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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dena 设计了了⼀一种代币经济系统，该系统使所有参与者的动机保
持⼀一致。由于 Kadena 是⼀一个公共的区块链平台，因此代币的主要
分配是通过挖矿来分发的。将有⼀一个创始区块，其中分配给包括了了

早期投资者，贡献者和平台储备。其余代币被创建为挖矿奖励。

⼀一些项⽬目在使⽤用第⼆二层解决⽅方案时会牺牲安全性，⽽而其他项⽬目则在

使⽤用第⼀一层协议时会牺牲业务采⽤用率。短期的功能将成为⻓长期增⻓长

的障碍。⽽而 Kadena 从⼀一开始就经过精⼼心的设计，使其具有⻓长时间
稳定性和功能性。

创世块分配的代币逐渐可以使⽤用，从⽽而创造了了稳定性。⽹网络和代币

分配时间表是为了了实现可持续性⽽而设计的，使⽤用采⽤用曲线，以确保

经济规模增⻓长⽽而不是激增。因此，在开采的代币与在创世块中分配

的代币之间存在平衡。错开时间表可确保比例例保持公平。

 

总览  

Kadena 中的代币与以太坊⼀一样简单，并且功能相同。代币是通过
挖矿产⽣生的。已经存在的代币可能是：

在⽤用户之间直接转移

⽤用于创建新的智能合约



⽤用于⽀支付执⾏行行智能合约的⼿手续费

Kadena 的智能合约使⽤用 Pact 编写，Pact 是⼀一种开源的，可形式
验证的，⼈人类可读的，图灵不完整的语⾔言。 Pact 旨在简化开发⼈人
员和非技术专业⼈人员的开发和采⽤用，将⼿手续费⽀支付给⽹网络，以便便在

Kadena 区块链上执⾏行行 Pact 智能合约。

 

1. 挖矿  

Kadena 经济中的⼤大多数代币都是挖矿奖励。由于 Kadena 是 PoW
⼯工作量量证明⽹网络，因此它依赖分散式挖矿来实现⽹网络的功能和增

⻓长。矿⼯工通过验证/⽣生产区块获得区块奖励。整体奖励将在平台的本
地加密货币Kadena（KDA）中进⾏行行。矿⼯工也将能够获得 KDA 作为
执⾏行行智能合约的交易易费或⼿手续费。 KDA 的最⼩小分数单位是 “Hop”，
以 Grace Hopper 的名字命名。



每六个⽉月根据设定的时间表对区块奖励进⾏行行重新调整，可以挖到的

区块⼤大约每 20 年年会减半⼀一次。由于 Kadena 拥有固定数量量的代
币，因此 Kadena 仅可以开采约120年年。实际上，这使其经济模型
介于通货膨胀（以太坊）和有硬顶/通货紧缩（比特币）的系统之
间。

与 Kadena 之前的 PoW 项⽬目不同，⼤大部分项⽬目的矿⼯工利利益与⽤用户
和企业的利利益不⼀一致，Kadena 的 Chainweb 协议使所有⽤用户的利利
益保持⼀一致。 Kadena 从⼀一开始就可以扩展规模，最初是通过 10
条链⽹网络启动的，当采⽤用率超过现有吞吐量量时，很难分叉添加更更多

的链。

 

2.平台储备⾦金金  

Kadena 对区块链持⻓长远的观点。所以平台储备⾦金金要等到发⾏行行后第2
⾄至5年年才会释放。该平台储备⾦金金是针对应⽤用落落地的⽀支持，⽽而不是撤
资。

在接下来的⼗十年年中，公共智能合约技术的商业采⽤用有望发⽣生。发⽣生

这种情况时，加密货币将出现周期性问题。⼴广泛采⽤用意味着需要⾯面

向业务的服务。但是，这些服务通常利利润率很低，并且需要⼤大量量的

资本才能发挥作⽤用。到需要这些服务时，原⽣生代币通常会太有价值



且价格容易易变动，以⾄至于⽆无法累积必要数量量的原⽣生代币。

平台储备⾦金金可⽤用于资本化，对我们社区的需求的提供服务。平台储

备的⻓长期⽬目的是通过该政策作为未来运营的资⾦金金。由于平台储备是

在创世区块中分配的，并且在五年年内释放，因此平台储备与哈希算

⼒力力⽆无关，并且不拥有对⽹网络的管理理或控制权。平台储备是对⽹网络寿

命和成功的投资。这将为各种规模的企业提供机会。

我们的平台储备计划⽰示例例包括：

传统保险：⼀一旦开始⼴广泛采⽤用智能合约，企业就需要确保其合约的

安全。随着托管平台，交易易所和 dApp 的成熟，它们将需要某种形
式的保险。安全漏洞洞，例例如 Parity 的 Multi-Sig Wallet，DAO 或
Mt. Gox ⿊黑客⾏行行为在财务上造成的损害相比公众信任的问题⽽而⾔言要
⼩小得多，如果基础设施包括以原⽣生代币提供的保险，那么 Gox 遭受
的损失将⼤大⼤大减少。保险是现有货币体系中持有⼤大量量货币的主要⼿手

段之⼀一。对于加密货币⽽而⾔言，这没有什什么不同，除了了加密货币的波

动性意味着以原⽣生代币进⾏行行保险会带来巨⼤大的⻛风险。通过以天然加

密货币资本化的保险产品来成为部分货币化平台储备是⾃自然的发

展。

将智能合约安全审计类比保险公司的服务：对于通过基于区块链的

智能合约以及整个加密货币⾏行行业开展业务⽽而⾔言，保险是必要的，但

不⾜足以保证业务的发展。⽤用户需要⼀一个⽤用于查找错误和验证代码的

系统，称为形式化验证。 Kadena 的通⽤用智能合约语⾔言 Pact ⽀支持
形式化验证。尽管有些公司提 供“智能合约审核”，但这些审核可能
⽆无法完美的，只能根据信誉选择供应商。在接下来的⼏几年年中，

Kadena 的⽬目标是颠覆这种模式，并提供形式化验证智能合约审
计，然后为经过验证的智能合约提供保险。由于验证者仍然是⼈人为

建造的，⽽而且⼈人们容易易犯错，因此保险产品是⼀一种保障。这个过程

造成了了⼀一个良性循环，因为新的或⾼高级的合约可能需要扩⼤大 Pact



的开源验证者的覆盖范围。通过提供与验证者功能相关的保险，我

们可以为验证者的迭代开发提供资⾦金金。

⼿手续费的波动⻛风险：由于 gas 价格具有重⼤大⻛风险，因此必须解决与
gas 价格相关的波动。 Kadena 计划为企业提供产品以规避⻛风险。
要使提供商持续资本化，这需要⼤大量量的 KDA。

社区加油站奖⾦金金：该平台储备可以提供的最新技术服务像是 “加油
站”。加油站是向⽤用户退还⽤用于执⾏行行特定智能合约的所有 Gas。与
Pact 的 dApp 开发⼈人员共同签署交易易并⽀支付使⽤用 dApp 的⼿手续费的
能⼒力力相结合，我们认为加油站是该平台覆盖多年年 gas 成本的强⼤大⽅方
法。这种⽅方法解决了了与 dApp 相关的主要⽤用户体验问题。新的
dApp ⽤用户将不再需要购买加密货币即可与 dApp 进⾏行行交互。gas
补助⾦金金可为新⽤用户加入平台提供便便利利，轻松的体验。

 

3＆4. 主要利利益相关者：投资者，贡献者和
其他

 

预售：到⽬目前为⽌止，Kadena 已完成 SAFT 第⼀一轮和第⼆二轮交易易。
SAFT 第⼀一轮在 2017 年年第四季度以每枚代币0.50的价格出售了了450
万枚代币，⽽而 SAFT 第⼆二轮在 2018 年年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以每枚
代币0.75的价格出售了了1,720万枚代币。从⽹网络公开发布后的第⼆二
个⽉月开始，这些代币在⼀一年年的时间内按⽉月退出锁定。

第⼀一轮和第⼆二轮 SAFT 筹集的资⾦金金使 Kadena 能够扩⼤大团队规模并
维持运营成本，雇⽤用⾼高技能的⼈人才来确保⽹网络成功启动以及为发布

后的主⽹网建立各种业务合作关系。

 



法律律免责声明：我们的律律师要求我们告诉您以下内容。

这不是也不旨在成为证券的发售和出售。如果您对参加下⽂文所述的

代币销售感兴趣，可以通过 www.coinlist.co/kadena（“官⽅方⽹网
站”）访问所有信息，⽂文档和详细信息，包括确定的价格和有关如何
操作的说明，并完成注册过程。官⽅方站点是有关发售信息的唯⼀一来

源。除官⽅方站点外，请勿依赖任何其他有关发售的信息。

 

代币发售  

11⽉月初，我们的分⽀支机构 Corro LLC 将在 CoinList 的平台上启动两
次⼀一致的代币销售。

非美国的 CoinList：此产品仅供非美国买家使⽤用。与 IEO 相
似，购买的代币将在交易易结束后不久在 CoinList 的 RFQ 交易易所

http://www.coinlist.co/kadena


中完全具有流动性。

全球的 CoinList：此产品可与 SAFT 媲美，可供美国和非美国认
可的投资者使⽤用。此产品中出售的代币将被锁定到2020年年12
⽉月，并在12⽉月20⽇日，1⽉月21⽇日，2⽉月21⽇日以等额分期退出。

战略略分配：所有其他分配代币都属于此类别。这些代币⽤用于员⼯工，

顾问，业务合作伙伴，社区以及资⾦金金运营。从平台启动到接下来的

三年年，代币按各种时间表从锁定中释放出来。之所以决定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逐步释放，是因为我们致⼒力力于成为⽹网络稳定和健康发展的

⼀一部分。我们为发布感到兴奋，但我们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对

该项⽬目的信念念很强；锁定分配时间越⻓长，就会与社区形成⼀一致的激

励机制。

 

时间轴  

Kadena 的挖矿即将开始。在12⽉月全⾯面启动公共开采之前，将进⾏行行
公共挖矿。发⽣生此启动时，将启⽤用⽹网络的全部功能。完整的功能包

括转移和智能合约执⾏行行，以及在 Kadena 区块链上创建 dApp 的功
能。在主⽹网发布前的预热阶段，开采的代币总数约为200万。

主要代币分配时间摘要

2019年年10⽉月30⽇日：CoinList 注册开始

2019年年11⽉月4⽇日：CoinList 拍卖开始

2019年年11⽉月22⽇日：CoinList 销售结束

2019年年12⽉月6⽇日：启⽤用 Kadena 代币可交易易

2020年年1⽉月1⽇日：SAFT 预售第1轮和第2轮开始解锁



2020年年1⽉月2⽇日：CoinList 非美国销售代币可以结算到主⽹网

2020年年12⽉月1⽇日：SAFT 预售第1轮和第2轮完成解锁，CoinList
Global SAFT 开始解锁

2021年年1⽉月1⽇日：平台储备⾦金金开始解锁

2021年年2⽉月1⽇日：CoinList 全球 SAFT 完成解锁

请注意： Corro LLC，Kadena Public LLC 和 Kadena LLC 对
Kadena 代币的任何预交易易，资⾦金金池或转售概不负责，也未获批
准，也未参与其中。 Kadena 公开发售的所有细节都将通过我们的
官⽅方⽹网站，官⽅方社交渠道公布，并且应该是唯⼀一的信息来源。请不

要依赖任何其他信息来源。

请确保在有关代币购买和所有权的所有事项上都格外谨慎和尽职调

查。对于由第三⽅方，不良⾏行行为者或您的疏忽引起的资⾦金金损失或其他

问题，我们概不负责。

本⽹网站上提供的信息包括涉及⻛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陈述，其中

包括（a）平台的开发和性能，包括可伸缩性和安全性； （b）实现
公开发布的能⼒力力和时机； （c）平台和代币的潜在⽤用途，以及是否
将构建应⽤用程序以在平台上运⾏行行并产⽣生对代币的需求； （d）联
邦，州和外国法律律法规的适⽤用，包括本产品或代币是否可能构成“证
券”以及对代币的要约，出售，转售，使⽤用或交易易的限制。这些陈述
反映了了我们的信念念，观点和立场，这些信念念，观点和立场在特定情

况下是适当的，旨在帮助您理理解我们当前的想法。这些前瞻性陈述

不做任何保证，也不保证其性能或结果。就本质⽽而⾔言，这些声明会

受到某些⻛风险，假设，不确定性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实际结果可能

与我们的声明存在重⼤大差异。不要过分依赖这些前瞻性陈述。



此处所获得的 TPA 或代币均未根据1933年年《证券法》（经修订）
（以下简称“《证券法》”）或美国证券交易易委员会（SEC）进⾏行行注
册，因此，不得转让或转售给美国或个⼈人，除非已根据本法案进⾏行行

了了注册并根据州法律律进⾏行行了了验证，或者根据此类法案或此类州法律律

的注册和资格的要求得到了了有效豁免。

卖⽅方或其任何管理理者，成员，雇员，顾问，律律师或代表，或代表卖

⽅方的任何其他⼈人，均不建议您参与此报价和购买。没有任何⼈人被授

权做出与此表⽰示有关的任何陈述或提供任何信息。如果提供或做出

了了此类建议，代表或信息，则不是由我们做出或给予授权。

美国政府（包括美国证券交易易委员会）或任何其他司法管辖区均未

审查，批准或通过本⽂文件的条款或认证此处信息的准确性或准确

性。

卖⽅方或 KADENA 集团的任何其他成员均⽆无须，也不得意图，根据证
券法或任何其他法律律注册的任何证券的 TPAS 进⾏行行代币交换，或注
册 TPAS 代币或根据《证券法》及任何其他法律律转售。根据您要求
使⽤用，转售，转让，转让，分配，交换或以其他⽅方式处置此 TPA 或
代币，可能需要根据美国证券法或其他法律律进⾏行行注册或获得注册豁

免。

TPA 或任何代币均未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司法管辖区进⾏行行注册，并且
本次发⾏行行不提供，也不会出售给居住在纽约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不包括香港和澳⻔门与特别⾏行行政区和台湾），越南，韩国或任何

其他违反当地适⽤用法律律，或要求我们获得许可证，许可证，批准或

其他注册或其他资格的司法管辖区进⾏行行公开发⾏行行（统称为“取消资格
的司法管辖区”）。



对 TPA 和代币的投资涉及许多重⼤大⻛风险。 TPA 中描述的⻛风险因素
并非您在 TPA 或代币中进⾏行行投资时可能⾯面临的全部⻛风险，您应仅将
其⽤用作倡导。关于 TPA，平台和代币的其他⻛风险和不确定性⽬目前尚
不为我们所知，或者我们⽬目前认为是⽆无形的，可能会单独或累计对

我们开发或启动平台或发⾏行行或出售代币的能⼒力力产⽣生重⼤大不利利影响。

您应仔细考虑这些⻛风险，参与本次发⾏行行并同意购买代币之前⾃自⼰己进

⾏行行分析。其中某些⻛风险可能会严重影响我们在任何公开发布之前或

之后启动平台和出售代币的能⼒力力，或其代币的价值或使⽤用。您可能

会损失根据此 TPA⽀支付的全部或部分⾦金金额。

⽆无论由我们通过技术咨询或其他⽅方式做出的任何⼝口头或书⾯面声明，

您均承担与本 TPA 和代币相关的结果和所有⻛风险与责任。买卖，持
有和交易易数字资产及其权利利（包括代币）的损失⻛风险可能是立即⽽而

实质性的。参与发售没有保证不造成任何损失。因此，根据您的财

务状况，⽆无论是买卖还是持有 TPAS 或加密货币，您都应该谨慎考
虑。

 

原始⽂文件来源

备注：相关⼀一切条款以原始⽂文件为唯⼀一解释版本，此翻译⽂文件于

2019/11/3 翻译。

https://medium.com/kadena-io/the-kadena-token-economic-model-8090d7545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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