我们以金融市场最好的实践作为目标，因此我们平台的工作将基于Best Execution原则，即 委托

最佳(以最佳价格)执行原则。

SwapZilla将如何工作?

我们为不同类型投资者开发他们所必需的解决方案，给我们的客户提供简单、易于自定义的 

界面。用户根据自己的任务和需求自行选择和接入他所需要的所有系统元素:模块，屏幕和 工具。

我们的系统由三个关键核心组成:交易核心，信息分析核心和被动交易核心，同时包含必 需的安全

系统包和额外的功能性解决方案。每个核心都包含有已接入的模块和屏幕包。

因此，想通过加密资产赚钱的交易员经常会遇到诸多不便:

在不同的交易所必须使用不同的账户;

跟踪投资组合的价值和评估收入的很复杂;

在不同平台上投资者感兴趣的资产清单不完全;

受限制的功能和工具;

界面不方面和交易统计不正确;

大宗交易时的点差和特别强的滑动;

黑客攻击和欺诈;

复杂且耗时较久的KYC流程。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目的是让交易过程迅速且方便的平台。

模块包括:

生成交易所委托的界面:货币，交易量，委托类型，状态。

委托的扇形分布机制。

跟踪已展示委托的界面 - 带有执行委托完整价格(考虑到可能的手续费)图像。

加密资产市场还有一个巨大问题是缺少统一的信息空间。为了选择最好的资产或交易策 略，投资

者不得不在公开的信息源中寻找信息，分析数十种信息资源，阅读各种分析渠 道来寻找适合他的

交易思路。这让投资过程耗时长、劳动量大，大大地降低加密市场的 吸引力，经常成为新投资者

进入市场的壁垒。

SwapZilla将改变这一情况。我们的交易平台向用户提供综合性服务，该服务不仅会让交 易过程

本身简单方便，也会让搜索和分析投资思路、处理新闻和公司信息、选择最佳交 易策略都变得简

单方便。使用我们SwapZilla独特的信息分析系统，交易员可以得到:

任何资产或市场细分的集成信息和新闻。

个人定制消息流。

最高效交易策略更新的产品册。

市场中专家的推荐和分析。

及时的和非常好的市场信号。

我们同样明白，存在很多潜在投资者，即使在拥有SwapZilla提供的整套工具基础条件下，他 们

也没有可能花费大量时间管理投资组合。我们的任务是在最小附加条件下向这种客户提供 允许他

们获得加密市场被动收入的服务。SwapZilla将包含以下功能:

跟单交易:使用我们的交易平台复制最成功交易员的策略。

根据我们专家团队开发出来的算法来实行的被动仲裁交易。

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借款(用于完成边际交易)。

深层次理解所有类型客户的需求允许我们开发出最有效的综合性工具。平台独特的条件和广 泛的

功能将让我们服务的用户数量成倍增加。

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是成为最好的交易平台，目的还在于建立符合市场所有玩家要求的基 础设

施解决方案，这些玩家包括私人投资者、职业管理人、交易所、新闻和信息出版机构、 开发交易

策略的公司等等。

对于交易所和其他B2B玩家来说，SwapZilla平台将很有价值，因为SwapZilla可以给他们带来稳 

定的新客户和交易流量。现在为了吸引用户，需要权威的广告和市场营销预算，我们的服务可以 

完成这个任务。带着使用我们全套服务目的来到我们交易平台的客户，将可以在所有连接到 

SwapZilla的交易所中进行交易，购买和使用我们合作伙伴的交易策略，使用整合的新闻和分析 

资源。

在我们的平台上投资者可获得所有必要工具、任何级别资产的权限和非常好的交易条 件:

在“一个窗口”机制下对任何加密资产的瞬时权限。

寻找最佳报价。

对客户来说最低的手续费。

出售大量资产并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委托的扇形分布)。

进行边际交易的权限。

可设置的交易员个人中心，有连接第三方软件产品的可能

有价值的建议

我们为什么创建SwapZilla?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加密货币和加密资产市场，现在持续且迅猛发展。当前已不见大肆宣传 

的身影，但交易量在持续增长，新的交易平台不断涌现，现有交易平台也在增长，它们都 提供将

一些代币交易成另一些代币的服务。现在市场上有240多家交易所，交易非常分散: 比如，3家大

型交易所(Binance, BitMax, OKEX)占据不到2%的市场。

当前有超过2000种货币和代币在流通，但在最大的交易所中总共最多能交易500种货 币对，大多

数平台只允许交易5-10种货币对。而且，加密货币市场中委托展示和执行 的速度，相对于

FOREX市场，要慢好几倍。市场基础设施仍然有发展空间。

对任何一个B2B玩家来说开通SwapZilla都是免费的，且可立即使其客户基 础增加数十倍。

我们计划成为市场中最大的基础设施玩家之一，使那些未经我们授权工具没有通过API(应用 程序

接口)整合到SwapZilla生态系统的机会。这个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动化，我们合 作伙伴来

说最快速和便捷地使用它，并可以极大地降低任何一个交易所、资源或者产品接入 SwapZilla交

易平台的费用。

除了市场营销，任何一个交易所最主要的开支项就是与用户相关的开支:注册时进行的KYC流程，

客户品 德正常管理，进行技术支持等。在SwapZilla上我们的合作伙伴完全无需支付这些支出。

我们交易平台的 所有客户在注册时都要进行KYC流程，并通过在每个交易所合作伙伴上公开的

SwapZilla统一钱包来完成 操作。我们将自行跟踪SwapZilla用户的道德， 

如果出现类似的必要时，我们将与银行和监管机构相互协作。我们的交易平台还将创建24小 时多

语言技术支持中心，这将给予我们在没有交易所员工协助的情况下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

这些服务让我们平台对交易所更有吸引力:接入SwapZilla，他们不仅可以得到客户，而且这 些客

户还是会完成操作、给交易所生成手续费收入、但同时不给交易所带来相关费用的“净 客户”，

 我们的目的是让交易工具最为灵活，对我们客户的任何交易策略都适合。为此我们提供不同 类型

委托的最大范围，同时将我们自己开发的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整合进来以保证资产以最 好的价格

出售。

为了通过SwapZilla平台开仓或闭仓，客户将可以使用类型各不相同的执行委托的办法: 市价委托

(market order) - 根据当前市场价购买或出售和限价委托(limit order) - 根 据不超过指定价格来

购买或不低于指定价格来出售。

委托将根据交易员给定参数来执行:

1.    “列入排队序列”

在委托进入交易平台时，根据最好的对冲委托的价格进行交易。然后在委托中指定的工具手 数减

少到在已完成交易中的手数，并进行类似的新委托和遗留下相反委托的比较过程。委托 的未完成

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2.     “立即或拒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交易只在委托可完全被满足的情况下进行。

3.     “提取余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但委托的未完成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4.     “一个价格”

在存在交叉价格的相反委托时，交易根据最好相反交易的价格和交易量来进行。已显示委

托的未完成部分以等于已完成交易的价格放到委托队列中。

5.     “扇形分布”

在拥有对许多不同交易所中同一个资产即时委托同时权限时，我们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个信息 让它

更有利于我们的客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wapZilla团队开发了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 它统计

地评估在所有已接入交易所中根据每个给定价格购买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资产的 “深度”和可能

性。然后(如果用户决定使用该解决方案)，在使用所获得的可能性评估 后，算法“分配”委托并按

部分将其展示在不同交易所上，以便最有效地(根据最高或最低 价格)完成必要总量的交易。结果

是用户可以相信:甚至大宗交易都不会导致资产的急剧变 化(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崩溃)，对用户

来说，交易将在最好的条件下进行。

类似的可设置参数多样性允许交易员创建任何交易策略，在清晰透明的条件下自动地关闭 或开放

仓位。

创建交易策略模块

这个模块对许多交易员来说是标志性的交易终端，它允许开发并测试自有的交易策略，保存 其中

最好的策略并在交易时使用它们。

管理投资组合模块

在这个模块框架下用户将获得使用管理长期投资组合及其优化工具的权限。整合到我们平台 中的

算法，根据投资组合收益率最大化或者风险最小化，允许用户挑选最优的投资组合动态 结构(资

产比重)。所使用的算法基于交易员所选资产收益率动态历史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边际交易模块(获得杠杆)

当前不是所有的加密交易所都向用户提供流动资产市场中已经习惯了的边际交易的可能 性。

SwapZilla将解决这个问题。使用边际交易模块，我们交易平台的用户在完成“带杠 杆”交易时将

获得提高所得收入的可能，并在最优杠杆价格时在任意交易所中交易的资产 价格降低时赚钱(完

成“短线交易”)。

在进行类似交易时，SwapZilla不作为交易双方的任一方，而只是提供P2P市场功能，借 助该功

能，用户自己展示并接受关于借款的报价。同时，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对交易双方 都是安全的，因

此我们整合了自己的风险管理和借款人最大限价评估系统，该系统将会 保护平台的客户不进行超

高风险操作，并防止用于借款资金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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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核心

交易所屏幕

这个屏幕包含关于所有接入SwapZilla交易所的关键信息:可用货币对数量，交易量和价格 波动。

在它的帮助下，用户可以了解哪些资产，在每个交易所中分别是什么价格，选择并将 自己的账户

连接到最感兴趣的平台，跟踪平台上发生的变化并跟踪这个交易所中自己余额的 变化动态。

资产屏幕

借助该资产屏幕，SwapZilla的客户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所有可购买和出售的资产，其 价格

和交易量。就每个资产都可以查到关于其当前最好报价(指定交易所)的信息，以及关 于代币交易

的信息、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深度等等。使用该屏幕时，用户可以跟踪交易并 根据他感兴趣的

资产完成交易，看到每个资产中自己的余额。

本期财务状况屏幕

带有关于交易员本期财务状况的综合信息屏幕:所购买的资产及其价格，交易所，投资组 合总价

值曲线，交易员策略盈利性。

统计模块

这个模块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用来详细分析交易员当前投资组合的工具。这里根据交 易员

的每个资产和每个投资组合，总体上对市场专业参与者感兴趣的参数进行自动计算:波 动性和风

险，beta系数，夏普比率和特雷诺比率等等。

使用它，SwapZilla的客户可以方便地分析自己的投资组合并做出关于改变其结构的 决定和或进

行新投资的决定。

该模块第二部分是对任何资产进行统计分析及在其添加时对当前投资组合影响进行分 析工具。首

先，它们允许使用统计方法详细评估给定时间间隔中每个资产的风险和收 益率，第二，它们允许

回答“在添加相应数量的所选资产后，投资组合是否会更有 效?”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在该模块

框架下，从风险最小化或收益率最大化角度出 发，将使用一些方法来统计评估当前资产投资组合

的最优结构。

 

交易所委托模块

我们以金融市场最好的实践作为目标，因此我们平台的工作将基于Best Execution原则，即 委托

最佳(以最佳价格)执行原则。

SwapZilla将如何工作?

我们为不同类型投资者开发他们所必需的解决方案，给我们的客户提供简单、易于自定义的 

界面。用户根据自己的任务和需求自行选择和接入他所需要的所有系统元素:模块，屏幕和 工具。

我们的系统由三个关键核心组成:交易核心，信息分析核心和被动交易核心，同时包含必 需的安全

系统包和额外的功能性解决方案。每个核心都包含有已接入的模块和屏幕包。

因此，想通过加密资产赚钱的交易员经常会遇到诸多不便:

在不同的交易所必须使用不同的账户;

跟踪投资组合的价值和评估收入的很复杂;

在不同平台上投资者感兴趣的资产清单不完全;

受限制的功能和工具;

界面不方面和交易统计不正确;

大宗交易时的点差和特别强的滑动;

黑客攻击和欺诈;

复杂且耗时较久的KYC流程。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目的是让交易过程迅速且方便的平台。

模块包括:

生成交易所委托的界面:货币，交易量，委托类型，状态。

委托的扇形分布机制。

跟踪已展示委托的界面 - 带有执行委托完整价格(考虑到可能的手续费)图像。

加密资产市场还有一个巨大问题是缺少统一的信息空间。为了选择最好的资产或交易策 略，投资

者不得不在公开的信息源中寻找信息，分析数十种信息资源，阅读各种分析渠 道来寻找适合他的

交易思路。这让投资过程耗时长、劳动量大，大大地降低加密市场的 吸引力，经常成为新投资者

进入市场的壁垒。

SwapZilla将改变这一情况。我们的交易平台向用户提供综合性服务，该服务不仅会让交 易过程

本身简单方便，也会让搜索和分析投资思路、处理新闻和公司信息、选择最佳交 易策略都变得简

单方便。使用我们SwapZilla独特的信息分析系统，交易员可以得到:

任何资产或市场细分的集成信息和新闻。

个人定制消息流。

最高效交易策略更新的产品册。

市场中专家的推荐和分析。

及时的和非常好的市场信号。

我们同样明白，存在很多潜在投资者，即使在拥有SwapZilla提供的整套工具基础条件下，他 们

也没有可能花费大量时间管理投资组合。我们的任务是在最小附加条件下向这种客户提供 允许他

们获得加密市场被动收入的服务。SwapZilla将包含以下功能:

跟单交易:使用我们的交易平台复制最成功交易员的策略。

根据我们专家团队开发出来的算法来实行的被动仲裁交易。

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借款(用于完成边际交易)。

深层次理解所有类型客户的需求允许我们开发出最有效的综合性工具。平台独特的条件和广 泛的

功能将让我们服务的用户数量成倍增加。

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是成为最好的交易平台，目的还在于建立符合市场所有玩家要求的基 础设

施解决方案，这些玩家包括私人投资者、职业管理人、交易所、新闻和信息出版机构、 开发交易

策略的公司等等。

对于交易所和其他B2B玩家来说，SwapZilla平台将很有价值，因为SwapZilla可以给他们带来稳 

定的新客户和交易流量。现在为了吸引用户，需要权威的广告和市场营销预算，我们的服务可以 

完成这个任务。带着使用我们全套服务目的来到我们交易平台的客户，将可以在所有连接到 

SwapZilla的交易所中进行交易，购买和使用我们合作伙伴的交易策略，使用整合的新闻和分析 

资源。

在我们的平台上投资者可获得所有必要工具、任何级别资产的权限和非常好的交易条 件:

在“一个窗口”机制下对任何加密资产的瞬时权限。

寻找最佳报价。

对客户来说最低的手续费。

出售大量资产并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委托的扇形分布)。

进行边际交易的权限。

可设置的交易员个人中心，有连接第三方软件产品的可能

有价值的建议

我们为什么创建SwapZilla?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加密货币和加密资产市场，现在持续且迅猛发展。当前已不见大肆宣传 

的身影，但交易量在持续增长，新的交易平台不断涌现，现有交易平台也在增长，它们都 提供将

一些代币交易成另一些代币的服务。现在市场上有240多家交易所，交易非常分散: 比如，3家大

型交易所(Binance, BitMax, OKEX)占据不到2%的市场。

当前有超过2000种货币和代币在流通，但在最大的交易所中总共最多能交易500种货 币对，大多

数平台只允许交易5-10种货币对。而且，加密货币市场中委托展示和执行 的速度，相对于

FOREX市场，要慢好几倍。市场基础设施仍然有发展空间。

图11. 在SwapZilla上可使用的委托类型

对任何一个B2B玩家来说开通SwapZilla都是免费的，且可立即使其客户基 础增加数十倍。

我们计划成为市场中最大的基础设施玩家之一，使那些未经我们授权工具没有通过API(应用 程序

接口)整合到SwapZilla生态系统的机会。这个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动化，我们合 作伙伴来

说最快速和便捷地使用它，并可以极大地降低任何一个交易所、资源或者产品接入 SwapZilla交

易平台的费用。

除了市场营销，任何一个交易所最主要的开支项就是与用户相关的开支:注册时进行的KYC流程，

客户品 德正常管理，进行技术支持等。在SwapZilla上我们的合作伙伴完全无需支付这些支出。

我们交易平台的 所有客户在注册时都要进行KYC流程，并通过在每个交易所合作伙伴上公开的

SwapZilla统一钱包来完成 操作。我们将自行跟踪SwapZilla用户的道德， 

如果出现类似的必要时，我们将与银行和监管机构相互协作。我们的交易平台还将创建24小 时多

语言技术支持中心，这将给予我们在没有交易所员工协助的情况下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

这些服务让我们平台对交易所更有吸引力:接入SwapZilla，他们不仅可以得到客户，而且这 些客

户还是会完成操作、给交易所生成手续费收入、但同时不给交易所带来相关费用的“净 客户”，

 

市价委托

购买 出售

购买 出售 购买 出售 购买 出售

限价 限价停损停损

限价委托

我们的目的是让交易工具最为灵活，对我们客户的任何交易策略都适合。为此我们提供不同 类型

委托的最大范围，同时将我们自己开发的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整合进来以保证资产以最 好的价格

出售。

为了通过SwapZilla平台开仓或闭仓，客户将可以使用类型各不相同的执行委托的办法: 市价委托

(market order) - 根据当前市场价购买或出售和限价委托(limit order) - 根 据不超过指定价格来

购买或不低于指定价格来出售。

委托将根据交易员给定参数来执行:

1.    “列入排队序列”

在委托进入交易平台时，根据最好的对冲委托的价格进行交易。然后在委托中指定的工具手 数减

少到在已完成交易中的手数，并进行类似的新委托和遗留下相反委托的比较过程。委托 的未完成

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2.     “立即或拒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交易只在委托可完全被满足的情况下进行。

3.     “提取余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但委托的未完成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4.     “一个价格”

在存在交叉价格的相反委托时，交易根据最好相反交易的价格和交易量来进行。已显示委

托的未完成部分以等于已完成交易的价格放到委托队列中。

5.     “扇形分布”

在拥有对许多不同交易所中同一个资产即时委托同时权限时，我们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个信息 让它

更有利于我们的客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wapZilla团队开发了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 它统计

地评估在所有已接入交易所中根据每个给定价格购买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资产的 “深度”和可能

性。然后(如果用户决定使用该解决方案)，在使用所获得的可能性评估 后，算法“分配”委托并按

部分将其展示在不同交易所上，以便最有效地(根据最高或最低 价格)完成必要总量的交易。结果

是用户可以相信:甚至大宗交易都不会导致资产的急剧变 化(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崩溃)，对用户

来说，交易将在最好的条件下进行。

类似的可设置参数多样性允许交易员创建任何交易策略，在清晰透明的条件下自动地关闭 或开放

仓位。

创建交易策略模块

这个模块对许多交易员来说是标志性的交易终端，它允许开发并测试自有的交易策略，保存 其中

最好的策略并在交易时使用它们。

管理投资组合模块

在这个模块框架下用户将获得使用管理长期投资组合及其优化工具的权限。整合到我们平台 中的

算法，根据投资组合收益率最大化或者风险最小化，允许用户挑选最优的投资组合动态 结构(资

产比重)。所使用的算法基于交易员所选资产收益率动态历史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边际交易模块(获得杠杆)

当前不是所有的加密交易所都向用户提供流动资产市场中已经习惯了的边际交易的可能 性。

SwapZilla将解决这个问题。使用边际交易模块，我们交易平台的用户在完成“带杠 杆”交易时将

获得提高所得收入的可能，并在最优杠杆价格时在任意交易所中交易的资产 价格降低时赚钱(完

成“短线交易”)。

在进行类似交易时，SwapZilla不作为交易双方的任一方，而只是提供P2P市场功能，借 助该功

能，用户自己展示并接受关于借款的报价。同时，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对交易双方 都是安全的，因

此我们整合了自己的风险管理和借款人最大限价评估系统，该系统将会 保护平台的客户不进行超

高风险操作，并防止用于借款资金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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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核心

交易所屏幕

这个屏幕包含关于所有接入SwapZilla交易所的关键信息:可用货币对数量，交易量和价格 波动。

在它的帮助下，用户可以了解哪些资产，在每个交易所中分别是什么价格，选择并将 自己的账户

连接到最感兴趣的平台，跟踪平台上发生的变化并跟踪这个交易所中自己余额的 变化动态。

资产屏幕

借助该资产屏幕，SwapZilla的客户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所有可购买和出售的资产，其 价格

和交易量。就每个资产都可以查到关于其当前最好报价(指定交易所)的信息，以及关 于代币交易

的信息、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深度等等。使用该屏幕时，用户可以跟踪交易并 根据他感兴趣的

资产完成交易，看到每个资产中自己的余额。

本期财务状况屏幕

带有关于交易员本期财务状况的综合信息屏幕:所购买的资产及其价格，交易所，投资组 合总价

值曲线，交易员策略盈利性。

统计模块

这个模块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用来详细分析交易员当前投资组合的工具。这里根据交 易员

的每个资产和每个投资组合，总体上对市场专业参与者感兴趣的参数进行自动计算:波 动性和风

险，beta系数，夏普比率和特雷诺比率等等。

使用它，SwapZilla的客户可以方便地分析自己的投资组合并做出关于改变其结构的 决定和或进

行新投资的决定。

该模块第二部分是对任何资产进行统计分析及在其添加时对当前投资组合影响进行分 析工具。首

先，它们允许使用统计方法详细评估给定时间间隔中每个资产的风险和收 益率，第二，它们允许

回答“在添加相应数量的所选资产后，投资组合是否会更有 效?”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在该模块

框架下，从风险最小化或收益率最大化角度出 发，将使用一些方法来统计评估当前资产投资组合

的最优结构。

 

交易所委托模块

我们以金融市场最好的实践作为目标，因此我们平台的工作将基于Best Execution原则，即 委托

最佳(以最佳价格)执行原则。

模块包括:

生成交易所委托的界面:货币，交易量，委托类型，状态。

委托的扇形分布机制。

跟踪已展示委托的界面 - 带有执行委托完整价格(考虑到可能的手续费)图像。

我们的目的是让交易工具最为灵活，对我们客户的任何交易策略都适合。为此我们提供不同 类型

委托的最大范围，同时将我们自己开发的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整合进来以保证资产以最 好的价格

出售。

为了通过SwapZilla平台开仓或闭仓，客户将可以使用类型各不相同的执行委托的办法: 市价委托

(market order) - 根据当前市场价购买或出售和限价委托(limit order) - 根 据不超过指定价格来

购买或不低于指定价格来出售。

委托将根据交易员给定参数来执行:

1.    “列入排队序列”

在委托进入交易平台时，根据最好的对冲委托的价格进行交易。然后在委托中指定的工具手 数减

少到在已完成交易中的手数，并进行类似的新委托和遗留下相反委托的比较过程。委托 的未完成

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2.     “立即或拒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交易只在委托可完全被满足的情况下进行。

3.     “提取余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但委托的未完成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4.     “一个价格”

在存在交叉价格的相反委托时，交易根据最好相反交易的价格和交易量来进行。已显示委

托的未完成部分以等于已完成交易的价格放到委托队列中。

5.     “扇形分布”

在拥有对许多不同交易所中同一个资产即时委托同时权限时，我们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个信息 让它

更有利于我们的客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wapZilla团队开发了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 它统计

地评估在所有已接入交易所中根据每个给定价格购买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资产的 “深度”和可能

性。然后(如果用户决定使用该解决方案)，在使用所获得的可能性评估 后，算法“分配”委托并按

部分将其展示在不同交易所上，以便最有效地(根据最高或最低 价格)完成必要总量的交易。结果

是用户可以相信:甚至大宗交易都不会导致资产的急剧变 化(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崩溃)，对用户

来说，交易将在最好的条件下进行。

类似的可设置参数多样性允许交易员创建任何交易策略，在清晰透明的条件下自动地关闭 或开放

仓位。

创建交易策略模块

这个模块对许多交易员来说是标志性的交易终端，它允许开发并测试自有的交易策略，保存 其中

最好的策略并在交易时使用它们。

管理投资组合模块

在这个模块框架下用户将获得使用管理长期投资组合及其优化工具的权限。整合到我们平台 中的

算法，根据投资组合收益率最大化或者风险最小化，允许用户挑选最优的投资组合动态 结构(资

产比重)。所使用的算法基于交易员所选资产收益率动态历史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边际交易模块(获得杠杆)

当前不是所有的加密交易所都向用户提供流动资产市场中已经习惯了的边际交易的可能 性。

SwapZilla将解决这个问题。使用边际交易模块，我们交易平台的用户在完成“带杠 杆”交易时将

获得提高所得收入的可能，并在最优杠杆价格时在任意交易所中交易的资产 价格降低时赚钱(完

成“短线交易”)。

在进行类似交易时，SwapZilla不作为交易双方的任一方，而只是提供P2P市场功能，借 助该功

能，用户自己展示并接受关于借款的报价。同时，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对交易双方 都是安全的，因

此我们整合了自己的风险管理和借款人最大限价评估系统，该系统将会 保护平台的客户不进行超

高风险操作，并防止用于借款资金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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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析核心

市场信号屏幕

这个屏幕是新手交易员的助手。我们挑选最出挑的市场信号并为每个资产跟踪它们。这里用 户将找

到波动系数、利差动态、突破走廊概率评估和最流行的技术分析指数等等。开通该模 块，

SwapZilla的客户可以跟踪他感兴趣资产的当前状态，获得结论性建议( “持有”， 

“购买”或“出售”)，并看到建议成功执行，同时获得关于发生的信号变化的通知。

新闻屏幕

借助新闻屏幕，SwapZilla用户可以在“一个窗口”模式下获得最及时的市场信息和公司 新闻。该屏

幕是个人定制化的定时更新的消息流。

为了集成并分离出对具体某个用户最迫切需要的信息，我们使用了我们团队自行研发的机器 学习算

法。在接通屏幕时，用户会获得“标准的”新闻包:如总结加密货币市场总体情况的 新闻，以及所有

与其投资组合中的资产和货币相关的出版物。在使用屏幕的过程中，算法逐 步分析用户的行为，并

确定集成筛选的设置。此外，交易员可以自行选择他最喜欢的出版物 类型。

该方式将允许我们创建对加密市场来说独特的服务，让客户快速方便地跟踪他感兴趣的市场 中发生

的所有事件。

信息屏幕

这个屏幕包括我们交易平台上显示的每个资产全部可用的信息和材料包。将信息集成、评级 并以标

准化格式予以提供，让用户可以便捷地使用它的分析信息。

推荐模块

当前在网络中和信息APP中可以找到为加密市场提供投资的各种思路、推荐和分析的大量资 源。我

们的目的，一方面是让我们平台可以使用最多的类似信息，另外一方面，我们想为用 户简化分析信

息的任务。为此，我们将信息资源接入到了SwapZilla，我们:

跟踪和检查所提供的推荐，评估它们的效率(收益率和成功比例)，并创建相应评级。

我们建议用户自行评估推荐及资源以便发现最流行的策略。

我们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方便的界面来自行设置推荐屏幕(比如，根据给定资产显示所有策 略或者

来自已选分析公司的所有策略)。

成品策略模块

系统的这个元素成为整合到SwapZilla交易策略完全市场。有了它的帮助，交易员和开发 交易或仲

裁策略的公司，可以配置策略用于免费或收费使用，用户则可以获得它们，补充 它们并通过相应交

交易核心

交易所屏幕

这个屏幕包含关于所有接入SwapZilla交易所的关键信息:可用货币对数量，交易量和价格 波动。

在它的帮助下，用户可以了解哪些资产，在每个交易所中分别是什么价格，选择并将 自己的账户

连接到最感兴趣的平台，跟踪平台上发生的变化并跟踪这个交易所中自己余额的 变化动态。

资产屏幕

借助该资产屏幕，SwapZilla的客户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所有可购买和出售的资产，其 价格

和交易量。就每个资产都可以查到关于其当前最好报价(指定交易所)的信息，以及关 于代币交易

的信息、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深度等等。使用该屏幕时，用户可以跟踪交易并 根据他感兴趣的

资产完成交易，看到每个资产中自己的余额。

本期财务状况屏幕

带有关于交易员本期财务状况的综合信息屏幕:所购买的资产及其价格，交易所，投资组 合总价

值曲线，交易员策略盈利性。

统计模块

这个模块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用来详细分析交易员当前投资组合的工具。这里根据交 易员

的每个资产和每个投资组合，总体上对市场专业参与者感兴趣的参数进行自动计算:波 动性和风

险，beta系数，夏普比率和特雷诺比率等等。

使用它，SwapZilla的客户可以方便地分析自己的投资组合并做出关于改变其结构的 决定和或进

行新投资的决定。

该模块第二部分是对任何资产进行统计分析及在其添加时对当前投资组合影响进行分 析工具。首

先，它们允许使用统计方法详细评估给定时间间隔中每个资产的风险和收 益率，第二，它们允许

回答“在添加相应数量的所选资产后，投资组合是否会更有 效?”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在该模块

框架下，从风险最小化或收益率最大化角度出 发，将使用一些方法来统计评估当前资产投资组合

的最优结构。

 

交易所委托模块

我们以金融市场最好的实践作为目标，因此我们平台的工作将基于Best Execution原则，即 委托

最佳(以最佳价格)执行原则。

模块包括:

生成交易所委托的界面:货币，交易量，委托类型，状态。

委托的扇形分布机制。

跟踪已展示委托的界面 - 带有执行委托完整价格(考虑到可能的手续费)图像。

我们的目的是让交易工具最为灵活，对我们客户的任何交易策略都适合。为此我们提供不同 类型

委托的最大范围，同时将我们自己开发的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整合进来以保证资产以最 好的价格

出售。

为了通过SwapZilla平台开仓或闭仓，客户将可以使用类型各不相同的执行委托的办法: 市价委托

(market order) - 根据当前市场价购买或出售和限价委托(limit order) - 根 据不超过指定价格来

购买或不低于指定价格来出售。

委托将根据交易员给定参数来执行:

1.    “列入排队序列”

在委托进入交易平台时，根据最好的对冲委托的价格进行交易。然后在委托中指定的工具手 数减

少到在已完成交易中的手数，并进行类似的新委托和遗留下相反委托的比较过程。委托 的未完成

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2.     “立即或拒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交易只在委托可完全被满足的情况下进行。

3.     “提取余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但委托的未完成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4.     “一个价格”

在存在交叉价格的相反委托时，交易根据最好相反交易的价格和交易量来进行。已显示委

托的未完成部分以等于已完成交易的价格放到委托队列中。

5.     “扇形分布”

在拥有对许多不同交易所中同一个资产即时委托同时权限时，我们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个信息 让它

更有利于我们的客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wapZilla团队开发了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 它统计

地评估在所有已接入交易所中根据每个给定价格购买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资产的 “深度”和可能

性。然后(如果用户决定使用该解决方案)，在使用所获得的可能性评估 后，算法“分配”委托并按

部分将其展示在不同交易所上，以便最有效地(根据最高或最低 价格)完成必要总量的交易。结果

是用户可以相信:甚至大宗交易都不会导致资产的急剧变 化(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崩溃)，对用户

来说，交易将在最好的条件下进行。

类似的可设置参数多样性允许交易员创建任何交易策略，在清晰透明的条件下自动地关闭 或开放

仓位。

创建交易策略模块

这个模块对许多交易员来说是标志性的交易终端，它允许开发并测试自有的交易策略，保存 其中

最好的策略并在交易时使用它们。

管理投资组合模块

在这个模块框架下用户将获得使用管理长期投资组合及其优化工具的权限。整合到我们平台 中的

算法，根据投资组合收益率最大化或者风险最小化，允许用户挑选最优的投资组合动态 结构(资

产比重)。所使用的算法基于交易员所选资产收益率动态历史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边际交易模块(获得杠杆)

当前不是所有的加密交易所都向用户提供流动资产市场中已经习惯了的边际交易的可能 性。

SwapZilla将解决这个问题。使用边际交易模块，我们交易平台的用户在完成“带杠 杆”交易时将

获得提高所得收入的可能，并在最优杠杆价格时在任意交易所中交易的资产 价格降低时赚钱(完

成“短线交易”)。

在进行类似交易时，SwapZilla不作为交易双方的任一方，而只是提供P2P市场功能，借 助该功

能，用户自己展示并接受关于借款的报价。同时，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对交易双方 都是安全的，因

此我们整合了自己的风险管理和借款人最大限价评估系统，该系统将会 保护平台的客户不进行超

高风险操作，并防止用于借款资金的损失。

易核心模块将其整合到已使用的算法中。

作为平台，我们的目的是为双方提供尽可能便利和可设置的界面，同时在SwapZilla启动后给 这个

平台添加我们的客户将会使用的基础策略包(其中包括仲裁策略)。

被动交易核心

看到我们潜在客户有在加密资产市场上轻松且以最少的时间消耗来赚钱的需求后，我们在我 们的

交易平台中加入了获取“被动”收入的功能。它允许我们客户的资金自行工作并昼夜不 

停地带来收入。

仲裁策略模块

由于加密资产市场是快速增长的新市场，且并非一直有效，这可以会被我们的客户为获得自 己的

利益去利用。不同的交易所中同一个资产或许会出现不同的价格，因为它们接入我们的 平台，完

成仲裁操作成为可能:在不同平台根据不同的价格同时购买和出售同一个资产。

交易员根据其本身实施仲裁战略的方式，但是我们想给我们的客户在使用仲裁情况下获得被 动交

易的工具。为此在仲裁策略模块用户可以选择我们开发的战略之一(成品战略模块)， 开通它并以自

动的方式启动，不需要一直管理。开通和使用这些策略对我们的客户免费，但 是我们预先规定了

我们的客户和SwapZilla之间利润的共享。如果客户不接受我们推荐的策 略，他可以修改或制定自

己的策略或从SwapZilla其他交易员那里获取策略。

跟单交易模块

这个模块允许交易所参与者“跟随”(重复交易)挑选出的最成功的平台交易员。

我们会评估使用我们平台的交易员的效率，如果他们的策略比其他人的策略能赚取更多利 润，

我们向他们推荐获得额外收入的机会。他们交易的客观结果将放在跟单交易模块中，由 于平台的

功能，任何一个投资者都可以选择一个交易员，并复制(自动地)他们已经完成的 给定类似投资总金

额的交易。

如果跟单交易带来正面收益，投资者赚取的资金将在投资者(最高达70%)、策略作 者和SwapZilla

之间分配。

边际交易模块(借贷)

还有一种获得被动收入的方式，即其他交易员借用以便他们通过进入平台交易核心的边际交易模 

块完成“带杠杆”的交易。为了管理类似借用的风险我们在这个模块中整合了限制每个债务人展 示交

易现价的系统(在他自有资金金额和历史交易效率的基础上)，这允许保障了债权人免于资 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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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析核心

市场信号屏幕

这个屏幕是新手交易员的助手。我们挑选最出挑的市场信号并为每个资产跟踪它们。这里用 户将找

到波动系数、利差动态、突破走廊概率评估和最流行的技术分析指数等等。开通该模 块，

SwapZilla的客户可以跟踪他感兴趣资产的当前状态，获得结论性建议( “持有”， 

“购买”或“出售”)，并看到建议成功执行，同时获得关于发生的信号变化的通知。

新闻屏幕

借助新闻屏幕，SwapZilla用户可以在“一个窗口”模式下获得最及时的市场信息和公司 新闻。该屏

幕是个人定制化的定时更新的消息流。

为了集成并分离出对具体某个用户最迫切需要的信息，我们使用了我们团队自行研发的机器 学习算

法。在接通屏幕时，用户会获得“标准的”新闻包:如总结加密货币市场总体情况的 新闻，以及所有

与其投资组合中的资产和货币相关的出版物。在使用屏幕的过程中，算法逐 步分析用户的行为，并

确定集成筛选的设置。此外，交易员可以自行选择他最喜欢的出版物 类型。

该方式将允许我们创建对加密市场来说独特的服务，让客户快速方便地跟踪他感兴趣的市场 中发生

的所有事件。

信息屏幕

这个屏幕包括我们交易平台上显示的每个资产全部可用的信息和材料包。将信息集成、评级 并以标

准化格式予以提供，让用户可以便捷地使用它的分析信息。

推荐模块

当前在网络中和信息APP中可以找到为加密市场提供投资的各种思路、推荐和分析的大量资 源。我

们的目的，一方面是让我们平台可以使用最多的类似信息，另外一方面，我们想为用 户简化分析信

息的任务。为此，我们将信息资源接入到了SwapZilla，我们:

跟踪和检查所提供的推荐，评估它们的效率(收益率和成功比例)，并创建相应评级。

我们建议用户自行评估推荐及资源以便发现最流行的策略。

我们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方便的界面来自行设置推荐屏幕(比如，根据给定资产显示所有策 略或者

来自已选分析公司的所有策略)。

成品策略模块

系统的这个元素成为整合到SwapZilla交易策略完全市场。有了它的帮助，交易员和开发 交易或仲

裁策略的公司，可以配置策略用于免费或收费使用，用户则可以获得它们，补充 它们并通过相应交

交易核心

交易所屏幕

这个屏幕包含关于所有接入SwapZilla交易所的关键信息:可用货币对数量，交易量和价格 波动。

在它的帮助下，用户可以了解哪些资产，在每个交易所中分别是什么价格，选择并将 自己的账户

连接到最感兴趣的平台，跟踪平台上发生的变化并跟踪这个交易所中自己余额的 变化动态。

资产屏幕

借助该资产屏幕，SwapZilla的客户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所有可购买和出售的资产，其 价格

和交易量。就每个资产都可以查到关于其当前最好报价(指定交易所)的信息，以及关 于代币交易

的信息、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深度等等。使用该屏幕时，用户可以跟踪交易并 根据他感兴趣的

资产完成交易，看到每个资产中自己的余额。

本期财务状况屏幕

带有关于交易员本期财务状况的综合信息屏幕:所购买的资产及其价格，交易所，投资组 合总价

值曲线，交易员策略盈利性。

统计模块

这个模块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用来详细分析交易员当前投资组合的工具。这里根据交 易员

的每个资产和每个投资组合，总体上对市场专业参与者感兴趣的参数进行自动计算:波 动性和风

险，beta系数，夏普比率和特雷诺比率等等。

使用它，SwapZilla的客户可以方便地分析自己的投资组合并做出关于改变其结构的 决定和或进

行新投资的决定。

该模块第二部分是对任何资产进行统计分析及在其添加时对当前投资组合影响进行分 析工具。首

先，它们允许使用统计方法详细评估给定时间间隔中每个资产的风险和收 益率，第二，它们允许

回答“在添加相应数量的所选资产后，投资组合是否会更有 效?”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在该模块

框架下，从风险最小化或收益率最大化角度出 发，将使用一些方法来统计评估当前资产投资组合

的最优结构。

 

交易所委托模块

我们以金融市场最好的实践作为目标，因此我们平台的工作将基于Best Execution原则，即 委托

最佳(以最佳价格)执行原则。

模块包括:

生成交易所委托的界面:货币，交易量，委托类型，状态。

委托的扇形分布机制。

跟踪已展示委托的界面 - 带有执行委托完整价格(考虑到可能的手续费)图像。

我们的目的是让交易工具最为灵活，对我们客户的任何交易策略都适合。为此我们提供不同 类型

委托的最大范围，同时将我们自己开发的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整合进来以保证资产以最 好的价格

出售。

为了通过SwapZilla平台开仓或闭仓，客户将可以使用类型各不相同的执行委托的办法: 市价委托

(market order) - 根据当前市场价购买或出售和限价委托(limit order) - 根 据不超过指定价格来

购买或不低于指定价格来出售。

委托将根据交易员给定参数来执行:

1.    “列入排队序列”

在委托进入交易平台时，根据最好的对冲委托的价格进行交易。然后在委托中指定的工具手 数减

少到在已完成交易中的手数，并进行类似的新委托和遗留下相反委托的比较过程。委托 的未完成

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2.     “立即或拒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交易只在委托可完全被满足的情况下进行。

3.     “提取余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但委托的未完成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4.     “一个价格”

在存在交叉价格的相反委托时，交易根据最好相反交易的价格和交易量来进行。已显示委

托的未完成部分以等于已完成交易的价格放到委托队列中。

5.     “扇形分布”

在拥有对许多不同交易所中同一个资产即时委托同时权限时，我们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个信息 让它

更有利于我们的客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wapZilla团队开发了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 它统计

地评估在所有已接入交易所中根据每个给定价格购买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资产的 “深度”和可能

性。然后(如果用户决定使用该解决方案)，在使用所获得的可能性评估 后，算法“分配”委托并按

部分将其展示在不同交易所上，以便最有效地(根据最高或最低 价格)完成必要总量的交易。结果

是用户可以相信:甚至大宗交易都不会导致资产的急剧变 化(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崩溃)，对用户

来说，交易将在最好的条件下进行。

类似的可设置参数多样性允许交易员创建任何交易策略，在清晰透明的条件下自动地关闭 或开放

仓位。

创建交易策略模块

这个模块对许多交易员来说是标志性的交易终端，它允许开发并测试自有的交易策略，保存 其中

最好的策略并在交易时使用它们。

管理投资组合模块

在这个模块框架下用户将获得使用管理长期投资组合及其优化工具的权限。整合到我们平台 中的

算法，根据投资组合收益率最大化或者风险最小化，允许用户挑选最优的投资组合动态 结构(资

产比重)。所使用的算法基于交易员所选资产收益率动态历史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边际交易模块(获得杠杆)

当前不是所有的加密交易所都向用户提供流动资产市场中已经习惯了的边际交易的可能 性。

SwapZilla将解决这个问题。使用边际交易模块，我们交易平台的用户在完成“带杠 杆”交易时将

获得提高所得收入的可能，并在最优杠杆价格时在任意交易所中交易的资产 价格降低时赚钱(完

成“短线交易”)。

在进行类似交易时，SwapZilla不作为交易双方的任一方，而只是提供P2P市场功能，借 助该功

能，用户自己展示并接受关于借款的报价。同时，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对交易双方 都是安全的，因

此我们整合了自己的风险管理和借款人最大限价评估系统，该系统将会 保护平台的客户不进行超

高风险操作，并防止用于借款资金的损失。

易核心模块将其整合到已使用的算法中。

作为平台，我们的目的是为双方提供尽可能便利和可设置的界面，同时在SwapZilla启动后给 这个

平台添加我们的客户将会使用的基础策略包(其中包括仲裁策略)。

被动交易核心

看到我们潜在客户有在加密资产市场上轻松且以最少的时间消耗来赚钱的需求后，我们在我 们的

交易平台中加入了获取“被动”收入的功能。它允许我们客户的资金自行工作并昼夜不 

停地带来收入。

仲裁策略模块

由于加密资产市场是快速增长的新市场，且并非一直有效，这可以会被我们的客户为获得自 己的

利益去利用。不同的交易所中同一个资产或许会出现不同的价格，因为它们接入我们的 平台，完

成仲裁操作成为可能:在不同平台根据不同的价格同时购买和出售同一个资产。

交易员根据其本身实施仲裁战略的方式，但是我们想给我们的客户在使用仲裁情况下获得被 动交

易的工具。为此在仲裁策略模块用户可以选择我们开发的战略之一(成品战略模块)， 开通它并以自

动的方式启动，不需要一直管理。开通和使用这些策略对我们的客户免费，但 是我们预先规定了

我们的客户和SwapZilla之间利润的共享。如果客户不接受我们推荐的策 略，他可以修改或制定自

己的策略或从SwapZilla其他交易员那里获取策略。

跟单交易模块

这个模块允许交易所参与者“跟随”(重复交易)挑选出的最成功的平台交易员。

我们会评估使用我们平台的交易员的效率，如果他们的策略比其他人的策略能赚取更多利 润，

我们向他们推荐获得额外收入的机会。他们交易的客观结果将放在跟单交易模块中，由 于平台的

功能，任何一个投资者都可以选择一个交易员，并复制(自动地)他们已经完成的 给定类似投资总金

额的交易。

如果跟单交易带来正面收益，投资者赚取的资金将在投资者(最高达70%)、策略作 者和SwapZilla

之间分配。

边际交易模块(借贷)

还有一种获得被动收入的方式，即其他交易员借用以便他们通过进入平台交易核心的边际交易模 

块完成“带杠杆”的交易。为了管理类似借用的风险我们在这个模块中整合了限制每个债务人展 示交

易现价的系统(在他自有资金金额和历史交易效率的基础上)，这允许保障了债权人免于资 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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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析核心

市场信号屏幕

这个屏幕是新手交易员的助手。我们挑选最出挑的市场信号并为每个资产跟踪它们。这里用 户将找

到波动系数、利差动态、突破走廊概率评估和最流行的技术分析指数等等。开通该模 块，

SwapZilla的客户可以跟踪他感兴趣资产的当前状态，获得结论性建议( “持有”， 

“购买”或“出售”)，并看到建议成功执行，同时获得关于发生的信号变化的通知。

新闻屏幕

借助新闻屏幕，SwapZilla用户可以在“一个窗口”模式下获得最及时的市场信息和公司 新闻。该屏

幕是个人定制化的定时更新的消息流。

为了集成并分离出对具体某个用户最迫切需要的信息，我们使用了我们团队自行研发的机器 学习算

法。在接通屏幕时，用户会获得“标准的”新闻包:如总结加密货币市场总体情况的 新闻，以及所有

与其投资组合中的资产和货币相关的出版物。在使用屏幕的过程中，算法逐 步分析用户的行为，并

确定集成筛选的设置。此外，交易员可以自行选择他最喜欢的出版物 类型。

该方式将允许我们创建对加密市场来说独特的服务，让客户快速方便地跟踪他感兴趣的市场 中发生

的所有事件。

信息屏幕

这个屏幕包括我们交易平台上显示的每个资产全部可用的信息和材料包。将信息集成、评级 并以标

准化格式予以提供，让用户可以便捷地使用它的分析信息。

推荐模块

当前在网络中和信息APP中可以找到为加密市场提供投资的各种思路、推荐和分析的大量资 源。我

们的目的，一方面是让我们平台可以使用最多的类似信息，另外一方面，我们想为用 户简化分析信

息的任务。为此，我们将信息资源接入到了SwapZilla，我们:

跟踪和检查所提供的推荐，评估它们的效率(收益率和成功比例)，并创建相应评级。

我们建议用户自行评估推荐及资源以便发现最流行的策略。

我们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方便的界面来自行设置推荐屏幕(比如，根据给定资产显示所有策 略或者

来自已选分析公司的所有策略)。

成品策略模块

系统的这个元素成为整合到SwapZilla交易策略完全市场。有了它的帮助，交易员和开发 交易或仲

裁策略的公司，可以配置策略用于免费或收费使用，用户则可以获得它们，补充 它们并通过相应交

交易核心

交易所屏幕

这个屏幕包含关于所有接入SwapZilla交易所的关键信息:可用货币对数量，交易量和价格 波动。

在它的帮助下，用户可以了解哪些资产，在每个交易所中分别是什么价格，选择并将 自己的账户

连接到最感兴趣的平台，跟踪平台上发生的变化并跟踪这个交易所中自己余额的 变化动态。

资产屏幕

借助该资产屏幕，SwapZilla的客户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所有可购买和出售的资产，其 价格

和交易量。就每个资产都可以查到关于其当前最好报价(指定交易所)的信息，以及关 于代币交易

的信息、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深度等等。使用该屏幕时，用户可以跟踪交易并 根据他感兴趣的

资产完成交易，看到每个资产中自己的余额。

本期财务状况屏幕

带有关于交易员本期财务状况的综合信息屏幕:所购买的资产及其价格，交易所，投资组 合总价

值曲线，交易员策略盈利性。

统计模块

这个模块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用来详细分析交易员当前投资组合的工具。这里根据交 易员

的每个资产和每个投资组合，总体上对市场专业参与者感兴趣的参数进行自动计算:波 动性和风

险，beta系数，夏普比率和特雷诺比率等等。

使用它，SwapZilla的客户可以方便地分析自己的投资组合并做出关于改变其结构的 决定和或进

行新投资的决定。

该模块第二部分是对任何资产进行统计分析及在其添加时对当前投资组合影响进行分 析工具。首

先，它们允许使用统计方法详细评估给定时间间隔中每个资产的风险和收 益率，第二，它们允许

回答“在添加相应数量的所选资产后，投资组合是否会更有 效?”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在该模块

框架下，从风险最小化或收益率最大化角度出 发，将使用一些方法来统计评估当前资产投资组合

的最优结构。

 

交易所委托模块

我们以金融市场最好的实践作为目标，因此我们平台的工作将基于Best Execution原则，即 委托

最佳(以最佳价格)执行原则。

模块包括:

生成交易所委托的界面:货币，交易量，委托类型，状态。

委托的扇形分布机制。

跟踪已展示委托的界面 - 带有执行委托完整价格(考虑到可能的手续费)图像。

我们的目的是让交易工具最为灵活，对我们客户的任何交易策略都适合。为此我们提供不同 类型

委托的最大范围，同时将我们自己开发的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整合进来以保证资产以最 好的价格

出售。

为了通过SwapZilla平台开仓或闭仓，客户将可以使用类型各不相同的执行委托的办法: 市价委托

(market order) - 根据当前市场价购买或出售和限价委托(limit order) - 根 据不超过指定价格来

购买或不低于指定价格来出售。

委托将根据交易员给定参数来执行:

1.    “列入排队序列”

在委托进入交易平台时，根据最好的对冲委托的价格进行交易。然后在委托中指定的工具手 数减

少到在已完成交易中的手数，并进行类似的新委托和遗留下相反委托的比较过程。委托 的未完成

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2.     “立即或拒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交易只在委托可完全被满足的情况下进行。

3.     “提取余额” 

类似“列入排队序列”参数，但委托的未完成部分从交易中解除。

4.     “一个价格”

在存在交叉价格的相反委托时，交易根据最好相反交易的价格和交易量来进行。已显示委

托的未完成部分以等于已完成交易的价格放到委托队列中。

5.     “扇形分布”

在拥有对许多不同交易所中同一个资产即时委托同时权限时，我们要了解如何使用这个信息 让它

更有利于我们的客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SwapZilla团队开发了委托的扇形分布算法。 它统计

地评估在所有已接入交易所中根据每个给定价格购买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资产的 “深度”和可能

性。然后(如果用户决定使用该解决方案)，在使用所获得的可能性评估 后，算法“分配”委托并按

部分将其展示在不同交易所上，以便最有效地(根据最高或最低 价格)完成必要总量的交易。结果

是用户可以相信:甚至大宗交易都不会导致资产的急剧变 化(全球流动性和结算体系崩溃)，对用户

来说，交易将在最好的条件下进行。

类似的可设置参数多样性允许交易员创建任何交易策略，在清晰透明的条件下自动地关闭 或开放

仓位。

创建交易策略模块

这个模块对许多交易员来说是标志性的交易终端，它允许开发并测试自有的交易策略，保存 其中

最好的策略并在交易时使用它们。

管理投资组合模块

在这个模块框架下用户将获得使用管理长期投资组合及其优化工具的权限。整合到我们平台 中的

算法，根据投资组合收益率最大化或者风险最小化，允许用户挑选最优的投资组合动态 结构(资

产比重)。所使用的算法基于交易员所选资产收益率动态历史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边际交易模块(获得杠杆)

当前不是所有的加密交易所都向用户提供流动资产市场中已经习惯了的边际交易的可能 性。

SwapZilla将解决这个问题。使用边际交易模块，我们交易平台的用户在完成“带杠 杆”交易时将

获得提高所得收入的可能，并在最优杠杆价格时在任意交易所中交易的资产 价格降低时赚钱(完

成“短线交易”)。

在进行类似交易时，SwapZilla不作为交易双方的任一方，而只是提供P2P市场功能，借 助该功

能，用户自己展示并接受关于借款的报价。同时，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对交易双方 都是安全的，因

此我们整合了自己的风险管理和借款人最大限价评估系统，该系统将会 保护平台的客户不进行超

高风险操作，并防止用于借款资金的损失。

易核心模块将其整合到已使用的算法中。

作为平台，我们的目的是为双方提供尽可能便利和可设置的界面，同时在SwapZilla启动后给 这个

平台添加我们的客户将会使用的基础策略包(其中包括仲裁策略)。

被动交易核心

看到我们潜在客户有在加密资产市场上轻松且以最少的时间消耗来赚钱的需求后，我们在我 们的

交易平台中加入了获取“被动”收入的功能。它允许我们客户的资金自行工作并昼夜不 

停地带来收入。

仲裁策略模块

由于加密资产市场是快速增长的新市场，且并非一直有效，这可以会被我们的客户为获得自 己的

利益去利用。不同的交易所中同一个资产或许会出现不同的价格，因为它们接入我们的 平台，完

成仲裁操作成为可能:在不同平台根据不同的价格同时购买和出售同一个资产。

交易员根据其本身实施仲裁战略的方式，但是我们想给我们的客户在使用仲裁情况下获得被 动交

易的工具。为此在仲裁策略模块用户可以选择我们开发的战略之一(成品战略模块)， 开通它并以自

动的方式启动，不需要一直管理。开通和使用这些策略对我们的客户免费，但 是我们预先规定了

我们的客户和SwapZilla之间利润的共享。如果客户不接受我们推荐的策 略，他可以修改或制定自

己的策略或从SwapZilla其他交易员那里获取策略。

跟单交易模块

这个模块允许交易所参与者“跟随”(重复交易)挑选出的最成功的平台交易员。

我们会评估使用我们平台的交易员的效率，如果他们的策略比其他人的策略能赚取更多利 润，

我们向他们推荐获得额外收入的机会。他们交易的客观结果将放在跟单交易模块中，由 于平台的

功能，任何一个投资者都可以选择一个交易员，并复制(自动地)他们已经完成的 给定类似投资总金

额的交易。

如果跟单交易带来正面收益，投资者赚取的资金将在投资者(最高达70%)、策略作 者和SwapZilla

之间分配。

边际交易模块(借贷)

还有一种获得被动收入的方式，即其他交易员借用以便他们通过进入平台交易核心的边际交易模 

块完成“带杠杆”的交易。为了管理类似借用的风险我们在这个模块中整合了限制每个债务人展 示交

易现价的系统(在他自有资金金额和历史交易效率的基础上)，这允许保障了债权人免于资 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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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SwapZilla提供的完整功能、方便的界面和模
块化可设置 的交易员个人中心允许我们符合任何类型投
资者的要求。



SwapZilla的优势

手续费低

我们首要任务是吸引新的客户(不管是投资者、交易员还是交易所和公司)，并向他 们提供最高质

量的服务。让交易员和投资者对我们极为感兴趣的SwapZilla，其主要 优势之一是与市场其他任

何玩家相比最低的交易手续费。

我们通过以下方式保证最低的手续费:

流通量的聚集

在每个接入平台的交易所中开通一个钱包， SwapZilla的所有用户将通过这个钱包完成交 易。交

易所的手续费金额，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账户流通量，因此这种方式允许我们从每 个交易所中

获得比向任何私人投资者推荐更为有利的条件。

交易的内部清算

我们期待，随着客户基数的增加和我们平台流通量的增加，我们能成功关闭越来越多的 

SwapZilla内部交易。在展示任何委托时，我们开发的算法将检查其在平台内部执行的可能性 (存

在来自我们所有客户之一的积极的对冲委托)，如果有可能进行，则通过内部直接转账 自动进行

交易。这允许我们为SwapZilla客户进行交易提供最好的条件和最快的速度。

补充服务

除了交易手续费，在我们的平台还将有由于伴随服务而获得的额外收入项目。其中最关键的 是平

台提供的被动收入方式:使用SwapZilla仲裁策略、跟单交易和边际交易(市场手续 费)。将来随着

我们的社区的扩展，我们计划推行补充货币化机制:通过销售交易策略的手 续费，来自合作伙伴

收费使用的信息材料，收费的投资组合管理工具(确定资产优化比重的 算法)和其他来自补充服务

的收入。

大量的货币对

SwapZilla交易平台允许客户获得使用多数加密交易所(到平台工作第二年底几乎所有现行 交易所)

和每个交易所上可进行交易资产的即时权限。

完成委托的最快速度

我们可以测量来自不同客户到平台以及反向信号的传输速度，并在优化配置SwapZilla服务 器时

将其最小化。由此，在为接入交易所创建额外流动性情况下，我们保证我们的客户额外 的交易可

能(比如让大量交易和“倒买倒卖”14快速完成成为可能)。

对客户透明

我们在交易平台概念中放入对客户透明的结算系统。我们交易所的每个用户都将获得所有已 完成

操作的具体摘录。我们提供关于所有交易、手续费、从用户余额划拨资金的完整信息。 客户可以

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个人中心相应栏目中生成这些报告，它们将由我们公司签注，可 以作为文件提

交到不同金融机构。

除此之外，平台的大部分操作将在区块链上进行，这允许SwapZilla代币持有人在任何时间 都能

实时看到所有当期收入，同时获取他们感兴趣时间段的数据。

多平台性

我们给予高质量更高水平的便利性。当前，大多数交易所只存在于浏览器版本格式中。我们 做出

了走客户导向发展之路的决定。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平台界面设计组成部分连续不断的 技术完善

让我们的平台非常便于使用。我们努力占领最流行的平台，其中有:

PC端以及MAC系统交易客户版本;

Android和IOS系统移动应用程序。

和第三方产品程序整合

我们相信，不管在功能方面还是在使用便利性方面，我们的个人中心将是市场上最好的解决 方案

。但我们同样希望我们的客户可以在我们平台上使用任何他们已经习惯的工具和软件产 品。我们

给第三方开发的应用程序提供通过API与我们的生态系统整合的可能。这允许您接入 您最爱的交

易软件或者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算法交易。

新的社区支持水平

在形成完全的加密社区这条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是及时向我们的用户就他们感兴趣的所有 问题提

供支持和咨询服务。

我们非常注意支持问题，因此我们没有止步于只创建多语言客户服务部:我们将积极在消息 APP和

社交网站上组建主题小组。它们的成员彼此之间可以直接讨论紧迫问题，并获得 SwapZilla技术

支持部门的详尽回答。

我们客户的意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此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让我们的客户在我们平台上度 过高

效且舒适的时间。 依赖于世界领先公司的经验，我们在创建一个用户体验和安全被放在同一重要

层次的平台。

我们的平台既向我们的用户推荐交易平台上可使用的很好且必需的功能套装，也推荐 SwapZilla

团队研发的独特服务和技术解决方案。

 

商业模式

向我们客户提供市场上最好综合性服务的同时，我们可以获得稳定的多样化收入，并将其分 给我

们的投资者。

SwapZilla平台将有5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平台手续费

SwapZilla将从通过平台完成的交易中赚取手续费。对平台用户来说，手续费将大大低于平均 市

场水平，只有0.1%，其中0.02%到0.05%将由交易所合作伙伴获得，0.05-0.08%将成为 

SwapZilla的净收入。对SwapZilla用户实行如此低手续费的原因是委托和我们开发的内部清 算系

统的聚集作用以及其他来源获得的收入。

边际交易

在平台上将启动“边际交易模块”，其中交易员可以创建要求杠杆金额的委托，而自由资金 所有人

可以将此金额资金借给交易员。SwapZilla向双方提供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借款人风 险管理整

合系统，这样，我们可以从交易中收取借款金额的15%作为手续费。

跟单交易

在专门创建的“跟单交易模块”中，平台参与人员可以跟踪成功交易员的交易，并以自动模 式复制

这些交易。如果跟单交易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正面收入，那收入的15%将分配给 SwapZilla。

仲裁交易

在“成品战略模块”中将集成由SwapZilla团队开发并测试的仲裁战略。在交易员成功运用这 些策

略时，平台将赚取策略收入的15%。

成品策略商店 

使用“成品战略模块”让其成为整合到我们平台交易算法的完整市场。向客户提供类似服务 时，

SwapZilla将获得用户出售交易策略所得金额的10%的手续费收入。

额外的收入来源

在收集了现有的用户库后，我们可以开始在我们合作伙伴提供收费信息材料、管理投资组合 全部

工具(确定最佳资产比重的算法)等方面赚钱。根据我们的评估，所有这些产品可以给 平台带来

3%-5%的额外收入。

所创建的这些产品将保证我们的营业额成倍数增长，到2026年达到8880万美元。SwapZilla的 营

收将用于支付交易所-合作伙伴的手续费(约为15%，从平台工作第三年开始)，保证公司经 营活

动和支付SWZL代币持有人。

为此，为了让我们平台上的代币持有人获得稳定的收入，不管SwapZilla的支出是多少，公司 

30%的营收将用于向他们支付分红。使用智能合同使收入分配自动化，这保证了向SWZL代币持 

有人付款的及时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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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募时购买SWZL代币的投资者，自2020年起将开始从
平台 工作中获得稳定收入，如果他继续持有代币，在3年
后将可以 收回自己的投资。考虑到代币的销售，不到两
年可以回收投 资成本。



SwapZilla的优势

手续费低

我们首要任务是吸引新的客户(不管是投资者、交易员还是交易所和公司)，并向他 们提供最高质

量的服务。让交易员和投资者对我们极为感兴趣的SwapZilla，其主要 优势之一是与市场其他任

何玩家相比最低的交易手续费。

我们通过以下方式保证最低的手续费:

流通量的聚集

在每个接入平台的交易所中开通一个钱包， SwapZilla的所有用户将通过这个钱包完成交 易。交

易所的手续费金额，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账户流通量，因此这种方式允许我们从每 个交易所中

获得比向任何私人投资者推荐更为有利的条件。

交易的内部清算

我们期待，随着客户基数的增加和我们平台流通量的增加，我们能成功关闭越来越多的 

SwapZilla内部交易。在展示任何委托时，我们开发的算法将检查其在平台内部执行的可能性 (存

在来自我们所有客户之一的积极的对冲委托)，如果有可能进行，则通过内部直接转账 自动进行

交易。这允许我们为SwapZilla客户进行交易提供最好的条件和最快的速度。

补充服务

除了交易手续费，在我们的平台还将有由于伴随服务而获得的额外收入项目。其中最关键的 是平

台提供的被动收入方式:使用SwapZilla仲裁策略、跟单交易和边际交易(市场手续 费)。将来随着

我们的社区的扩展，我们计划推行补充货币化机制:通过销售交易策略的手 续费，来自合作伙伴

收费使用的信息材料，收费的投资组合管理工具(确定资产优化比重的 算法)和其他来自补充服务

的收入。

大量的货币对

SwapZilla交易平台允许客户获得使用多数加密交易所(到平台工作第二年底几乎所有现行 交易所)

和每个交易所上可进行交易资产的即时权限。

完成委托的最快速度

我们可以测量来自不同客户到平台以及反向信号的传输速度，并在优化配置SwapZilla服务 器时

将其最小化。由此，在为接入交易所创建额外流动性情况下，我们保证我们的客户额外 的交易可

能(比如让大量交易和“倒买倒卖”14快速完成成为可能)。

对客户透明

我们在交易平台概念中放入对客户透明的结算系统。我们交易所的每个用户都将获得所有已 完成

操作的具体摘录。我们提供关于所有交易、手续费、从用户余额划拨资金的完整信息。 客户可以

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个人中心相应栏目中生成这些报告，它们将由我们公司签注，可 以作为文件提

交到不同金融机构。

除此之外，平台的大部分操作将在区块链上进行，这允许SwapZilla代币持有人在任何时间 都能

实时看到所有当期收入，同时获取他们感兴趣时间段的数据。

多平台性

我们给予高质量更高水平的便利性。当前，大多数交易所只存在于浏览器版本格式中。我们 做出

了走客户导向发展之路的决定。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平台界面设计组成部分连续不断的 技术完善

让我们的平台非常便于使用。我们努力占领最流行的平台，其中有:

PC端以及MAC系统交易客户版本;

Android和IOS系统移动应用程序。

和第三方产品程序整合

我们相信，不管在功能方面还是在使用便利性方面，我们的个人中心将是市场上最好的解决 方案

。但我们同样希望我们的客户可以在我们平台上使用任何他们已经习惯的工具和软件产 品。我们

给第三方开发的应用程序提供通过API与我们的生态系统整合的可能。这允许您接入 您最爱的交

易软件或者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算法交易。

新的社区支持水平

在形成完全的加密社区这条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是及时向我们的用户就他们感兴趣的所有 问题提

供支持和咨询服务。

我们非常注意支持问题，因此我们没有止步于只创建多语言客户服务部:我们将积极在消息 APP和

社交网站上组建主题小组。它们的成员彼此之间可以直接讨论紧迫问题，并获得 SwapZilla技术

14 倒买倒卖 - 在基金和其他市场一种日内投机操作战略俚语，其特点是在达到几个点小利润后关闭交易。一般来 说，在

此情况下，在不长的时间间隔中完成交易:从几分钟到几秒。

支持部门的详尽回答。

我们客户的意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此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让我们的客户在我们平台上度 过高

效且舒适的时间。 依赖于世界领先公司的经验，我们在创建一个用户体验和安全被放在同一重要

层次的平台。

我们的平台既向我们的用户推荐交易平台上可使用的很好且必需的功能套装，也推荐 SwapZilla

团队研发的独特服务和技术解决方案。

 

商业模式

向我们客户提供市场上最好综合性服务的同时，我们可以获得稳定的多样化收入，并将其分 给我

们的投资者。

SwapZilla平台将有5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平台手续费

SwapZilla将从通过平台完成的交易中赚取手续费。对平台用户来说，手续费将大大低于平均 市

场水平，只有0.1%，其中0.02%到0.05%将由交易所合作伙伴获得，0.05-0.08%将成为 

SwapZilla的净收入。对SwapZilla用户实行如此低手续费的原因是委托和我们开发的内部清 算系

统的聚集作用以及其他来源获得的收入。

边际交易

在平台上将启动“边际交易模块”，其中交易员可以创建要求杠杆金额的委托，而自由资金 所有人

可以将此金额资金借给交易员。SwapZilla向双方提供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借款人风 险管理整

合系统，这样，我们可以从交易中收取借款金额的15%作为手续费。

跟单交易

在专门创建的“跟单交易模块”中，平台参与人员可以跟踪成功交易员的交易，并以自动模 式复制

这些交易。如果跟单交易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正面收入，那收入的15%将分配给 SwapZilla。

仲裁交易

在“成品战略模块”中将集成由SwapZilla团队开发并测试的仲裁战略。在交易员成功运用这 些策

略时，平台将赚取策略收入的15%。

成品策略商店 

使用“成品战略模块”让其成为整合到我们平台交易算法的完整市场。向客户提供类似服务 时，

SwapZilla将获得用户出售交易策略所得金额的10%的手续费收入。

额外的收入来源

在收集了现有的用户库后，我们可以开始在我们合作伙伴提供收费信息材料、管理投资组合 全部

工具(确定最佳资产比重的算法)等方面赚钱。根据我们的评估，所有这些产品可以给 平台带来

3%-5%的额外收入。

所创建的这些产品将保证我们的营业额成倍数增长，到2026年达到8880万美元。SwapZilla的 营

收将用于支付交易所-合作伙伴的手续费(约为15%，从平台工作第三年开始)，保证公司经 营活

动和支付SWZL代币持有人。

为此，为了让我们平台上的代币持有人获得稳定的收入，不管SwapZilla的支出是多少，公司 

30%的营收将用于向他们支付分红。使用智能合同使收入分配自动化，这保证了向SWZL代币持 

有人付款的及时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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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募时购买SWZL代币的投资者，自2020年起将开始从
平台 工作中获得稳定收入，如果他继续持有代币，在3年
后将可以 收回自己的投资。考虑到代币的销售，不到两
年可以回收投 资成本。



 图12. SwapZilla竞争环境分析

SwapZilla的优势

手续费低

我们首要任务是吸引新的客户(不管是投资者、交易员还是交易所和公司)，并向他 们提供最高质

量的服务。让交易员和投资者对我们极为感兴趣的SwapZilla，其主要 优势之一是与市场其他任

何玩家相比最低的交易手续费。

我们通过以下方式保证最低的手续费:

流通量的聚集

在每个接入平台的交易所中开通一个钱包， SwapZilla的所有用户将通过这个钱包完成交 易。交

易所的手续费金额，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账户流通量，因此这种方式允许我们从每 个交易所中

获得比向任何私人投资者推荐更为有利的条件。

交易的内部清算

我们期待，随着客户基数的增加和我们平台流通量的增加，我们能成功关闭越来越多的 

SwapZilla内部交易。在展示任何委托时，我们开发的算法将检查其在平台内部执行的可能性 (存

在来自我们所有客户之一的积极的对冲委托)，如果有可能进行，则通过内部直接转账 自动进行

交易。这允许我们为SwapZilla客户进行交易提供最好的条件和最快的速度。

补充服务

除了交易手续费，在我们的平台还将有由于伴随服务而获得的额外收入项目。其中最关键的 是平

台提供的被动收入方式:使用SwapZilla仲裁策略、跟单交易和边际交易(市场手续 费)。将来随着

我们的社区的扩展，我们计划推行补充货币化机制:通过销售交易策略的手 续费，来自合作伙伴

收费使用的信息材料，收费的投资组合管理工具(确定资产优化比重的 算法)和其他来自补充服务

的收入。

大量的货币对

SwapZilla交易平台允许客户获得使用多数加密交易所(到平台工作第二年底几乎所有现行 交易所)

和每个交易所上可进行交易资产的即时权限。

完成委托的最快速度

我们可以测量来自不同客户到平台以及反向信号的传输速度，并在优化配置SwapZilla服务 器时

将其最小化。由此，在为接入交易所创建额外流动性情况下，我们保证我们的客户额外 的交易可

能(比如让大量交易和“倒买倒卖”14快速完成成为可能)。

对客户透明

我们在交易平台概念中放入对客户透明的结算系统。我们交易所的每个用户都将获得所有已 完成

操作的具体摘录。我们提供关于所有交易、手续费、从用户余额划拨资金的完整信息。 客户可以

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个人中心相应栏目中生成这些报告，它们将由我们公司签注，可 以作为文件提

交到不同金融机构。

除此之外，平台的大部分操作将在区块链上进行，这允许SwapZilla代币持有人在任何时间 都能

实时看到所有当期收入，同时获取他们感兴趣时间段的数据。

多平台性

我们给予高质量更高水平的便利性。当前，大多数交易所只存在于浏览器版本格式中。我们 做出

了走客户导向发展之路的决定。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平台界面设计组成部分连续不断的 技术完善

让我们的平台非常便于使用。我们努力占领最流行的平台，其中有:

PC端以及MAC系统交易客户版本;

Android和IOS系统移动应用程序。

和第三方产品程序整合

我们相信，不管在功能方面还是在使用便利性方面，我们的个人中心将是市场上最好的解决 方案

。但我们同样希望我们的客户可以在我们平台上使用任何他们已经习惯的工具和软件产 品。我们

给第三方开发的应用程序提供通过API与我们的生态系统整合的可能。这允许您接入 您最爱的交

易软件或者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算法交易。

新的社区支持水平

在形成完全的加密社区这条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是及时向我们的用户就他们感兴趣的所有 问题提

供支持和咨询服务。

我们非常注意支持问题，因此我们没有止步于只创建多语言客户服务部:我们将积极在消息 APP和

社交网站上组建主题小组。它们的成员彼此之间可以直接讨论紧迫问题，并获得 SwapZilla技术

支持部门的详尽回答。

我们客户的意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此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让我们的客户在我们平台上度 过高

效且舒适的时间。 依赖于世界领先公司的经验，我们在创建一个用户体验和安全被放在同一重要

层次的平台。

我们的平台既向我们的用户推荐交易平台上可使用的很好且必需的功能套装，也推荐 SwapZilla

团队研发的独特服务和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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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

向我们客户提供市场上最好综合性服务的同时，我们可以获得稳定的多样化收入，并将其分 给我

们的投资者。

SwapZilla平台将有5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平台手续费

SwapZilla将从通过平台完成的交易中赚取手续费。对平台用户来说，手续费将大大低于平均 市

场水平，只有0.1%，其中0.02%到0.05%将由交易所合作伙伴获得，0.05-0.08%将成为 

SwapZilla的净收入。对SwapZilla用户实行如此低手续费的原因是委托和我们开发的内部清 算系

统的聚集作用以及其他来源获得的收入。

边际交易

在平台上将启动“边际交易模块”，其中交易员可以创建要求杠杆金额的委托，而自由资金 所有人

可以将此金额资金借给交易员。SwapZilla向双方提供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借款人风 险管理整

合系统，这样，我们可以从交易中收取借款金额的15%作为手续费。

跟单交易

在专门创建的“跟单交易模块”中，平台参与人员可以跟踪成功交易员的交易，并以自动模 式复制

这些交易。如果跟单交易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正面收入，那收入的15%将分配给 SwapZilla。

仲裁交易

在“成品战略模块”中将集成由SwapZilla团队开发并测试的仲裁战略。在交易员成功运用这 些策

略时，平台将赚取策略收入的15%。

成品策略商店 

使用“成品战略模块”让其成为整合到我们平台交易算法的完整市场。向客户提供类似服务 时，

SwapZilla将获得用户出售交易策略所得金额的10%的手续费收入。

额外的收入来源

在收集了现有的用户库后，我们可以开始在我们合作伙伴提供收费信息材料、管理投资组合 全部

工具(确定最佳资产比重的算法)等方面赚钱。根据我们的评估，所有这些产品可以给 平台带来

3%-5%的额外收入。

所创建的这些产品将保证我们的营业额成倍数增长，到2026年达到8880万美元。SwapZilla的 营

收将用于支付交易所-合作伙伴的手续费(约为15%，从平台工作第三年开始)，保证公司经 营活

动和支付SWZL代币持有人。

为此，为了让我们平台上的代币持有人获得稳定的收入，不管SwapZilla的支出是多少，公司 

30%的营收将用于向他们支付分红。使用智能合同使收入分配自动化，这保证了向SWZL代币持 

有人付款的及时性15。

An investor who purchased SWZL tokens on the crowdsal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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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募时购买SWZL代币的投资者，自2020年起将开始从
平台 工作中获得稳定收入，如果他继续持有代币，在3年
后将可以 收回自己的投资。考虑到代币的销售，不到两
年可以回收投 资成本。

在拥有对“一个窗口”中任何加密资产的即时权限以 及智
能信息系统条件下，我们平台的功能将符合我们 客户的
所有迫切需求，可他们一直领先于竞争对手一 步。
 



商业模式

向我们客户提供市场上最好综合性服务的同时，我们可以获得稳定的多样化收入，并将其分 给我

们的投资者。

SwapZilla平台将有5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平台手续费

SwapZilla将从通过平台完成的交易中赚取手续费。对平台用户来说，手续费将大大低于平均 市

场水平，只有0.1%，其中0.02%到0.05%将由交易所合作伙伴获得，0.05-0.08%将成为 

SwapZilla的净收入。对SwapZilla用户实行如此低手续费的原因是委托和我们开发的内部清 算系

统的聚集作用以及其他来源获得的收入。

边际交易

在平台上将启动“边际交易模块”，其中交易员可以创建要求杠杆金额的委托，而自由资金 所有人

可以将此金额资金借给交易员。SwapZilla向双方提供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借款人风 险管理整

合系统，这样，我们可以从交易中收取借款金额的15%作为手续费。

跟单交易

在专门创建的“跟单交易模块”中，平台参与人员可以跟踪成功交易员的交易，并以自动模 式复制

这些交易。如果跟单交易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正面收入，那收入的15%将分配给 SwapZilla。

仲裁交易

在“成品战略模块”中将集成由SwapZilla团队开发并测试的仲裁战略。在交易员成功运用这 些策

略时，平台将赚取策略收入的15%。

成品策略商店 

使用“成品战略模块”让其成为整合到我们平台交易算法的完整市场。向客户提供类似服务 时，

SwapZilla将获得用户出售交易策略所得金额的10%的手续费收入。

额外的收入来源

在收集了现有的用户库后，我们可以开始在我们合作伙伴提供收费信息材料、管理投资组合 全部

工具(确定最佳资产比重的算法)等方面赚钱。根据我们的评估，所有这些产品可以给 平台带来

3%-5%的额外收入。

所创建的这些产品将保证我们的营业额成倍数增长，到2026年达到8880万美元。SwapZilla的 营

收将用于支付交易所-合作伙伴的手续费(约为15%，从平台工作第三年开始)，保证公司经 营活

动和支付SWZL代币持有人。

为此，为了让我们平台上的代币持有人获得稳定的收入，不管SwapZilla的支出是多少，公司 

30%的营收将用于向他们支付分红。使用智能合同使收入分配自动化，这保证了向SWZL代币持 

有人付款的及时性15。

An investor who purchased SWZL tokens on the crowdsal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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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募时购买SWZL代币的投资者，自2020年起将开始从
平台 工作中获得稳定收入，如果他继续持有代币，在3年
后将可以 收回自己的投资。考虑到代币的销售，不到两
年可以回收投 资成本。



SDLC过程包含使用最大可能的安全实践数量，它们是:

实施堆栈

Python-Django是应用程序的服务部分

Vue.js是应用程序的客户部分

用于PostgreSQL的Amazon RDS是没有数据的服务器 

Amazon S3是存储文件的受保护服务器

Amazon WAF是用于网络应用程序的防火墙

代码静态分析

使用开源解决方案包根据每个迭代结果来进行。

 代码动态分析

根据每个迭代结果在整合的服务器上进行完整的分析。

为了对计算要求的改变做出灵活反应，大部分计算将在云服务中进行(Amazon VPC和Amazon 

EC2)，因此我们也将使用云解决方案来存储数据(Amazon RDS和Amazon S3)，并保证 Amazon 

Key Management Storage和Redis的安全。

使用高质量服务来授权和验证用户身份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系统安全保证因素。我们计划运用 双重

身份验证(在Okta解决方案基础上)，同时在每个用户许可基础上划分权限。我们使用 Amazon 

Security的AWS基础设施作为补充保护。

安全监测

创建SwapZilla，我们想符合行业中采用的主要标准和安全要求:PCI-DSS标准, GDPR, OWASP 

Top 10。

为此，在常规基础上所进行的检测、统计和动态分析是必要的:

将在Python(Pylint等等)开源解决方案的帮助下解决统计分析的任务。

网页应用程序代码动态分析是黑箱测试，目的是在模拟用户工作时发现可能的漏洞。将使用 

拥有最高可靠性水平的漏洞扫描器来执行它。

使用构建版本系统(Jenkins)来进行部分分析，在每个扩展进行时在整合的服务器中 启动。

在每次发布后在实际系统中进行。

防火墙

使用Amazon WAF允许对应用程序提供补充保护，其中包括保护免受DDoS的攻击。

监测

亚马逊警告和应用程序项目自有日志监测。

应用程序架构

考虑到选择Django作为服务器解决方案，以下在构架本身层面的要求是必须的:

保护免受跨站脚本攻击(XSS)的攻击:Django模板系统保护免受大部分XSS攻击， 屏蔽在

HTML中某些被认为危险的符号。

保护免受跨站请求伪造(CSRF)的攻击:保护机制在于在询问中使用{% csrf_token %} 以便补充

确认用户的行为。

保护免受SQL注入的攻击:使用queryset/model Django实质，对数据库数据的访问权限

保护免受点击劫持(点击劫持)的攻击:Django包含免受点击劫持攻击、以中间件 

(middleware)X-Frame-Options形式的保护，它被浏览器支持，可以在<iframe>内部禁 止页

面的显示

为了保证我们系统网页部分工作的稳定，我们将使用SSL/HTTPS协议(在可能转向TSL1.3 的

TLS1.2基础上只使用HTTPS)和HTTP/2协议。

我们可以根据以下服务器响应头保证额外的保护等级:

HTTP严格安全传输(HSTS):保护免受使用更早期的协议版本和获取cookie文件的攻击。

X-Frame-Options:提高对网络应用程序免受点击劫持(Clickjacking)攻击的保护。

X-XSS-Protection:包括在用户的浏览器上跨站脚本过滤。

X-Content-Type-Options:禁止解释与已声明类型不同的文件。

内容安全策略(Content-Security-Policy):预防大范围攻击，包括跨站脚本攻击和其

他跨站注入。

图13. SwapZilla平台收入(百万美元)

商业模式

向我们客户提供市场上最好综合性服务的同时，我们可以获得稳定的多样化收入，并将其分 给我

们的投资者。

SwapZilla平台将有5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平台手续费

SwapZilla将从通过平台完成的交易中赚取手续费。对平台用户来说，手续费将大大低于平均 市

场水平，只有0.1%，其中0.02%到0.05%将由交易所合作伙伴获得，0.05-0.08%将成为 

SwapZilla的净收入。对SwapZilla用户实行如此低手续费的原因是委托和我们开发的内部清 算系

统的聚集作用以及其他来源获得的收入。

边际交易

在平台上将启动“边际交易模块”，其中交易员可以创建要求杠杆金额的委托，而自由资金 所有人

可以将此金额资金借给交易员。SwapZilla向双方提供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借款人风 险管理整

合系统，这样，我们可以从交易中收取借款金额的15%作为手续费。

跟单交易

在专门创建的“跟单交易模块”中，平台参与人员可以跟踪成功交易员的交易，并以自动模 式复制

这些交易。如果跟单交易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正面收入，那收入的15%将分配给 SwapZilla。

仲裁交易

在“成品战略模块”中将集成由SwapZilla团队开发并测试的仲裁战略。在交易员成功运用这 些策

略时，平台将赚取策略收入的15%。

成品策略商店 

使用“成品战略模块”让其成为整合到我们平台交易算法的完整市场。向客户提供类似服务 时，

SwapZilla将获得用户出售交易策略所得金额的10%的手续费收入。

额外的收入来源

在收集了现有的用户库后，我们可以开始在我们合作伙伴提供收费信息材料、管理投资组合 全部

工具(确定最佳资产比重的算法)等方面赚钱。根据我们的评估，所有这些产品可以给 平台带来

3%-5%的额外收入。

所创建的这些产品将保证我们的营业额成倍数增长，到2026年达到8880万美元。SwapZilla的 营

收将用于支付交易所-合作伙伴的手续费(约为15%，从平台工作第三年开始)，保证公司经 营活

动和支付SWZL代币持有人。

为此，为了让我们平台上的代币持有人获得稳定的收入，不管SwapZilla的支出是多少，公司 

30%的营收将用于向他们支付分红。使用智能合同使收入分配自动化，这保证了向SWZL代币持 

有人付款的及时性15。

An investor who purchased SWZL tokens on the crowdsale, from 

15 关于ICO数据和SWZL代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我们的代币”这一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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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已完成交易的手续费

跟单交易

边际交易

其他收入

仲裁交易

成品策略“商店”

安全性

SDLC

SwapZilla平台往电子金融方面发展，这大大地提高了一些人对破坏系统和盗取用户账户资金 的

兴趣。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团队提供最好的开发、扩展和伴随保护程序，以便保证用户 帐面数

据的安全。

29

在众募时购买SWZL代币的投资者，自2020年起将开始从
平台 工作中获得稳定收入，如果他继续持有代币，在3年
后将可以 收回自己的投资。考虑到代币的销售，不到两
年可以回收投 资成本。



SDLC过程包含使用最大可能的安全实践数量，它们是:

实施堆栈

Python-Django是应用程序的服务部分

Vue.js是应用程序的客户部分

用于PostgreSQL的Amazon RDS是没有数据的服务器 

Amazon S3是存储文件的受保护服务器

Amazon WAF是用于网络应用程序的防火墙

代码静态分析

使用开源解决方案包根据每个迭代结果来进行。

 代码动态分析

根据每个迭代结果在整合的服务器上进行完整的分析。

为了对计算要求的改变做出灵活反应，大部分计算将在云服务中进行(Amazon VPC和Amazon 

EC2)，因此我们也将使用云解决方案来存储数据(Amazon RDS和Amazon S3)，并保证 Amazon 

Key Management Storage和Redis的安全。

使用高质量服务来授权和验证用户身份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系统安全保证因素。我们计划运用 双重

身份验证(在Okta解决方案基础上)，同时在每个用户许可基础上划分权限。我们使用 Amazon 

Security的AWS基础设施作为补充保护。

安全监测

创建SwapZilla，我们想符合行业中采用的主要标准和安全要求:PCI-DSS标准, GDPR, OWASP 

Top 10。

为此，在常规基础上所进行的检测、统计和动态分析是必要的:

将在Python(Pylint等等)开源解决方案的帮助下解决统计分析的任务。

网页应用程序代码动态分析是黑箱测试，目的是在模拟用户工作时发现可能的漏洞。将使用 

拥有最高可靠性水平的漏洞扫描器来执行它。

使用构建版本系统(Jenkins)来进行部分分析，在每个扩展进行时在整合的服务器中 启动。

在每次发布后在实际系统中进行。

防火墙

使用Amazon WAF允许对应用程序提供补充保护，其中包括保护免受DDoS的攻击。

监测

亚马逊警告和应用程序项目自有日志监测。

应用程序架构

考虑到选择Django作为服务器解决方案，以下在构架本身层面的要求是必须的:

保护免受跨站脚本攻击(XSS)的攻击:Django模板系统保护免受大部分XSS攻击， 屏蔽在

HTML中某些被认为危险的符号。

保护免受跨站请求伪造(CSRF)的攻击:保护机制在于在询问中使用{% csrf_token %} 以便补充

确认用户的行为。

保护免受SQL注入的攻击:使用queryset/model Django实质，对数据库数据的访问权限

保护免受点击劫持(点击劫持)的攻击:Django包含免受点击劫持攻击、以中间件 

(middleware)X-Frame-Options形式的保护，它被浏览器支持，可以在<iframe>内部禁 止页

面的显示

为了保证我们系统网页部分工作的稳定，我们将使用SSL/HTTPS协议(在可能转向TSL1.3 的

TLS1.2基础上只使用HTTPS)和HTTP/2协议。

我们可以根据以下服务器响应头保证额外的保护等级:

HTTP严格安全传输(HSTS):保护免受使用更早期的协议版本和获取cookie文件的攻击。

X-Frame-Options:提高对网络应用程序免受点击劫持(Clickjacking)攻击的保护。

X-XSS-Protection:包括在用户的浏览器上跨站脚本过滤。

X-Content-Type-Options:禁止解释与已声明类型不同的文件。

内容安全策略(Content-Security-Policy):预防大范围攻击，包括跨站脚本攻击和其

他跨站注入。

图14. 代币持有人分红的分配

商业模式

向我们客户提供市场上最好综合性服务的同时，我们可以获得稳定的多样化收入，并将其分 给我

们的投资者。

SwapZilla平台将有5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平台手续费

SwapZilla将从通过平台完成的交易中赚取手续费。对平台用户来说，手续费将大大低于平均 市

场水平，只有0.1%，其中0.02%到0.05%将由交易所合作伙伴获得，0.05-0.08%将成为 

SwapZilla的净收入。对SwapZilla用户实行如此低手续费的原因是委托和我们开发的内部清 算系

统的聚集作用以及其他来源获得的收入。

边际交易

在平台上将启动“边际交易模块”，其中交易员可以创建要求杠杆金额的委托，而自由资金 所有人

可以将此金额资金借给交易员。SwapZilla向双方提供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借款人风 险管理整

合系统，这样，我们可以从交易中收取借款金额的15%作为手续费。

跟单交易

在专门创建的“跟单交易模块”中，平台参与人员可以跟踪成功交易员的交易，并以自动模 式复制

这些交易。如果跟单交易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正面收入，那收入的15%将分配给 SwapZilla。

仲裁交易

在“成品战略模块”中将集成由SwapZilla团队开发并测试的仲裁战略。在交易员成功运用这 些策

略时，平台将赚取策略收入的15%。

成品策略商店 

使用“成品战略模块”让其成为整合到我们平台交易算法的完整市场。向客户提供类似服务 时，

SwapZilla将获得用户出售交易策略所得金额的10%的手续费收入。

额外的收入来源

在收集了现有的用户库后，我们可以开始在我们合作伙伴提供收费信息材料、管理投资组合 全部

工具(确定最佳资产比重的算法)等方面赚钱。根据我们的评估，所有这些产品可以给 平台带来

3%-5%的额外收入。

所创建的这些产品将保证我们的营业额成倍数增长，到2026年达到8880万美元。SwapZilla的 营

收将用于支付交易所-合作伙伴的手续费(约为15%，从平台工作第三年开始)，保证公司经 营活

动和支付SWZL代币持有人。

为此，为了让我们平台上的代币持有人获得稳定的收入，不管SwapZilla的支出是多少，公司 

30%的营收将用于向他们支付分红。使用智能合同使收入分配自动化，这保证了向SWZL代币持 

有人付款的及时性15。

An investor who purchased SWZL tokens on the crowdsal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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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SDLC

SwapZilla平台往电子金融方面发展，这大大地提高了一些人对破坏系统和盗取用户账户资金 的

兴趣。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团队提供最好的开发、扩展和伴随保护程序，以便保证用户 帐面数

据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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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募时购买SWZL代币的投资者，自2020年起将开始从
平台 工作中获得稳定收入，如果他继续持有代币，在3年
后将可以 收回自己的投资。考虑到代币的销售，不到两
年可以回收投 资成本。



SDLC过程包含使用最大可能的安全实践数量，它们是:

实施堆栈

Python-Django是应用程序的服务部分

Vue.js是应用程序的客户部分

用于PostgreSQL的Amazon RDS是没有数据的服务器 

Amazon S3是存储文件的受保护服务器

Amazon WAF是用于网络应用程序的防火墙

代码静态分析

使用开源解决方案包根据每个迭代结果来进行。

 代码动态分析

根据每个迭代结果在整合的服务器上进行完整的分析。

为了对计算要求的改变做出灵活反应，大部分计算将在云服务中进行(Amazon VPC和Amazon 

EC2)，因此我们也将使用云解决方案来存储数据(Amazon RDS和Amazon S3)，并保证 Amazon 

Key Management Storage和Redis的安全。

使用高质量服务来授权和验证用户身份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系统安全保证因素。我们计划运用 双重

身份验证(在Okta解决方案基础上)，同时在每个用户许可基础上划分权限。我们使用 Amazon 

Security的AWS基础设施作为补充保护。

安全监测

创建SwapZilla，我们想符合行业中采用的主要标准和安全要求:PCI-DSS标准, GDPR, OWASP 

Top 10。

为此，在常规基础上所进行的检测、统计和动态分析是必要的:

将在Python(Pylint等等)开源解决方案的帮助下解决统计分析的任务。

网页应用程序代码动态分析是黑箱测试，目的是在模拟用户工作时发现可能的漏洞。将使用 

拥有最高可靠性水平的漏洞扫描器来执行它。

使用构建版本系统(Jenkins)来进行部分分析，在每个扩展进行时在整合的服务器中 启动。

在每次发布后在实际系统中进行。

防火墙

使用Amazon WAF允许对应用程序提供补充保护，其中包括保护免受DDoS的攻击。

监测

亚马逊警告和应用程序项目自有日志监测。

应用程序架构

考虑到选择Django作为服务器解决方案，以下在构架本身层面的要求是必须的:

保护免受跨站脚本攻击(XSS)的攻击:Django模板系统保护免受大部分XSS攻击， 屏蔽在

HTML中某些被认为危险的符号。

保护免受跨站请求伪造(CSRF)的攻击:保护机制在于在询问中使用{% csrf_token %} 以便补充

确认用户的行为。

保护免受SQL注入的攻击:使用queryset/model Django实质，对数据库数据的访问权限

保护免受点击劫持(点击劫持)的攻击:Django包含免受点击劫持攻击、以中间件 

(middleware)X-Frame-Options形式的保护，它被浏览器支持，可以在<iframe>内部禁 止页

面的显示

为了保证我们系统网页部分工作的稳定，我们将使用SSL/HTTPS协议(在可能转向TSL1.3 的

TLS1.2基础上只使用HTTPS)和HTTP/2协议。

我们可以根据以下服务器响应头保证额外的保护等级:

HTTP严格安全传输(HSTS):保护免受使用更早期的协议版本和获取cookie文件的攻击。

X-Frame-Options:提高对网络应用程序免受点击劫持(Clickjacking)攻击的保护。

X-XSS-Protection:包括在用户的浏览器上跨站脚本过滤。

X-Content-Type-Options:禁止解释与已声明类型不同的文件。

内容安全策略(Content-Security-Policy):预防大范围攻击，包括跨站脚本攻击和其

他跨站注入。

商业模式

向我们客户提供市场上最好综合性服务的同时，我们可以获得稳定的多样化收入，并将其分 给我

们的投资者。

SwapZilla平台将有5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平台手续费

SwapZilla将从通过平台完成的交易中赚取手续费。对平台用户来说，手续费将大大低于平均 市

场水平，只有0.1%，其中0.02%到0.05%将由交易所合作伙伴获得，0.05-0.08%将成为 

SwapZilla的净收入。对SwapZilla用户实行如此低手续费的原因是委托和我们开发的内部清 算系

统的聚集作用以及其他来源获得的收入。

边际交易

在平台上将启动“边际交易模块”，其中交易员可以创建要求杠杆金额的委托，而自由资金 所有人

可以将此金额资金借给交易员。SwapZilla向双方提供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借款人风 险管理整

合系统，这样，我们可以从交易中收取借款金额的15%作为手续费。

跟单交易

在专门创建的“跟单交易模块”中，平台参与人员可以跟踪成功交易员的交易，并以自动模 式复制

这些交易。如果跟单交易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正面收入，那收入的15%将分配给 SwapZilla。

仲裁交易

在“成品战略模块”中将集成由SwapZilla团队开发并测试的仲裁战略。在交易员成功运用这 些策

略时，平台将赚取策略收入的15%。

成品策略商店 

使用“成品战略模块”让其成为整合到我们平台交易算法的完整市场。向客户提供类似服务 时，

SwapZilla将获得用户出售交易策略所得金额的10%的手续费收入。

额外的收入来源

在收集了现有的用户库后，我们可以开始在我们合作伙伴提供收费信息材料、管理投资组合 全部

工具(确定最佳资产比重的算法)等方面赚钱。根据我们的评估，所有这些产品可以给 平台带来

3%-5%的额外收入。

所创建的这些产品将保证我们的营业额成倍数增长，到2026年达到8880万美元。SwapZilla的 营

收将用于支付交易所-合作伙伴的手续费(约为15%，从平台工作第三年开始)，保证公司经 营活

动和支付SWZL代币持有人。

为此，为了让我们平台上的代币持有人获得稳定的收入，不管SwapZilla的支出是多少，公司 

30%的营收将用于向他们支付分红。使用智能合同使收入分配自动化，这保证了向SWZL代币持 

有人付款的及时性15。

An investor who purchased SWZL tokens on the crowdsale, from 

技术库

为了创建可以保证完成交易速度、安全性和容错性能最高水平的平台，我们使用软件开发最 好的

行业实践。我们的团队在Fintech(金融科技)行业、信息安全领域、高负载架构和高可 用度系统拥

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因此我们可以保证高质量的产品。

SwapZilla平台的交易核心一秒可以处理超过2百万个订单，并将整合到带有处理大数据中间 件的

可扩展环境中，以便在任何负载高峰时正常工作。大部分计算将在云服务中进行，这允 许我们的

平台灵活地对计算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其结果是我们试图将平均延迟水平保证在 现代化交易所

最好的水平上(完成一个委托只需几毫秒)。

我们使用Django/Python开发平台主要部分，这给予我们开发的高速度和高质量，并以最好 的方

式适合最高流量时的工作要求。应用程序的客户部分将使用Vue.js来开发。通过使用 

PostgreSQL和Redis以及亚马逊云解决方案，我们保证使用数据库工作的高生产效率。

安全性

SDLC

SwapZilla平台往电子金融方面发展，这大大地提高了一些人对破坏系统和盗取用户账户资金 的

兴趣。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团队提供最好的开发、扩展和伴随保护程序，以便保证用户 帐面数

据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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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募时购买SWZL代币的投资者，自2020年起将开始从
平台 工作中获得稳定收入，如果他继续持有代币，在3年
后将可以 收回自己的投资。考虑到代币的销售，不到两
年可以回收投 资成本。



SDLC过程包含使用最大可能的安全实践数量，它们是:

实施堆栈

Python-Django是应用程序的服务部分

Vue.js是应用程序的客户部分

用于PostgreSQL的Amazon RDS是没有数据的服务器 

Amazon S3是存储文件的受保护服务器

Amazon WAF是用于网络应用程序的防火墙

代码静态分析

使用开源解决方案包根据每个迭代结果来进行。

 代码动态分析

根据每个迭代结果在整合的服务器上进行完整的分析。

为了对计算要求的改变做出灵活反应，大部分计算将在云服务中进行(Amazon VPC和Amazon 

EC2)，因此我们也将使用云解决方案来存储数据(Amazon RDS和Amazon S3)，并保证 Amazon 

Key Management Storage和Redis的安全。

使用高质量服务来授权和验证用户身份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系统安全保证因素。我们计划运用 双重

身份验证(在Okta解决方案基础上)，同时在每个用户许可基础上划分权限。我们使用 Amazon 

Security的AWS基础设施作为补充保护。

安全监测

创建SwapZilla，我们想符合行业中采用的主要标准和安全要求:PCI-DSS标准, GDPR, OWASP 

Top 10。

为此，在常规基础上所进行的检测、统计和动态分析是必要的:

将在Python(Pylint等等)开源解决方案的帮助下解决统计分析的任务。

网页应用程序代码动态分析是黑箱测试，目的是在模拟用户工作时发现可能的漏洞。将使用 

拥有最高可靠性水平的漏洞扫描器来执行它。

使用构建版本系统(Jenkins)来进行部分分析，在每个扩展进行时在整合的服务器中 启动。

在每次发布后在实际系统中进行。

防火墙

使用Amazon WAF允许对应用程序提供补充保护，其中包括保护免受DDoS的攻击。

监测

亚马逊警告和应用程序项目自有日志监测。

应用程序架构

考虑到选择Django作为服务器解决方案，以下在构架本身层面的要求是必须的:

保护免受跨站脚本攻击(XSS)的攻击:Django模板系统保护免受大部分XSS攻击， 屏蔽在

HTML中某些被认为危险的符号。

保护免受跨站请求伪造(CSRF)的攻击:保护机制在于在询问中使用{% csrf_token %} 以便补充

确认用户的行为。

保护免受SQL注入的攻击:使用queryset/model Django实质，对数据库数据的访问权限

保护免受点击劫持(点击劫持)的攻击:Django包含免受点击劫持攻击、以中间件 

(middleware)X-Frame-Options形式的保护，它被浏览器支持，可以在<iframe>内部禁 止页

面的显示

为了保证我们系统网页部分工作的稳定，我们将使用SSL/HTTPS协议(在可能转向TSL1.3 的

TLS1.2基础上只使用HTTPS)和HTTP/2协议。

我们可以根据以下服务器响应头保证额外的保护等级:

HTTP严格安全传输(HSTS):保护免受使用更早期的协议版本和获取cookie文件的攻击。

X-Frame-Options:提高对网络应用程序免受点击劫持(Clickjacking)攻击的保护。

X-XSS-Protection:包括在用户的浏览器上跨站脚本过滤。

X-Content-Type-Options:禁止解释与已声明类型不同的文件。

内容安全策略(Content-Security-Policy):预防大范围攻击，包括跨站脚本攻击和其

他跨站注入。

图15. 被保护的开发过程

商业模式

向我们客户提供市场上最好综合性服务的同时，我们可以获得稳定的多样化收入，并将其分 给我

们的投资者。

SwapZilla平台将有5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平台手续费

SwapZilla将从通过平台完成的交易中赚取手续费。对平台用户来说，手续费将大大低于平均 市

场水平，只有0.1%，其中0.02%到0.05%将由交易所合作伙伴获得，0.05-0.08%将成为 

SwapZilla的净收入。对SwapZilla用户实行如此低手续费的原因是委托和我们开发的内部清 算系

统的聚集作用以及其他来源获得的收入。

边际交易

在平台上将启动“边际交易模块”，其中交易员可以创建要求杠杆金额的委托，而自由资金 所有人

可以将此金额资金借给交易员。SwapZilla向双方提供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借款人风 险管理整

合系统，这样，我们可以从交易中收取借款金额的15%作为手续费。

跟单交易

在专门创建的“跟单交易模块”中，平台参与人员可以跟踪成功交易员的交易，并以自动模 式复制

这些交易。如果跟单交易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正面收入，那收入的15%将分配给 SwapZilla。

仲裁交易

在“成品战略模块”中将集成由SwapZilla团队开发并测试的仲裁战略。在交易员成功运用这 些策

略时，平台将赚取策略收入的15%。

成品策略商店 

使用“成品战略模块”让其成为整合到我们平台交易算法的完整市场。向客户提供类似服务 时，

SwapZilla将获得用户出售交易策略所得金额的10%的手续费收入。

额外的收入来源

在收集了现有的用户库后，我们可以开始在我们合作伙伴提供收费信息材料、管理投资组合 全部

工具(确定最佳资产比重的算法)等方面赚钱。根据我们的评估，所有这些产品可以给 平台带来

3%-5%的额外收入。

所创建的这些产品将保证我们的营业额成倍数增长，到2026年达到8880万美元。SwapZilla的 营

收将用于支付交易所-合作伙伴的手续费(约为15%，从平台工作第三年开始)，保证公司经 营活

动和支付SWZL代币持有人。

为此，为了让我们平台上的代币持有人获得稳定的收入，不管SwapZilla的支出是多少，公司 

30%的营收将用于向他们支付分红。使用智能合同使收入分配自动化，这保证了向SWZL代币持 

有人付款的及时性15。

An investor who purchased SWZL tokens on the crowdsale, from 

安全性

SDLC

SwapZilla平台往电子金融方面发展，这大大地提高了一些人对破坏系统和盗取用户账户资金 的

兴趣。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团队提供最好的开发、扩展和伴随保护程序，以便保证用户 帐面数

据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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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募时购买SWZL代币的投资者，自2020年起将开始从
平台 工作中获得稳定收入，如果他继续持有代币，在3年
后将可以 收回自己的投资。考虑到代币的销售，不到两
年可以回收投 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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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安全的使用

安全的扩展

安全的开发



SDLC过程包含使用最大可能的安全实践数量，它们是:

实施堆栈

Python-Django是应用程序的服务部分

Vue.js是应用程序的客户部分

用于PostgreSQL的Amazon RDS是没有数据的服务器 

Amazon S3是存储文件的受保护服务器

Amazon WAF是用于网络应用程序的防火墙

代码静态分析

使用开源解决方案包根据每个迭代结果来进行。

 代码动态分析

根据每个迭代结果在整合的服务器上进行完整的分析。

72%将作为流动资本使用，其中包括完成仲裁交易、边际交易、保证初始的流动性 等等;

收集资金的15%将用于补充招募程序员团队和购买设备、开发交易系统核心和信息分 析模块。

大量的支出还将与为保证最快显示速度和执行我们客户的委托而配置服务 器有关。

10%将用于积极的市场营销 - 市场营销人员团队的增益，举办提高我们的平台在加密市场 知

名度的活动，吸引新客户;

3%将用于项目的法律伴随和其他支出:主要方式是获得必须的许可证和许可。

为了对计算要求的改变做出灵活反应，大部分计算将在云服务中进行(Amazon VPC和Amazon 

EC2)，因此我们也将使用云解决方案来存储数据(Amazon RDS和Amazon S3)，并保证 Amazon 

Key Management Storage和Redis的安全。

使用高质量服务来授权和验证用户身份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系统安全保证因素。我们计划运用 双重

身份验证(在Okta解决方案基础上)，同时在每个用户许可基础上划分权限。我们使用 Amazon 

Security的AWS基础设施作为补充保护。

安全监测

创建SwapZilla，我们想符合行业中采用的主要标准和安全要求:PCI-DSS标准, GDPR, OWASP 

Top 10。

为此，在常规基础上所进行的检测、统计和动态分析是必要的:

将在Python(Pylint等等)开源解决方案的帮助下解决统计分析的任务。

网页应用程序代码动态分析是黑箱测试，目的是在模拟用户工作时发现可能的漏洞。将使用 

拥有最高可靠性水平的漏洞扫描器来执行它。

使用构建版本系统(Jenkins)来进行部分分析，在每个扩展进行时在整合的服务器中 启动。

在每次发布后在实际系统中进行。

防火墙

使用Amazon WAF允许对应用程序提供补充保护，其中包括保护免受DDoS的攻击。

监测

亚马逊警告和应用程序项目自有日志监测。

应用程序架构

考虑到选择Django作为服务器解决方案，以下在构架本身层面的要求是必须的:

保护免受跨站脚本攻击(XSS)的攻击:Django模板系统保护免受大部分XSS攻击， 屏蔽在

HTML中某些被认为危险的符号。

保护免受跨站请求伪造(CSRF)的攻击:保护机制在于在询问中使用{% csrf_token %} 以便补充

确认用户的行为。

保护免受SQL注入的攻击:使用queryset/model Django实质，对数据库数据的访问权限

保护免受点击劫持(点击劫持)的攻击:Django包含免受点击劫持攻击、以中间件 

(middleware)X-Frame-Options形式的保护，它被浏览器支持，可以在<iframe>内部禁 止页

面的显示

为了保证我们系统网页部分工作的稳定，我们将使用SSL/HTTPS协议(在可能转向TSL1.3 的

TLS1.2基础上只使用HTTPS)和HTTP/2协议。

我们可以根据以下服务器响应头保证额外的保护等级:

HTTP严格安全传输(HSTS):保护免受使用更早期的协议版本和获取cookie文件的攻击。

X-Frame-Options:提高对网络应用程序免受点击劫持(Clickjacking)攻击的保护。

X-XSS-Protection:包括在用户的浏览器上跨站脚本过滤。

X-Content-Type-Options:禁止解释与已声明类型不同的文件。

内容安全策略(Content-Security-Policy):预防大范围攻击，包括跨站脚本攻击和其

他跨站注入。

安全性

SDLC

SwapZilla平台往电子金融方面发展，这大大地提高了一些人对破坏系统和盗取用户账户资金 的

兴趣。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团队提供最好的开发、扩展和伴随保护程序，以便保证用户 帐面数

据的安全。

我们的代币

SwapZilla (SWZL)代币将在Ethereum ERC20标准基础上建立。

代币功能：SwapZilla 平台手续费50%折扣。

发行总量为 30 000 000SWZL代币。这是最终数量，且未来不再生成新的SWZL。

补充条款：

部分众销代币将在IEO(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结束前冻结；

分阶段解冻代币；

投资人在董事会无表决权；

投资人不持有公司资金；

投资人有权进行代币交易；

完成IEO后，所有未售出的代币将销毁，不再另行发行。

附加功能：

交易手续费折扣；

经纪人交易佣金折扣；

交换服务手续费折扣；

预先享受SwapZilla新产品。 

条件

代币总数量：3000万  
类型： Utility
代号：SWZL
价格：$1/SWZL 
最低买入额：$1
IEO: 90.5% (2715万代币)
团队：7%（210万代币）
赏金计划：2.5% （75万代币）
Softcap: $200万
Hardcap: $2715万

还有2.5%的加密债券我们计划保留在赏金计划中。项目将在进行ICO阶段进行，代币将根据转

发系统积极行为来加算，它们可以吸引新的投资者:

公司的FACEBOOK

公司的TWITTER

Bitcointalk论坛上签约活动

根据e-mail的邮箱订阅

在有人通过参与者转发的链接中进行购买时，SWZL代币将给该参与者该购买金额的2.5%。

在ICO过程中SWZL代币将只对SwapZilla个人的加密钱包开放，但在募资活动结束后，SWZL持有

人可以将自己的加密债券转移到支持ERC20格式代币的任何钱包中（MyEtherWallet, MetaMask, 

Mist等等）。

一般投资人封闭期将于2020年1月2日结束；对于奖励金和推荐计划参与者 - 2020年1月2日结束，

而对于团体参与者- 2020年7月15日结束。

资金的使用
购买代币

投资者可以在www.swapzilla.co网站上预售期间，以及在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IEO类型众售期间购

买SWZL代币。

如果Softcap未能实现，所有收集的资金将退还给投资人。如果ICO和IEO期间Hardcap未能实现，

所有未销售的代币将销毁。

冻结代币

部分众售代币将被冻结，直到IEO结束后的下一个日期（2020年5月8日）。作为赏金计划一部分

分发的代币将被冻结至2020年6月7日。

平台启动后，SwapZilla.co用户能够使用代币来支付服务费和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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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wapZilla 平台上使用代币

SWZL代币持有人可以在SwapZilla.co平台上使用代币，以50％的折扣支付手续费。 以这种方式

使用的代币牌将被销毁。

示例： 

SwapZilla用户以2.5美元的价格从另一位持有人手中购买了1个SWZL，现

在他支付5美元的手续费。

收到用户代币后，SwapZilla将销毁它们，保证持有人代币增值



SDLC过程包含使用最大可能的安全实践数量，它们是:

实施堆栈

Python-Django是应用程序的服务部分

Vue.js是应用程序的客户部分

用于PostgreSQL的Amazon RDS是没有数据的服务器 

Amazon S3是存储文件的受保护服务器

Amazon WAF是用于网络应用程序的防火墙

代码静态分析

使用开源解决方案包根据每个迭代结果来进行。

 代码动态分析

根据每个迭代结果在整合的服务器上进行完整的分析。

72%将作为流动资本使用，其中包括完成仲裁交易、边际交易、保证初始的流动性 等等;

收集资金的15%将用于补充招募程序员团队和购买设备、开发交易系统核心和信息分 析模块。

大量的支出还将与为保证最快显示速度和执行我们客户的委托而配置服务 器有关。

10%将用于积极的市场营销 - 市场营销人员团队的增益，举办提高我们的平台在加密市场 知

名度的活动，吸引新客户;

3%将用于项目的法律伴随和其他支出:主要方式是获得必须的许可证和许可。

为了对计算要求的改变做出灵活反应，大部分计算将在云服务中进行(Amazon VPC和Amazon 

EC2)，因此我们也将使用云解决方案来存储数据(Amazon RDS和Amazon S3)，并保证 Amazon 

Key Management Storage和Redis的安全。

使用高质量服务来授权和验证用户身份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系统安全保证因素。我们计划运用 双重

身份验证(在Okta解决方案基础上)，同时在每个用户许可基础上划分权限。我们使用 Amazon 

Security的AWS基础设施作为补充保护。

安全监测

创建SwapZilla，我们想符合行业中采用的主要标准和安全要求:PCI-DSS标准, GDPR, OWASP 

Top 10。

为此，在常规基础上所进行的检测、统计和动态分析是必要的:

将在Python(Pylint等等)开源解决方案的帮助下解决统计分析的任务。

网页应用程序代码动态分析是黑箱测试，目的是在模拟用户工作时发现可能的漏洞。将使用 

拥有最高可靠性水平的漏洞扫描器来执行它。

使用构建版本系统(Jenkins)来进行部分分析，在每个扩展进行时在整合的服务器中 启动。

在每次发布后在实际系统中进行。

防火墙

使用Amazon WAF允许对应用程序提供补充保护，其中包括保护免受DDoS的攻击。

监测

亚马逊警告和应用程序项目自有日志监测。

应用程序架构

考虑到选择Django作为服务器解决方案，以下在构架本身层面的要求是必须的:

保护免受跨站脚本攻击(XSS)的攻击:Django模板系统保护免受大部分XSS攻击， 屏蔽在

HTML中某些被认为危险的符号。

保护免受跨站请求伪造(CSRF)的攻击:保护机制在于在询问中使用{% csrf_token %} 以便补充

确认用户的行为。

保护免受SQL注入的攻击:使用queryset/model Django实质，对数据库数据的访问权限

保护免受点击劫持(点击劫持)的攻击:Django包含免受点击劫持攻击、以中间件 

(middleware)X-Frame-Options形式的保护，它被浏览器支持，可以在<iframe>内部禁 止页

面的显示

为了保证我们系统网页部分工作的稳定，我们将使用SSL/HTTPS协议(在可能转向TSL1.3 的

TLS1.2基础上只使用HTTPS)和HTTP/2协议。

我们可以根据以下服务器响应头保证额外的保护等级:

HTTP严格安全传输(HSTS):保护免受使用更早期的协议版本和获取cookie文件的攻击。

X-Frame-Options:提高对网络应用程序免受点击劫持(Clickjacking)攻击的保护。

X-XSS-Protection:包括在用户的浏览器上跨站脚本过滤。

X-Content-Type-Options:禁止解释与已声明类型不同的文件。

内容安全策略(Content-Security-Policy):预防大范围攻击，包括跨站脚本攻击和其

他跨站注入。

安全性

SDLC

SwapZilla平台往电子金融方面发展，这大大地提高了一些人对破坏系统和盗取用户账户资金 的

兴趣。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团队提供最好的开发、扩展和伴随保护程序，以便保证用户 帐面数

据的安全。

我们的代币

SwapZilla (SWZL)代币将在Ethereum ERC20标准基础上建立。

代币功能：SwapZilla 平台手续费50%折扣。

发行总量为 30 000 000SWZL代币。这是最终数量，且未来不再生成新的SWZL。

补充条款：

部分众销代币将在IEO(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结束前冻结；

分阶段解冻代币；

投资人在董事会无表决权；

投资人不持有公司资金；

投资人有权进行代币交易；

完成IEO后，所有未售出的代币将销毁，不再另行发行。

附加功能：

交易手续费折扣；

经纪人交易佣金折扣；

交换服务手续费折扣；

预先享受SwapZilla新产品。 

条件

代币总数量：3000万  
类型： Utility
代号：SWZL
价格：$1/SWZL 
最低买入额：$1
IEO: 90.5% (2715万代币)
团队：7%（210万代币）
赏金计划：2.5% （75万代币）
Softcap: $200万
Hardcap: $2715万

还有2.5%的加密债券我们计划保留在赏金计划中。项目将在进行ICO阶段进行，代币将根据转

发系统积极行为来加算，它们可以吸引新的投资者:

公司的FACEBOOK

公司的TWITTER

Bitcointalk论坛上签约活动

根据e-mail的邮箱订阅

在有人通过参与者转发的链接中进行购买时，SWZL代币将给该参与者该购买金额的2.5%。

在ICO过程中SWZL代币将只对SwapZilla个人的加密钱包开放，但在募资活动结束后，SWZL持有

人可以将自己的加密债券转移到支持ERC20格式代币的任何钱包中（MyEtherWallet, MetaMask, 

Mist等等）。

一般投资人封闭期将于2020年1月2日结束；对于奖励金和推荐计划参与者 - 2020年1月2日结束，

而对于团体参与者- 2020年7月15日结束。

资金的使用
购买代币

投资者可以在www.swapzilla.co网站上预售期间，以及在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IEO类型众售期间购

买SWZL代币。

如果Softcap未能实现，所有收集的资金将退还给投资人。如果ICO和IEO期间Hardcap未能实现，

所有未销售的代币将销毁。

冻结代币

部分众售代币将被冻结，直到IEO结束后的下一个日期（2020年5月8日）。作为赏金计划一部分

分发的代币将被冻结至2020年6月7日。

平台启动后，SwapZilla.co用户能够使用代币来支付服务费和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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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wapZilla 平台上使用代币

SWZL代币持有人可以在SwapZilla.co平台上使用代币，以50％的折扣支付手续费。 以这种方式

使用的代币牌将被销毁。

示例： 

SwapZilla用户以2.5美元的价格从另一位持有人手中购买了1个SWZL，现

在他支付5美元的手续费。

收到用户代币后，SwapZilla将销毁它们，保证持有人代币增值



SDLC过程包含使用最大可能的安全实践数量，它们是:

实施堆栈

Python-Django是应用程序的服务部分

Vue.js是应用程序的客户部分

用于PostgreSQL的Amazon RDS是没有数据的服务器 

Amazon S3是存储文件的受保护服务器

Amazon WAF是用于网络应用程序的防火墙

代码静态分析

使用开源解决方案包根据每个迭代结果来进行。

 代码动态分析

根据每个迭代结果在整合的服务器上进行完整的分析。

72%将作为流动资本使用，其中包括完成仲裁交易、边际交易、保证初始的流动性 等等;

收集资金的15%将用于补充招募程序员团队和购买设备、开发交易系统核心和信息分 析模块。

大量的支出还将与为保证最快显示速度和执行我们客户的委托而配置服务 器有关。

10%将用于积极的市场营销 - 市场营销人员团队的增益，举办提高我们的平台在加密市场 知

名度的活动，吸引新客户;

3%将用于项目的法律伴随和其他支出:主要方式是获得必须的许可证和许可。

为了对计算要求的改变做出灵活反应，大部分计算将在云服务中进行(Amazon VPC和Amazon 

EC2)，因此我们也将使用云解决方案来存储数据(Amazon RDS和Amazon S3)，并保证 Amazon 

Key Management Storage和Redis的安全。

使用高质量服务来授权和验证用户身份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系统安全保证因素。我们计划运用 双重

身份验证(在Okta解决方案基础上)，同时在每个用户许可基础上划分权限。我们使用 Amazon 

Security的AWS基础设施作为补充保护。

安全监测

创建SwapZilla，我们想符合行业中采用的主要标准和安全要求:PCI-DSS标准, GDPR, OWASP 

Top 10。

为此，在常规基础上所进行的检测、统计和动态分析是必要的:

将在Python(Pylint等等)开源解决方案的帮助下解决统计分析的任务。

网页应用程序代码动态分析是黑箱测试，目的是在模拟用户工作时发现可能的漏洞。将使用 

拥有最高可靠性水平的漏洞扫描器来执行它。

使用构建版本系统(Jenkins)来进行部分分析，在每个扩展进行时在整合的服务器中 启动。

在每次发布后在实际系统中进行。

防火墙

使用Amazon WAF允许对应用程序提供补充保护，其中包括保护免受DDoS的攻击。

监测

亚马逊警告和应用程序项目自有日志监测。

应用程序架构

考虑到选择Django作为服务器解决方案，以下在构架本身层面的要求是必须的:

保护免受跨站脚本攻击(XSS)的攻击:Django模板系统保护免受大部分XSS攻击， 屏蔽在

HTML中某些被认为危险的符号。

保护免受跨站请求伪造(CSRF)的攻击:保护机制在于在询问中使用{% csrf_token %} 以便补充

确认用户的行为。

保护免受SQL注入的攻击:使用queryset/model Django实质，对数据库数据的访问权限

保护免受点击劫持(点击劫持)的攻击:Django包含免受点击劫持攻击、以中间件 

(middleware)X-Frame-Options形式的保护，它被浏览器支持，可以在<iframe>内部禁 止页

面的显示

为了保证我们系统网页部分工作的稳定，我们将使用SSL/HTTPS协议(在可能转向TSL1.3 的

TLS1.2基础上只使用HTTPS)和HTTP/2协议。

我们可以根据以下服务器响应头保证额外的保护等级:

HTTP严格安全传输(HSTS):保护免受使用更早期的协议版本和获取cookie文件的攻击。

X-Frame-Options:提高对网络应用程序免受点击劫持(Clickjacking)攻击的保护。

X-XSS-Protection:包括在用户的浏览器上跨站脚本过滤。

X-Content-Type-Options:禁止解释与已声明类型不同的文件。

内容安全策略(Content-Security-Policy):预防大范围攻击，包括跨站脚本攻击和其

他跨站注入。

安全性

SDLC

SwapZilla平台往电子金融方面发展，这大大地提高了一些人对破坏系统和盗取用户账户资金 的

兴趣。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团队提供最好的开发、扩展和伴随保护程序，以便保证用户 帐面数

据的安全。

我们的代币

SwapZilla (SWZL)代币将在Ethereum ERC20标准基础上建立。

代币功能：SwapZilla 平台手续费50%折扣。

发行总量为 30 000 000SWZL代币。这是最终数量，且未来不再生成新的SWZL。

补充条款：

部分众销代币将在IEO(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结束前冻结；

分阶段解冻代币；

投资人在董事会无表决权；

投资人不持有公司资金；

投资人有权进行代币交易；

完成IEO后，所有未售出的代币将销毁，不再另行发行。

附加功能：

交易手续费折扣；

经纪人交易佣金折扣；

交换服务手续费折扣；

预先享受SwapZilla新产品。 

条件

代币总数量：3000万  
类型： Utility
代号：SWZL
价格：$1/SWZL 
最低买入额：$1
IEO: 90.5% (2715万代币)
团队：7%（210万代币）
赏金计划：2.5% （75万代币）
Softcap: $200万
Hardcap: $2715万

还有2.5%的加密债券我们计划保留在赏金计划中。项目将在进行ICO阶段进行，代币将根据转

发系统积极行为来加算，它们可以吸引新的投资者:

公司的FACEBOOK

公司的TWITTER

Bitcointalk论坛上签约活动

根据e-mail的邮箱订阅

在有人通过参与者转发的链接中进行购买时，SWZL代币将给该参与者该购买金额的2.5%。

在ICO过程中SWZL代币将只对SwapZilla个人的加密钱包开放，但在募资活动结束后，SWZL持有

人可以将自己的加密债券转移到支持ERC20格式代币的任何钱包中（MyEtherWallet, MetaMask, 

Mist等等）。

一般投资人封闭期将于2020年1月2日结束；对于奖励金和推荐计划参与者 - 2020年1月2日结束，

而对于团体参与者- 2020年7月15日结束。

资金的使用
购买代币

投资者可以在www.swapzilla.co网站上预售期间，以及在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IEO类型众售期间购

买SWZL代币。

如果Softcap未能实现，所有收集的资金将退还给投资人。如果ICO和IEO期间Hardcap未能实现，

所有未销售的代币将销毁。

冻结代币

部分众售代币将被冻结，直到IEO结束后的下一个日期（2020年5月8日）。作为赏金计划一部分

分发的代币将被冻结至2020年6月7日。

平台启动后，SwapZilla.co用户能够使用代币来支付服务费和手续费

在有了建立我们平台的明确计划时，我们的目标 是做出平
台公开的Beta版本，同时在2020年第4季 度前启动交易。

 路线图

头脑风暴

平台原型

1Q 2018

启动研发Beta版本

4Q 2018

关闭Alpha版本测试

3Q 2018

建立基础团队

SwapZilla.coAlpha版本

2Q 2018

选择技术栈和安全供应商

雇用具有网络安全专业知识
的其他团队成员

开发平台架构和系统核心

1Q 2019

4Q 2019

Alpha版本发布

通过加密交换模块开发API模块

开发AI和ML算法

2Q 2019

IEO结束（2020年5月7日）

IEO Crowdsale Lockup
（2020年5月8日）

IEO Bounty Lockup
（2020年6月7日）

IEO Team Lockup
（2020年7月7日）

发布移动设备版

测试安全功能

测试模块和反馈

2Q 2020

验收测试 

发布平台（2020年11月1日）

4Q 2020

发布IEO（2020年2月7日）

测试安全功能

测试模块和反馈

开发镜像交易模块

开发保证金交易模块

开发移动设备版

1Q 2020

模块测试

集成测试

系统测试

3Q 2020

3Q 2019

1Q 2018

2019

2020

2Q

3Q

4Q

1Q

2Q

3Q

4Q

1Q

2Q

3Q

4Q

该阶段完成

该阶段还没完成

发布Beta版本
   功能: 建立订单，取消订单，修改订单 

    路由/智能订单

    瞬间再平衡

    5个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级联订单（Beta）

开始测试安全功能

开发交易信号模块

开发NLP功能

开发内部清算模块

功能开发：交易历史，
手续费和仲裁模块

 在SwapZilla 平台上使用代币

SWZL代币持有人可以在SwapZilla.co平台上使用代币，以50％的折扣支付手续费。 以这种方式

使用的代币牌将被销毁。

示例： 

SwapZilla用户以2.5美元的价格从另一位持有人手中购买了1个SWZL，现

在他支付5美元的手续费。

收到用户代币后，SwapZilla将销毁它们，保证持有人代币增值



SDLC过程包含使用最大可能的安全实践数量，它们是:

实施堆栈

Python-Django是应用程序的服务部分

Vue.js是应用程序的客户部分

用于PostgreSQL的Amazon RDS是没有数据的服务器 

Amazon S3是存储文件的受保护服务器

Amazon WAF是用于网络应用程序的防火墙

代码静态分析

使用开源解决方案包根据每个迭代结果来进行。

 代码动态分析

根据每个迭代结果在整合的服务器上进行完整的分析。

72%将作为流动资本使用，其中包括完成仲裁交易、边际交易、保证初始的流动性 等等;

收集资金的15%将用于补充招募程序员团队和购买设备、开发交易系统核心和信息分 析模块。

大量的支出还将与为保证最快显示速度和执行我们客户的委托而配置服务 器有关。

10%将用于积极的市场营销 - 市场营销人员团队的增益，举办提高我们的平台在加密市场 知

名度的活动，吸引新客户;

3%将用于项目的法律伴随和其他支出:主要方式是获得必须的许可证和许可。

为了对计算要求的改变做出灵活反应，大部分计算将在云服务中进行(Amazon VPC和Amazon 

EC2)，因此我们也将使用云解决方案来存储数据(Amazon RDS和Amazon S3)，并保证 Amazon 

Key Management Storage和Redis的安全。

使用高质量服务来授权和验证用户身份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系统安全保证因素。我们计划运用 双重

身份验证(在Okta解决方案基础上)，同时在每个用户许可基础上划分权限。我们使用 Amazon 

Security的AWS基础设施作为补充保护。

安全监测

创建SwapZilla，我们想符合行业中采用的主要标准和安全要求:PCI-DSS标准, GDPR, OWASP 

Top 10。

为此，在常规基础上所进行的检测、统计和动态分析是必要的:

将在Python(Pylint等等)开源解决方案的帮助下解决统计分析的任务。

网页应用程序代码动态分析是黑箱测试，目的是在模拟用户工作时发现可能的漏洞。将使用 

拥有最高可靠性水平的漏洞扫描器来执行它。

使用构建版本系统(Jenkins)来进行部分分析，在每个扩展进行时在整合的服务器中 启动。

在每次发布后在实际系统中进行。

防火墙

使用Amazon WAF允许对应用程序提供补充保护，其中包括保护免受DDoS的攻击。

监测

亚马逊警告和应用程序项目自有日志监测。

应用程序架构

考虑到选择Django作为服务器解决方案，以下在构架本身层面的要求是必须的:

保护免受跨站脚本攻击(XSS)的攻击:Django模板系统保护免受大部分XSS攻击， 屏蔽在

HTML中某些被认为危险的符号。

保护免受跨站请求伪造(CSRF)的攻击:保护机制在于在询问中使用{% csrf_token %} 以便补充

确认用户的行为。

保护免受SQL注入的攻击:使用queryset/model Django实质，对数据库数据的访问权限

保护免受点击劫持(点击劫持)的攻击:Django包含免受点击劫持攻击、以中间件 

(middleware)X-Frame-Options形式的保护，它被浏览器支持，可以在<iframe>内部禁 止页

面的显示

为了保证我们系统网页部分工作的稳定，我们将使用SSL/HTTPS协议(在可能转向TSL1.3 的

TLS1.2基础上只使用HTTPS)和HTTP/2协议。

我们可以根据以下服务器响应头保证额外的保护等级:

HTTP严格安全传输(HSTS):保护免受使用更早期的协议版本和获取cookie文件的攻击。

X-Frame-Options:提高对网络应用程序免受点击劫持(Clickjacking)攻击的保护。

X-XSS-Protection:包括在用户的浏览器上跨站脚本过滤。

X-Content-Type-Options:禁止解释与已声明类型不同的文件。

内容安全策略(Content-Security-Policy):预防大范围攻击，包括跨站脚本攻击和其

他跨站注入。

安全性

SDLC

SwapZilla平台往电子金融方面发展，这大大地提高了一些人对破坏系统和盗取用户账户资金 的

兴趣。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团队提供最好的开发、扩展和伴随保护程序，以便保证用户 帐面数

据的安全。

我们的代币

SwapZilla (SWZL)代币将在Ethereum ERC20标准基础上建立。

代币功能：SwapZilla 平台手续费50%折扣。

发行总量为 30 000 000SWZL代币。这是最终数量，且未来不再生成新的SWZL。

补充条款：

部分众销代币将在IEO(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结束前冻结；

分阶段解冻代币；

投资人在董事会无表决权；

投资人不持有公司资金；

投资人有权进行代币交易；

完成IEO后，所有未售出的代币将销毁，不再另行发行。

附加功能：

交易手续费折扣；

经纪人交易佣金折扣；

交换服务手续费折扣；

预先享受SwapZilla新产品。 

条件

代币总数量：3000万  
类型： Utility
代号：SWZL
价格：$1/SWZL 
最低买入额：$1
IEO: 90.5% (2715万代币)
团队：7%（210万代币）
赏金计划：2.5% （75万代币）
Softcap: $200万
Hardcap: $2715万

还有2.5%的加密债券我们计划保留在赏金计划中。项目将在进行ICO阶段进行，代币将根据转

发系统积极行为来加算，它们可以吸引新的投资者:

公司的FACEBOOK

公司的TWITTER

Bitcointalk论坛上签约活动

根据e-mail的邮箱订阅

在有人通过参与者转发的链接中进行购买时，SWZL代币将给该参与者该购买金额的2.5%。

在ICO过程中SWZL代币将只对SwapZilla个人的加密钱包开放，但在募资活动结束后，SWZL持有

人可以将自己的加密债券转移到支持ERC20格式代币的任何钱包中（MyEtherWallet, MetaMask, 

Mist等等）。

一般投资人封闭期将于2020年1月2日结束；对于奖励金和推荐计划参与者 - 2020年1月2日结束，

而对于团体参与者- 2020年7月15日结束。

资金的使用
购买代币

投资者可以在www.swapzilla.co网站上预售期间，以及在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IEO类型众售期间购

买SWZL代币。

如果Softcap未能实现，所有收集的资金将退还给投资人。如果ICO和IEO期间Hardcap未能实现，

所有未销售的代币将销毁。

冻结代币

部分众售代币将被冻结，直到IEO结束后的下一个日期（2020年5月8日）。作为赏金计划一部分

分发的代币将被冻结至2020年6月7日。

平台启动后，SwapZilla.co用户能够使用代币来支付服务费和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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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wapZilla 平台上使用代币

SWZL代币持有人可以在SwapZilla.co平台上使用代币，以50％的折扣支付手续费。 以这种方式

使用的代币牌将被销毁。

示例： 

SwapZilla用户以2.5美元的价格从另一位持有人手中购买了1个SWZL，现

在他支付5美元的手续费。

收到用户代币后，SwapZilla将销毁它们，保证持有人代币增值



72%将作为流动资本使用，其中包括完成仲裁交易、边际交易、保证初始的流动性 等等;

收集资金的15%将用于补充招募程序员团队和购买设备、开发交易系统核心和信息分 析模块。

大量的支出还将与为保证最快显示速度和执行我们客户的委托而配置服务 器有关。

10%将用于积极的市场营销 - 市场营销人员团队的增益，举办提高我们的平台在加密市场 知

名度的活动，吸引新客户;

3%将用于项目的法律伴随和其他支出:主要方式是获得必须的许可证和许可。

我们的代币

SwapZilla (SWZL)代币将在Ethereum ERC20标准基础上建立。

代币功能：SwapZilla 平台手续费50%折扣。

发行总量为 30 000 000SWZL代币。这是最终数量，且未来不再生成新的SWZL。

补充条款：

部分众销代币将在IEO(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结束前冻结；

分阶段解冻代币；

投资人在董事会无表决权；

投资人不持有公司资金；

投资人有权进行代币交易；

完成IEO后，所有未售出的代币将销毁，不再另行发行。

附加功能：

交易手续费折扣；

经纪人交易佣金折扣；

交换服务手续费折扣；

预先享受SwapZilla新产品。 

条件

代币总数量：3000万  
类型： Utility
代号：SWZL
价格：$1/SWZL 
最低买入额：$1
IEO: 90.5% (2715万代币)
团队：7%（210万代币）
赏金计划：2.5% （75万代币）
Softcap: $200万
Hardcap: $2715万

还有2.5%的加密债券我们计划保留在赏金计划中。项目将在进行ICO阶段进行，代币将根据转

发系统积极行为来加算，它们可以吸引新的投资者:

公司的FACEBOOK

公司的TWITTER

Bitcointalk论坛上签约活动

根据e-mail的邮箱订阅

在有人通过参与者转发的链接中进行购买时，SWZL代币将给该参与者该购买金额的2.5%。

在ICO过程中SWZL代币将只对SwapZilla个人的加密钱包开放，但在募资活动结束后，SWZL持有

人可以将自己的加密债券转移到支持ERC20格式代币的任何钱包中（MyEtherWallet, MetaMask, 

Mist等等）。

一般投资人封闭期将于2020年1月2日结束；对于奖励金和推荐计划参与者 - 2020年1月2日结束，

而对于团体参与者- 2020年7月15日结束。

资金的使用
购买代币

投资者可以在www.swapzilla.co网站上预售期间，以及在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IEO类型众售期间购

买SWZL代币。

如果Softcap未能实现，所有收集的资金将退还给投资人。如果ICO和IEO期间Hardcap未能实现，

所有未销售的代币将销毁。

冻结代币

部分众售代币将被冻结，直到IEO结束后的下一个日期（2020年5月8日）。作为赏金计划一部分

分发的代币将被冻结至2020年6月7日。

平台启动后，SwapZilla.co用户能够使用代币来支付服务费和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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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

第一轮：2019年7月15日至2020年2月6日-10％的折扣

第二轮：2020年2月7日到2020年3月7日-5％折扣

第三轮：2020年3月7日到2020年5月7日-0％折扣。

图16. SWZL代币发行分布

90,5%

7%
2,5%

用于众募中销售

赏金计划

团队的期权池

 在SwapZilla 平台上使用代币

SWZL代币持有人可以在SwapZilla.co平台上使用代币，以50％的折扣支付手续费。 以这种方式

使用的代币牌将被销毁。

示例： 

SwapZilla用户以2.5美元的价格从另一位持有人手中购买了1个SWZL，现

在他支付5美元的手续费。

收到用户代币后，SwapZilla将销毁它们，保证持有人代币增值



72%将作为流动资本使用，其中包括完成仲裁交易、边际交易、保证初始的流动性 等等;

收集资金的15%将用于补充招募程序员团队和购买设备、开发交易系统核心和信息分 析模块。

大量的支出还将与为保证最快显示速度和执行我们客户的委托而配置服务 器有关。

10%将用于积极的市场营销 - 市场营销人员团队的增益，举办提高我们的平台在加密市场 知

名度的活动，吸引新客户;

3%将用于项目的法律伴随和其他支出:主要方式是获得必须的许可证和许可。

我们的代币

SwapZilla (SWZL)代币将在Ethereum ERC20标准基础上建立。

代币功能：SwapZilla 平台手续费50%折扣。

发行总量为 30 000 000SWZL代币。这是最终数量，且未来不再生成新的SWZL。

补充条款：

部分众销代币将在IEO(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结束前冻结；

分阶段解冻代币；

投资人在董事会无表决权；

投资人不持有公司资金；

投资人有权进行代币交易；

完成IEO后，所有未售出的代币将销毁，不再另行发行。

附加功能：

交易手续费折扣；

经纪人交易佣金折扣；

交换服务手续费折扣；

预先享受SwapZilla新产品。 

条件

代币总数量：3000万  
类型： Utility
代号：SWZL
价格：$1/SWZL 
最低买入额：$1
IEO: 90.5% (2715万代币)
团队：7%（210万代币）
赏金计划：2.5% （75万代币）
Softcap: $200万
Hardcap: $2715万

还有2.5%的加密债券我们计划保留在赏金计划中。项目将在进行ICO阶段进行，代币将根据转

发系统积极行为来加算，它们可以吸引新的投资者:

公司的FACEBOOK

公司的TWITTER

Bitcointalk论坛上签约活动

根据e-mail的邮箱订阅

在有人通过参与者转发的链接中进行购买时，SWZL代币将给该参与者该购买金额的2.5%。

在ICO过程中SWZL代币将只对SwapZilla个人的加密钱包开放，但在募资活动结束后，SWZL持有

人可以将自己的加密债券转移到支持ERC20格式代币的任何钱包中（MyEtherWallet, MetaMask, 

Mist等等）。

一般投资人封闭期将于2020年1月2日结束；对于奖励金和推荐计划参与者 - 2020年1月2日结束，

而对于团体参与者- 2020年7月15日结束。

资金的使用

图17. 所吸引的资金用在哪里

购买代币

投资者可以在www.swapzilla.co网站上预售期间，以及在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IEO类型众售期间购

买SWZL代币。

如果Softcap未能实现，所有收集的资金将退还给投资人。如果ICO和IEO期间Hardcap未能实现，

所有未销售的代币将销毁。

冻结代币

部分众售代币将被冻结，直到IEO结束后的下一个日期（2020年5月8日）。作为赏金计划一部分

分发的代币将被冻结至2020年6月7日。

平台启动后，SwapZilla.co用户能够使用代币来支付服务费和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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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本

研发

市场营销

法律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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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wapZilla 平台上使用代币

SWZL代币持有人可以在SwapZilla.co平台上使用代币，以50％的折扣支付手续费。 以这种方式

使用的代币牌将被销毁。

示例： 

SwapZilla用户以2.5美元的价格从另一位持有人手中购买了1个SWZL，现

在他支付5美元的手续费。

收到用户代币后，SwapZilla将销毁它们，保证持有人代币增值



72%将作为流动资本使用，其中包括完成仲裁交易、边际交易、保证初始的流动性 等等;

收集资金的15%将用于补充招募程序员团队和购买设备、开发交易系统核心和信息分 析模块。

大量的支出还将与为保证最快显示速度和执行我们客户的委托而配置服务 器有关。

10%将用于积极的市场营销 - 市场营销人员团队的增益，举办提高我们的平台在加密市场 知

名度的活动，吸引新客户;

3%将用于项目的法律伴随和其他支出:主要方式是获得必须的许可证和许可。

我们的代币

SwapZilla (SWZL)代币将在Ethereum ERC20标准基础上建立。

代币功能：SwapZilla 平台手续费50%折扣。

发行总量为 30 000 000SWZL代币。这是最终数量，且未来不再生成新的SWZL。

补充条款：

部分众销代币将在IEO(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结束前冻结；

分阶段解冻代币；

投资人在董事会无表决权；

投资人不持有公司资金；

投资人有权进行代币交易；

完成IEO后，所有未售出的代币将销毁，不再另行发行。

附加功能：

交易手续费折扣；

经纪人交易佣金折扣；

交换服务手续费折扣；

预先享受SwapZilla新产品。 

条件

代币总数量：3000万  
类型： Utility
代号：SWZL
价格：$1/SWZL 
最低买入额：$1
IEO: 90.5% (2715万代币)
团队：7%（210万代币）
赏金计划：2.5% （75万代币）
Softcap: $200万
Hardcap: $2715万

还有2.5%的加密债券我们计划保留在赏金计划中。项目将在进行ICO阶段进行，代币将根据转

发系统积极行为来加算，它们可以吸引新的投资者:

公司的FACEBOOK

公司的TWITTER

Bitcointalk论坛上签约活动

根据e-mail的邮箱订阅

在有人通过参与者转发的链接中进行购买时，SWZL代币将给该参与者该购买金额的2.5%。

在ICO过程中SWZL代币将只对SwapZilla个人的加密钱包开放，但在募资活动结束后，SWZL持有

人可以将自己的加密债券转移到支持ERC20格式代币的任何钱包中（MyEtherWallet, MetaMask, 

Mist等等）。

一般投资人封闭期将于2020年1月2日结束；对于奖励金和推荐计划参与者 - 2020年1月2日结束，

而对于团体参与者- 2020年7月15日结束。

资金的使用
购买代币

投资者可以在www.swapzilla.co网站上预售期间，以及在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IEO类型众售期间购

买SWZL代币。

如果Softcap未能实现，所有收集的资金将退还给投资人。如果ICO和IEO期间Hardcap未能实现，

所有未销售的代币将销毁。

冻结代币

部分众售代币将被冻结，直到IEO结束后的下一个日期（2020年5月8日）。作为赏金计划一部分

分发的代币将被冻结至2020年6月7日。

平台启动后，SwapZilla.co用户能够使用代币来支付服务费和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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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wapZilla 平台上使用代币

SWZL代币持有人可以在SwapZilla.co平台上使用代币，以50％的折扣支付手续费。 以这种方式

使用的代币牌将被销毁。

示例： 

SwapZilla用户以2.5美元的价格从另一位持有人手中购买了1个SWZL，现

在他支付5美元的手续费。

收到用户代币后，SwapZilla将销毁它们，保证持有人代币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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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将作为流动资本使用，其中包括完成仲裁交易、边际交易、保证初始的流动性 等等;

收集资金的15%将用于补充招募程序员团队和购买设备、开发交易系统核心和信息分 析模块。

大量的支出还将与为保证最快显示速度和执行我们客户的委托而配置服务 器有关。

10%将用于积极的市场营销 - 市场营销人员团队的增益，举办提高我们的平台在加密市场 知

名度的活动，吸引新客户;

3%将用于项目的法律伴随和其他支出:主要方式是获得必须的许可证和许可。

我们的代币

SwapZilla (SWZL)代币将在Ethereum ERC20标准基础上建立。

代币功能：SwapZilla 平台手续费50%折扣。

发行总量为 30 000 000SWZL代币。这是最终数量，且未来不再生成新的SWZL。

补充条款：

部分众销代币将在IEO(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结束前冻结；

分阶段解冻代币；

投资人在董事会无表决权；

投资人不持有公司资金；

投资人有权进行代币交易；

完成IEO后，所有未售出的代币将销毁，不再另行发行。

附加功能：

交易手续费折扣；

经纪人交易佣金折扣；

交换服务手续费折扣；

预先享受SwapZilla新产品。 

条件

代币总数量：3000万  
类型： Utility
代号：SWZL
价格：$1/SWZL 
最低买入额：$1
IEO: 90.5% (2715万代币)
团队：7%（210万代币）
赏金计划：2.5% （75万代币）
Softcap: $200万
Hardcap: $2715万

还有2.5%的加密债券我们计划保留在赏金计划中。项目将在进行ICO阶段进行，代币将根据转

发系统积极行为来加算，它们可以吸引新的投资者:

公司的FACEBOOK

公司的TWITTER

Bitcointalk论坛上签约活动

根据e-mail的邮箱订阅

在有人通过参与者转发的链接中进行购买时，SWZL代币将给该参与者该购买金额的2.5%。

在ICO过程中SWZL代币将只对SwapZilla个人的加密钱包开放，但在募资活动结束后，SWZL持有

人可以将自己的加密债券转移到支持ERC20格式代币的任何钱包中（MyEtherWallet, MetaMask, 

Mist等等）。

一般投资人封闭期将于2020年1月2日结束；对于奖励金和推荐计划参与者 - 2020年1月2日结束，

而对于团体参与者- 2020年7月15日结束。

资金的使用
购买代币

投资者可以在www.swapzilla.co网站上预售期间，以及在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IEO类型众售期间购

买SWZL代币。

如果Softcap未能实现，所有收集的资金将退还给投资人。如果ICO和IEO期间Hardcap未能实现，

所有未销售的代币将销毁。

冻结代币

部分众售代币将被冻结，直到IEO结束后的下一个日期（2020年5月8日）。作为赏金计划一部分

分发的代币将被冻结至2020年6月7日。

平台启动后，SwapZilla.co用户能够使用代币来支付服务费和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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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wapZilla 平台上使用代币

SWZL代币持有人可以在SwapZilla.co平台上使用代币，以50％的折扣支付手续费。 以这种方式

使用的代币牌将被销毁。

示例： 

SwapZilla用户以2.5美元的价格从另一位持有人手中购买了1个SWZL，现

在他支付5美元的手续费。

收到用户代币后，SwapZilla将销毁它们，保证持有人代币增值



法律问题

我们非常负责任地对待SWZL代币的销售。因为在不同的司法管辖中加密货币和数字代币的法 律

地位仍然不一致，我们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分析在我们计划发行的司法管辖中 

SwapZilla商业模式和SWZL代币的法律状态。

在与几家领先的法律公司紧密合作后，我们做出了在香港建立总公司的决定(英国法律的原 则)。

这与当地加密货币监管特点有关:它们拥有“虚拟商品”身份，而且在一些情况下， 在进行ICO之后

可以获得有价证券的身份。如果出现类似必要性，我们也将研究在其他司法 管辖中开办分公司的

问题。

由于在全球范围内未确定的监管状态，我们无法保证SwapZilla交易平台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司 法

管辖中的合法性。同时，如果一些规范有要求，我们将努力及时灵活地解决出现的问题。

SWZL代币是专门为了SwapZilla交易平台而开发的代币。SWZL代币不是有价证券。购买SWZL

代 币时，您同意在资金无法返回的基础上获得它们。我们不建议带着投机的目的来购买SWZL代 

币。持有SWZL代币不给予参加SwapZilla项目发展问题投票的权利。 代币所有人没有权利在公司

创始人中拥有任何股份，没有管理权利或在公司中的任何权利。

SWZL代币作为数字商品出售，类似于可下载的软件、数字形式的音乐等等。

我们建议负责任地对待购买SWZL代币这一行为，特别是如果您以前没有购买加密资产的经验 或

者不是很了解区块链技术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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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必须在仔细分析市场潜力、可能的优势、相关解决方案缺点、解决方案可能的收益率、项目 计划、

团队擅长领域及其成就以及可能的风险后再做出关于购买SWZL代币的决定。

团队看到以下风险并提醒SWZL代币潜在买家和我们产品的消费者关于风险可能到来的情况。

加密货币市场的普遍状态，将加密货币嵌入到国家现有法律领域调节人员的工作和其 他国际因素

可能让实施我们项目的计划变得艰难或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事。我们保证， 将以最仔细的方式跟踪

行业及时事件，分析它们，制定解决方案，计划我们接下来的 行动，目的是保证在不断改变的现

实中项目能够成功实施。

项目规定吸引足够用于所有活动且根据我们计算为了其成功实现所必须的货币资金。因此， 如果

没募集到足够的资金或者出现计划外巨大支出情况或其他不良情况，服务软件的研发和 交易平台

的创建工作可能会被中止。

SwapZilla交易平台的创建和ICO伴随着黑客盗取SWZL代币和/或投入到加密货币中资金的 风险，

同时还存在我们网站及其他为实现项目所必须的资源被黑客攻击的风险。我们有 义务采取一切必

要的措施，让类似不良事件及其后果的概率最小化。

除了上述明确指出的风险，还存在其他风险，以及我们无法预测的这些风险可能的不同组合。必 须

明确了解，区块链、加密货币和代币，是新的快速发展的技术，操作它们伴随着非常高的风 险。我

们恳切地建议，不要使用借来的资金或者您大部分的存款来购买SWZL代币，这些资金潜在 的亏损可

能会极大地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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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

咨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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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普罗科比耶夫
CEO，创始人

弗拉基米尔·卡尔达波里采夫
CCO

叶甫盖尼·隋索列金
CTO

伊万·莫罗佐夫
交易信号总监

奥列格·奇斯罗夫
人工智能总监

因茨·奇墨尔曼
High Growth Capital

董事会主席

吉尔伯特·斯特德里
美国证券交易所 (AMEX)前经理

伊戈尔·杜姆布罗万
盛宝银行前代表处主管

拉米里·马夫留托夫
Nizh Yug集团 CEO

Denis Podgurskiy

Head of Security

Svyatoslav Schurov

Senior Programmer

Alexander Filkin

CMO

Artem Bosov

JJ Venture Ad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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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AML(反洗钱法(Anti-Money Laundering))是对应该制止并披露非法途径获得资金合法路线 图的

金融机构的整套规范和要求。

ERC20 是以太坊区块链中的智能合同标准

ICO 即InitialCoinOffering，首次代币发行。在ICO过程中项目团队销售数字代币获取投

资者手中的加密货币或法币。

SWZL SwapZilla的代币

KYC(了解你的客户 (Know Your Client))对认证和验证想进行任何金融行为客户身份来说 是标准

的程序。

加密钱包 是存储加密货币的地方。这是个能够存储私钥和公开密钥的软件，同时可以从不同 的

区块链系统发送或收取信息。一般有两种类型的钱包:热钱包和冷钱包。 热钱包正常与网络连接，

在黑客攻击面前很是脆弱。但其中的资金可以随时使用。冷钱 包的操作方式完全相反。它不与网

络直接连接，在离线模式中存储比特币。

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ML)- 人工智能方法类别，其特点是不直接解决任 务，而是在运用

许多类似任务解决方法的过程学习。使用数学统计、数字方法、优化 法、概率理论、图解理论，

数字形式数据不同的处理技术来创建这些方式。

智能合同是用于签订或支持在区块链环境中自动履行合同的算法。这些合同以存在于 分布式分账

类即区块链中的代码形式写出，区块链由电脑网络支持和管理。

代币 这是计算单位，用于显示某些资产中的数字资产负债表。代币的统计在区块链技术基 础上

在数据库中进行，而对其访问权限则在使用电子签名示意图情况下通过专门的应用程序 来实现。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一个电脑程序可以与另一 个电脑

程序相互协作的方法的描述(类别，流程，功能，结构或常数包)。



Slock
区块链中转换买卖、物品租赁或服务合同关系的项目。 当双方

同意租赁或者出售条件时，合同解锁。

StorJ
这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数据云存储系统。将转交到 系

统的文件加密，并在客户方打散成一个个部分，然后分布 在高

效率存储环节的网络中。

沃尔玛
是一家管理世界上最大的批发零售贸易的美国公司。该公司是

几大运用 与商品存储和物流过程有关技术的领导者之一。

Mycelia
用于音乐销售的对等平台，它允许进行小额支付和在音乐家之

间分配版税。

Lemonade
对等保险公司。公司的经营活动基于个人对个人(p2p)或者 “相

互宝”。该平台的客户聚集成一组(更多的是保险的必要 类型特

征)并创建共同基金，其主要部分用于调节亏损。公司 使用区块

链来创建去中心化支付网络。

Latoken
这是一个区块链平台，由于它可以完成广泛资产(有价证 券、黄

金、不动产等等)交易，并拥有进一步将其出售的可 能。

由于创建了数字代币，任何一个资产都可以被购买、出售或 在

二级市场以分散的资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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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ck
区块链中转换买卖、物品租赁或服务合同关系的项目。 当双方

同意租赁或者出售条件时，合同解锁。

StorJ
这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数据云存储系统。将转交到 系

统的文件加密，并在客户方打散成一个个部分，然后分布 在高

效率存储环节的网络中。

沃尔玛
是一家管理世界上最大的批发零售贸易的美国公司。该公司是

几大运用 与商品存储和物流过程有关技术的领导者之一。

Mycelia
用于音乐销售的对等平台，它允许进行小额支付和在音乐家之

间分配版税。

Lemonade
对等保险公司。公司的经营活动基于个人对个人(p2p)或者 “相

互宝”。该平台的客户聚集成一组(更多的是保险的必要 类型特

征)并创建共同基金，其主要部分用于调节亏损。公司 使用区块

链来创建去中心化支付网络。

Latoken
这是一个区块链平台，由于它可以完成广泛资产(有价证 券、黄

金、不动产等等)交易，并拥有进一步将其出售的可 能。

由于创建了数字代币，任何一个资产都可以被购买、出售或 在

二级市场以分散的资产交易。

Digix
数字黄金资产平台，允许在以太坊区块链上完成黄金和其他 实物

资产的交易。

OneGram 
是一个目的是创建由黄金保障的加密资产的项目。

Vaultoro 

是一个允许客户直接将比特币兑换为真实黄金的交易所。

Atlant
是一个将不动产所有权代币化且提供不动产租赁P2P(个人对 个

人)的可能性的区块链平台。

ARTEX
是一个借助于移动应用程序将艺术作品拥有者历史记入区块 链、

给予投资者和收藏者获得关于展览、销售、专家估值、 价格指数

等信息的可能的平台。

Everledger
在区块链基础上，引领钻石认证注册和与跟踪钻石相关交易 历史

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