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Max.io Digital Asset Trading Platform
创新型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更新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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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背景介绍
随着数字货币行业迎来爆发式发展，作为数字货币产业链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数字货币交易所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刚需，承载整个区块链生态中极其重要闭环
节点，连接着区块链投资的一二级市场，也连接着项目方和普通投资者，是整个
产业链中最成熟的环节和模式之一。
区块链的灵魂是基于共识和代币的经济模型。数字代币是价值的承载和激活内部
生态的关键，共识机制是效率的保证。代币生态经济中同时基于兴趣和利益的激
励机制将是区块链项目发展的核心手段。
区块链赋予了去中心化自组织管理的体系和工具，在 2009 年中本聪建立了一套
规则后，整个社区就通过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继续运转，逐渐变成了一种分布式
的自治系统。在这套系统中，产品的分配关系则是按照众人的劳动成果与劳动量
来进行分配。使用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则是三权合一的，将所有的投资人，股东
以及员工跟客户都连为一体，使每个人都享有社区发展的好处，从而充分的调动
社区的资源和积极性，同时又使社区发展的更加繁荣。

我们的愿景
BitMax.io 旨在打造一个公开透明，安全稳定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为全球用户
提供高流动性，高性能，低手续费，高质量的交易服务。

BitMax.io Exchange
BitMax.io 以金融技术为本的交易平台
交易记录透明
区块链生态环境的核心是透明的商业规范。BitMax.io 提供的就是一个高效的交
易平台可以提供 24 小时的实时交易操作，对所有交易账户提供高透明度.
3

BitMax.io

高性能系统支持
面对大型金融机构服务级别的构架设计，整合了先进的内存撮合算法、异步非阻
塞读写、分布式实时信息传输框架以及相关先进技术，提供高可靠性、高性能、
强安全性、可扩展性以及易维护性。友好的交易环境，加强对 FIX 协议和 API 的
支持。预计我们的系统能达到 50 万笔交易/秒的处理速度，同时证券级别的的 API
接口支持高频、专业交易订单类型。为专业技术基金提供交易支持。
安全稳定
立体安全防护体系，与世界级的安全公司合作，上线前对全站代码进行代码审计。
架设多级防火墙，实时监控系统数据异常。在用户资产上，采用多重签名及冷热
隔离的钱包方案，以最大程度尽可能保障用户资产安全。
金融产品
BitMax.io 平台初期支持现货交易模式，后期会上线其它衍生品交易，以及可能
的资产管理服务。
在交易初期，我们将提供对以下币种的支持:
• BTC
• ETH
• BCH
• LTC
• XRP
• EOS
• ETC
• 其他优质的 ERC20 代币

我们后期会逐步上线其他优质币种。如果您有代币希望在我们的平台上线交易，
请联系我们的团队:support@bitmax.io
2018 年 11 月，BTMX（BitMax 平台币）随交易挖矿上线，成为生态系统创建初
期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 1 年的发展，BitMax 的业务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既定战略计划，平台于北京时间 2019 年 9 月 12 日停止挖矿和填矿功能。
平台目前不支持法定货币，例如:USD、RMB、JPY 等。
流动性支持
BitMax.io 在行业内有丰富的资源和众多的合作伙伴。在系统上线前，已和多家
国内外的矿场、投资基金、交易大户达成共识，BitMax.io 平台上线后，他们的交
易将转移至我们的平台。为平台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带给用户良好的交易体验。
多语言支持
BitMax.io 目前上线版本已支持中、英、韩三种语言，后期会逐步支持包括日、俄
等其他语言，为打造世界级区块链资产交易平台扫清语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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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平台客户端支持
将提供对全平台客户端的支持，具体包括以下客户端:
• WEB 端浏览器
• Android 客户端，IOS 客户端
• H5 移动端浏览器，PC 客户端

BTMX
什么是 BTMX
•BTMX 是 BitMax.io 平台发行的功能性代币。BTMX 持有者享有平台的各种优
先服务。
•BTMX 恒定 100 亿，承诺永不增发。根据初始 BTMX 分配方案，49%为预先发
行，51%为挖矿所得。挖矿模式为交易挖矿机制，BitMax.io 已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停止该机制（详情请参看《停矿关键信息公示》）。
•49%预先发行的 BTMX 里，5%早期投资人，4%战略伙伴，9%私募，12%团队
和平台，18%基金会，1%市场运营推广。
•初始锁仓机制（详情请参看《停矿关键信息公示》）:
o 解锁数目：每日按挖矿数目按发行比例解锁，即每日解锁数目：每日挖矿
数目=49:51
o 解锁顺序：10%的私募额度第一优先解锁。这部分额度解锁完成以后剩下
的所有预先发行的 BTMX 解锁。
停矿关键信息公示：
1、停矿后，所有挖矿未产出部分 BTMX 将全额永久锁仓，具体信息将在官
网公布；
2、私募释放机制
停矿后，将优先释放普通用户私募额度，团队、基金会和机构投资者份
额将暂停释放。具体信息将在官网公布；
以上规则为暂行机制，平台将根据市场情况对普通用户私募额度释放机
制进行后续调整。同时平台每 3 个月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开始释放团
队、基金会和机构投资者额度。

BTMX 的生态和权益
1. 根据客户提供数据分配平台交易费用
a. 加密货币市场的数据对于 BitMax.io 等平台非常重要。为了激励用户提供各种
代币和硬币的当前数据/信息，高达 80%的平台交易费收入将作为奖励分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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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共享信息。
b. BitMax.io 将激励社区成员获得 BTMX 奖励，以提供与区块链技术和 DApps 开
发相关的高质量信息，新闻和/或研究。没有共享任何信息的用户将无权获得这
些奖励。
2. 平准机制
a. 引入平准机制的设计至平台币中，以增加平台币流动性，减少币价调整过程中
的无谓损失，减缓市场大量订单失衡所导致的价格不稳定。
b. 平准机制的具体做法是通过设立平准基金池调节平台每日信息费返还节奏。
平台每日交易手续费净收入的 80%存入基金池，并将基金池总量以一定比例返
还给用户。
3. 多种交易模式
a. BitMax.io 提供现货及杠杆交易模式，结合不同的用户和需求，给予不同程度
的激励，能最大程度的满足多样化的用户和市场。
4. 消费-会员升级
a. BTMX 持有人可以消费一定数目 BTMX 来获得更多的权益。比如提升会员等
级，短期提高分红额度等。
b. 消费的 BTMX 导致 BTMX 总量会不断减少

专业团队
团队核心成员主要包括技术、运营、产品、商务等均出身于华尔街传统金融机构，
团队成员在各自的领域都有十年以上的专业经验。结合传统金融行业的大规模交
易技术、互联网企业的高效运营体系和数字资产系统的研发经验，致力于打造和
完善为全球用户服务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BitMax.io 自治经济生态体的扩展路线图
2018.7. 网站公测版上线
2018.8. 正式开放交易首批上线部分主流交易品种
2018.11 BTMX 平台币开始交易
2018.11 开始挖矿
2018.12 首次全球首发代币
2019.2 推出杠杆产品
2019 不断优化产品、拓展全球市场业务，比如
金融衍生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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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投资
生态布局

风险提示与免责声明
免责声明
该文档只用于传达信息之用途，
并不构成买卖 BitMax.io 股份或证券的相关意见。
任何类似的提议或征询将在一个可信任的条款下并在可应用的证券法和其他相
关法律允许下进行，以上信息或分析不构成投资决策，或具体建议。本文档不构
成和关于证券形式的投资建议，投资意向或教唆投资。本文档不组成也不理解为
提供任何买卖行为，或任何邀请买卖任何形式证券的行为，也不是任何形式上的
合约或者承诺。
BitMax.io 明确表示相关意向用户明确了解 BitMax.io 平台的风险，投资者一旦参
与投资即表示了解并接受该项目风险，并愿意个人为此承担一切相应结果或后果。
BitMax.io 平台明确表示不承担任何参与 BitMax.io 项目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损
失，包括:
1、因为用户交易操作带来的经济损失;
2、由个人理解产生的任何错误、疏忽或者不准确信息;
3、个人交易各类区块链资产带来的损失及由此导致的任何行为。
BTMX 币不是一种投资。我们无法保证 BTMX 币会增值，在某种情况下也有价
值下降的可能,没有正确使用其 BTMX 币的人有可能失去使用 BTMX 币的权利，
甚至会可能失去他们的 BTMX 币。BTMX 币不是一种所有权或控制权。控制
BTMX 币并不代表对 BitMax.io 平台或 BitMax.io 应用的所有权，BTMX 币并不
授予任何个人任何参与、控制，或任何关于 BitMax.io 平台及 BitMax.io 应用决
策的权利。

风险提示
安全：许多数字资产交易所因为安全性问题而停止运营。我们非常重视安全，但
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 100%安全，例如：由于不可抗力导致的各种损失。
我们承诺尽一切可能确保您的交易安全。
竞争：我们知道交易所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领域，有数千个团队正在计划并着
手开发交易平台，竞争将是残酷的，但在这个时代，任何好的概念，创业公司，
甚至是成熟的公司都会面临这种竞争的风险。但对我们来讲，这些竞争都是发展
过程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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