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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摘 要

CYBEX 是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旨在打造比现如今中心化市场更透明、更安全、
流动性更强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CYBEX 是由全球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在去中

心化网络中共同建立和运营的一个生态系统。
其核心是基于 Graphene 区块链引擎，

该引擎高效安全，能够通过权益证明机制，以每秒 10 万次交易的速度进行扩展。
交易所还包括其他特色，如原子交换功能，能够推动跨链交易；网关的硬件多重签
名托管功能，可确保加密资产管理的安全性；内置 ICO 发行平台和模板，来实现

去中心化 ICO；价格稳定货币以尽量减少交易波动风险；还有一支在业务发展

和运营方面记录完备的核心团队，确保交易所不会有门可罗雀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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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CENTRALIZATION
PROBLEM

中心化面临的问题

随着市场对数字货币以及底层区块链技术兴趣的增加，其估值与种类也呈指数级增长。
截止撰稿时，
根据 CoinDesk 报道，ICO 融资额累计已增至约 38 亿美元，涉及 200 多个项目，而这个数据可
能只是整个市场的冰山一角。
如今，大部分数字货币在中心化平台交易，但这类平台正面临着以下挑战：

• 不透明：大多数中心化的交易所都存在数据严重不透明的情况，
交易所往往可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来操纵价格，甚至是挪用客户资金
进行交易，而这造成的后果往往会导致交易所运营出现重大问题，从而
给投资者带来不小的损失。
• 流通性差：大多数项目发起的 ICO 处于未完成或未启动状态，项
目代币尚未真正分发给投资人，而是在承诺好发币日期后先进行
IOU 交易（“欠条” 交易）。这类 IOU 交易流动性通常有限，即使能够
交易也只是在发布 ICO 的平台上先交易，或者就是支付昂贵的上线
费用到其他中心化交易所上线。
• 安全性低：中心化交易所容易受到 DDoS 攻击，这不仅会严重干
扰交易，还会损害投资者对这一过程甚至整个 ICO 模式的信心。
而且，中心化交易所也是诸多黑客的下手对象，例如 Mt. Gox，
Bitstamp，
Bitfinex，
DAO，
CoinDash 等等。

在 2017 年 9 月中国政府发布相关政策禁止 ICO 之前，CYBEX 团队曾创建了中国最大的 ICO 平
台——ICOAGE。在 6 个月的运营期间，ICOAGE 成功帮助近 40 个项目（如 TenX，Status，
iEx.ec，EOS，Qtum，Storj 等）募集价值逾 1.7 亿美元的数字货币。
ICOAGE 作为中心化 ICO 平台，曾遭受无数次 DDoS 攻击，平均每次攻击量高达 120gb，不过凭
借其完备的安全措施，平台用户并未受到损失。
也正是这类高密度、高强度的攻击，促使团队开始搭建
去中心化平台，以防止此类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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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YBEX:
A DECENTRALIZED
EXCHANGE
去中心化交易所

CYBEX 是真正的去中心化数字资产交易所，基于著名的区块链解决方案 BitShares 及其底层石
墨烯区块链库升级扩展而来，而目前 BitShares 应用生态已经壮大。

Exchange (DEX)

Payment/Processing

Marketplace

Remittance
Social network

Asset Peg/Management
Entertainment

Data/API

Gateway/Bridge

Infrastructure
Protocol

Registry

• 3000+ Trx/sec
• 3 sec Blocktime
• Delegated Pos

• Perfomance
• Scalabilty
• Economic

在 EOS 作为 BitShares 的延续上线后，CYBEX 会将底层技术转移到 EOS 上。
CYBEX 致力于提供更安全、高效、易用的交易体验，为了实现这一点，团队专注于协议及应用层的
创新，结合商业专业知识以确保交易所健康运行。关于主要功能详细介绍请参考本文第三部分。
下面是关于 CYBEX 生态系统核心概念的简单介绍。

WWW.CYBEX.IO

04

2.1 CYB代币
CYBEX 网络的基础代币是 CYB，可以分割为 10 万个子单位。CYB 具有一定价值，能够在区块链
上进行转移，并且通过曲线 secp256k1 的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ECDSA）保障其安全性。
与大多数数字货币不同，CYB 本身不是一种货币，它还包含以下核心使用功能：

• 参与权：CYB是CYBEX生态系统的燃料，该代币所赋予的所有核
心权利与特权都是权益证明，在其生态系统中享有参与、投票以及贡
献的权利。
• 交易所媒介：CYB是CYBEX生态系统中的的基础交换媒介，生态
系统中的所有费用均已CYB来计价。

• 功能：
CYB可用于交易所内所有金融工具，例如价格稳定资产等。

2.2 见证人节点

见证人节点会收集交易，捆绑到一个区块，然后广播到网络中。他们的角色和比特币生态系统中的
矿工类似，只不过 CYBEX 的共识算法采用的是权益证明机制，而比特币采用的是工作证明机制
见证人节点每成功捆绑一个区块，就可以从有限的储备池获得一笔费用。而储备池的容量及费用金
额由生态参与者投票决定。

2.3 委员会

经过挑选所成立的委员会负责管理生态系统内部工作。在CYBEX上线后，所有生态系统的运营，
包括分工、产品、费用、预算等均由委员会决定。

2.4 权益证明机制

和比特币的工作量证明机制（POW）相比，权益证明机制（DPOS）不会像 POW 那样为了避免高
成本、低效率而消除信任的需要。
生态系统中的每位用户都可以给任意数量的节点投票肯定。当任意节点获得超过所有票数的 1%
时（占生态系统总量的比例）就有资格成为见证人节点来生成区块并获得相应的报酬。每个维护
周期（一天）会在票数统计好后更新一次见证人节点名单。
每个见证人节点轮流生成区块，每轮见证人节点生成一个区块的顺序或排期是确定好的，交易平均
在一秒内确认。所有见证人节点轮完后，会打乱顺序开始新一轮。如果某个见证人节点在其时间段
内没有生成区块，那么系统会跳过这段时间，由下一个见证人节点生成下一个区块。
见证人节点可以准备多种情境以备在不同机器、不同地点进行接管。这样可以缓解 DDoS 攻击量。
如果所有见证人节点都没能生成区块，那么网络就会停止，用户也无法投票（交易）选出新的见证人
节点。不过这种事件发生的概率很低，而且权益相关者也可以通过投票挑选更多见证人节点。

WWW.CYBEX.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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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投票

用户可以针对 CYBEX 生态系统的每个运行环节投票，而不仅仅是挑选见证人节点。从费用机制
到区块间隔再到交易大小，所有网络参数都能通过投票来调整。
用户甚至可以投票选择代表来替他们投票，也就是代理投票。这样可以确保生态系统中的每个人
即使没有时间或倾向来衡量每个问题，他们也能选出合适的人代表他们完成。

2.6 预算

CYBEX 有一个预算池来支付完成各类任务的生态参与者（例如见证人节点）。CYBEX 在发行之
际会留出一个预算池，所有后续预算分配、任务及相关费用结构都由后续投票决定。
CYBEX 内部所收取交易费用的 50% 会销毁，因此 CYB 的总供应量会逐渐减少，剩余代币的
价值会逐渐提高。

见证人
节点

委员会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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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EY
CAPABILITIES
主要功能

尽管 BitShares 在其概念及底层技术方面都拥有很高的创新性，但作为加密资产交易平台并未得
到广泛采用。
我们认为，通过协议层的创新来促进便捷安全的交易，应用层的创新来改善用户体验，以及通过注
入商业及运营专业知识，都能够大大提高去中心化交易所的采用率。
为此，CYBEX 带来了以下一系列改进与功能，
• 原子交易
• 加密资产托管网关
• 去中心化ICO平台

• 价格稳定货币
• 移动端用户界面

• 业务拓展
• 主流业务代币化

3.1 原子交易

经过挑选所成立的委员会负责管理生态系统内部工作。在 CYBEX 上线后，所有生态系统的运营，
包括分工、产品、费用、预算等均由委员会决定。

3.11 为什么是原子交易？

原子交易，或原子跨链交易，就是在无需信任任何第三方的情况下，实现一种加密货币与另一种加
密货币之间的交易。

1 BTC
ALICE

BOB

Bitcoin Blockchain
Cybex Blockchain

1000
CYB
ALICE

BOB

例如，Alice 将比特币打到 Bob 的比特币地址，反过来 Bob 要将 CYB 打到 Alice 的 CYB 地址。
但是，由于两条区块链结构相异，且一旦挖矿，交易便无法撤销，因此这种交易过程不会消除交易任
一方不信守交易承诺的违约风险。通常的解决方案就是引入一个彼此都信任的第三方（例如中心化
交易所）提供托管服务，但如我们所见，信任这样一个中心化的实体也是很难实现的。原子跨链交易
就在无需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了这一问题。

WWW.CYBEX.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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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CYBEX中的原子交易

CYBEX 与比特币之间的原子交易需要每一方都将资金支付到锁定账户中。就 Cybex 而言，即多
重签名账户；就比特币而言，即具备锁定脚本的 UTXO。莱特币创始人李启威（Charlie Lee）便使
用莱特币与比特币、Vertcoin 以及 Decred 进行了交易，成功实施并证明了原子交易的可行性。
但是这种交易方案仅在与比特币区块链有着类似脚本的区块链之间才能够发挥作用，而且，交易
双方还都需要支持 CLTV（Check Lock Time Verify）功能。
使用 CLTV 脚本就可为退款操作设置锁定时间窗口，例如，发起人为参与者进行付款或者赎回资
金设置了 48 小时的锁定时间，参与者则为发起人赎回资金设置了 24 小时的锁定时间。这种锁定
时间的退款方案就保证了原子的完整性，
当一方退出交易过程时，
任何一方都可以完全撤回其资金。

PARTY A

BlOCKCHAIN α

BlOCKCHAIN β

PARTY B

Create address
Create address
Initiate

Contract TX

Contract
Secret
Secret hash
Audit contract
Secret hash
Contract TX

Participate
Contract

Audit contract
Redeem

Redeem TX
Extract Secret
Secret
Redeem TX

Redeem

ATOMIC CROSS CHAIN SWAP(ACCS)
Alice (Chain A) swaps coins with Bob (Chain B) relatively quickly and without requiring trust. Simplified.
BOB’S
TRANSACTION

ALICE’S
TRANSACTION

Alice hashes secret:
CHAIN A
Key that becomes
public after use.

time

48 hrs
refund
back

B

BOB

BOB’S
UTXO

BOB’S
TRANSACTION

ALICE’S
TRANSACTION

CHAIN B
24 hrs
refund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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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CYBEX 不具备类似于比特币的脚本系统，因此，我们使用了多重签名账户来锁定发起人向参
与者支付的 CYB
（假设发起人支付 CYB）
，
并使用脚本来锁定 UTXO 中参与者支付给发起人的比特币。
但多重签名方法的一个缺点就是无法实现复原与退款过程的。CYBEX 设定了保证金要求来激励
并保障交易的完整性，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

B transfers deposit for swap
into an UXTO locked by script

48hrs lock time
A checkouts for swap loss

B withdraws deposit for swap

B withdraws deposit and open secret
B
OP_IF_ELSE.Lock script

A pays into a multi-sign
account controlled by A and B

B claims the fund
to complete swap

A refunds to exit swap

B

A

24hrs lock time
B transfers fund into

B refunds when swap stop

an UTXO locked by script

A claims the fund and open secret

A

OP_IF_ELSE.Lock script

CYBEX与比特币之间的原子交易

3.13 操作细节

在CYBEX中，原子交易始于公钥与密钥哈希交易的切选机制（cut and choose）

V

Zero Knowlegde Proofs
Cut-and-choose paradigm.

P

CYBEX原子交易起点

通过一系列的交互，交易双方将获得对方的临时公钥以及拥有高概率证明的密钥哈希，这些都是由
同一个私钥生成的。然后使用公钥以及私钥哈希在比特币脚本中验证资金赎回的真实性。
这种机制就保证了不同加密货币（如比特币和 CYB）以一种完全点对点的方式直接进行安全交易。
然而，交易对手方的匹配与流动性始终都是去中心化交易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WWW.CYBEX.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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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促进流动性

原子交易只是解决了以无需信任的方式进行跨链交易的问题。然而却并未解决交易双方彼此匹配
的问题。事实上，已经从技术上证明了许多原子交易都依赖于交易双方不仅了解彼此，还会通过某
种即时通讯系统持续沟通的基础上。
为帮助促进流动性，CYBEX 会以交易对（比特币 vs CYB，CYB 作为一种代币将在众筹后上市不
同中心化交易所）在外部交易所的价格向所有见证节点进行喂价。见证节点随后将在链上发布喂入
价格。用户在链上以其预期价格提交交易订单，CYBEX 见证节点将自动匹配这些订单。
在生态系统的初始引导阶段，CYBEX 将激励有经验的做市商和交易机器人提供所需的流动性增
强。CYBEX 核心团队或相关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开发运营的一些传统网关将与原子交易功能长期
并存，以提供高度安全的 IOU 服务。而且 CYBEX 已经推出了一个项目，将 CYBEX 客户端整合
到支持定制比特币脚本和多重签名，以及第二阶段硬件安全级别的多加密货币钱包中。该项目能够
推动在单一钱包中实现一键交易，从而更加便于用户使用。
CYBEX 及其他主流加密货币之间的交易能力将创造出许多金融工具，例如能够以全球普遍采用
的货币（例如美元）维持平价的价格稳定加密资产，它对于便利且防审查的商业模式具有高度的实
用性。通过超额抵押、免除交易对手方风险、智能合约担保的区块链贷款等方式来追踪传统标的资
产（例如比特币）的价值，就可以实现这一点。

3.2 加密资产托管网关
3.2.1 网关

推荐使用网关将资金转入或转出 CYBEX 网络。它们简化了将资金从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
转移到另一种加密货币的过程。
网关基本上等同于依赖交易所的偿付能力来兑现货币的标准交易模式。一般来讲，网关会发行以其
标志为前缀的资产，如 CYB、APE、APD。这些资产完全由人们存入网关的真实比特币或以太币
或任何其他货币所支持。
因此理论上，CYB.BTC 就等同于在 Poloniex 上获得的 BTC，而这里的 BTC 也可以 POLO.BTC
作为前缀。
在这两种情况下，
用户都是依靠服务提供商来保持偿付能力，
从而支持他们发行资产的价值。
CYBEX 在其生态系统合作伙伴 Nebula Crypto-Assets 的支持下，拥有一个独立的加密资产托
管服务网关原型，确保其持有加密资产的安全。这一极为重要的安全性功能将有助于简化网关设
置，并降低对高价值加密资产进行中心化管理的风险。

WWW.CYBEX.IO

10

ICO EXCHANGE crypto-assetcustody services

asset divestiture

asset purchase

xxxxxx

deposit address

offline multi-signature

acc,management

auto-routing of
surplus(of upper-limit)
deposits

withdrawals

conditional refill

cold wallet(95%)

ICO share claim

audit

hot wallet(5%)

public ledger

audit

3.2.2 热钱包

系统会将持有的一小部分资产（例如 5％）保存在在线热钱包中，而该热钱包内将包含用户将其加
密资产存入 CYBEX 账户页面时生成的所有充币地址。用户可自发从网关提取资产，提取的资产
将由热钱包自动发送。热钱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发展，从而优化热钱包缓冲区的流入、流出以
及大小，将冷钱包执行的对外交易数量降至最低，保证最大程度的安全性。

3.2.3 冷钱包

对于网关持有的剩余加密货币资产（例如95%），CYBEX建议使用由我们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
Nebula Crypto-Assets Custody设计的高安全性冷钱包解决方案。

WWW.CYBEX.IO

11

Wallet of Crypto-Assets for Gateways
• Offline secret sharing hardware wallet

•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sign

多重签名方案被认为是以加密的方式确保高价值资产安全的一种解决方案。比特币区块链从早期
阶段就通过无状态脚本支持多重签名。以太坊社区开发了智能合约来实施这一方案，但一直以来智
能合约的安全性都是令资产持有者感到担忧的一个问题，这种担忧在 2017 年发现一系列严重漏
洞（例如 Parity 事件）之后尤为凸显。其他货币（例如门罗币）目前也尚未发布多重签名功能。
Nebula Crypto-Assets Custody 采用秘密共享算法为多个签名者设计了一个单一签名解决方
案。为了解决在内存中复原完整私钥的安全性问题，该设计使用了银行级别的 wys/wys（所见即
所签）硬件来实现仅在硬件密钥内部共享并复原秘密。
Decentralized Keys Agreement

p2p keys
agreement

Symmetric key
generation

•
•
•
•
•

True random generator FIP140-2
Security elements EAL 4+
128*64 OLED display
Support ECDHE and BIP32
SHA3, AES256, SHA256, Secp256k1

• Secrets only exist in U-key COS
• Decentralized keys agreement
generates communication key
• A random picked U-key for the
secret seed generation
• Distribute secret shares into every
U-key

secret seed
generation

random
pickup
Symmetric key
generation

共同签名过程可以在线下或线上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完成。整个签名过程的安全性纳入了点对点
ad-hoc 密钥白皮书算法，从而确保 P2P 通信的安全性，并不取决于 USB 集线器或互联网路由的
安全性。

WWW.CYBEX.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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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去中心化公售平台

CYBEX 不仅仅是交易资产的平台，同时也是一个通过公开发售（Crowd-sales）来首次发行资产
并筹集资金的平台。为促进公开发售的发展，CYBEX 将提供一套可供发行人选择的合约模板。
其中一个模板就是 Vitalik Buterin 以及 Jason Teutsch 提出的 “交互式代币发行”。这一设计的
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传统公售所面临的难题：如何为代币估价？
与潜在买家可以根据现有及潜在未来收入源来估计股票价值的股权分配活动不同，代币发售可能
根本不会表现出任何预计收入。
由于传统的分析无法估计出新代币的初始市场价值，买方就必须依靠
一些新迹象或方法来决定这些代币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代币发行人也面临着不了解其买方的
空前挑战。尤其是买方无法辨别两个不同的购买地址是否属于同一个人。
完美的代币公售模式应该解决双方面临的难题，
• 定额货币至少能认购到固定比例的代币

• 以及人人都能够参与

如果一个单位的货币至少能够认购占总代币量为 p 的代币，那么公售总收入就不能超过 1/p。
很明显，任何固定的估值方案都无法保证普遍参与，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公售协议，确保如果每
个参与者在每次估值时具体指定期望的认购数量，那么最终代币成本与百分比的比率满足所有买
方（在估价和参与两方面都能够得到满足）。

• 2 Effective valuation

• 1 Acceptable

valuation range: if your
personal valuation
threshold is at or
above the effective
valuation threshold,
your investments will be
retained.

• 3 Withdrawal lock

1

threshold: this is a dynamically
calculated valuation according to investor’s stated bids, if
your bid’s personal valuation
threshold falls below this line,
your investments will be refunded.

Early buyers or “cornerstone”
investors: they receive a
discounted price, which rises
according to the Inflation
ramp up to the withdrawal
lock’s timing and settles at a
fixed price.

拟议公售协议包括：

• 基本步骤：在每个区块时段，买方既可认购代币，也可自发从公售中提取资金。
买方指定他们愿意参加的最
高销售估值，如果销售数量到达这一个人门槛，那么买方的出价就会被取消，同时买方会收到退款。我们增添
了对销售下限触发的出价激活的支持。

• 提取锁定：在经过一定数量的区块之后，系统将不再允许买方自发提取资金。例如，在为期 30 天的公售中，
智能合约可能会允许买方在前 20 天自发提取资金，但在最后 10 天的时间里，智能合约将仅允许自动提取资金。

• 通胀轨迹： 早期认购代币的买方将获得一定的折扣价格。最高优惠可能为 20%（如今公售典型折扣率）。该优
惠在提取锁定初期将平稳下降到 10%，
直至公售末期降至为零。

为了在 CYBEX 中实施公售合约，开发者会对一些对象进行修改，例如在本地数据结构的对象扩展中
添加具备锁定属性以及交易操作字段的资产发行。并将重新设计 vesting_balance_object/db_balance 以及钱包 API、list_balances、
claim_balances 等的逻辑。

WWW.CYBEX.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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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价格稳定货币

3.4.1 加密资产的波动性

持有任何一种资产都会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就在于其无法预见的波动性。一种资产对另一种常规
资产
（如美元等法币）
的价格波动越大，持有这种资产的风险也就越大。
如果波动性高到了一定程度，
这种资产的风险就会过大，以致于无法在日常商业活动中使用。
加密资产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资产类别，
其波动性通常比非数字资产更大。
“比特币／美元”定价的波动
性在逐渐降低，但仍保持在 5%-6%。相比之下，更传统的资产的波动性，比如“黄金／美元”定价或
“美元／欧元”汇率，则只有 0.5% 左右。
Bitcoin’s daily return volatility for the preceding 30-day window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Aug 2010

Nov 2017

减少这种波动性及风险的方法之一在于交易所要拥有价格稳定的资产，与不易波动的资产挂钩，比如
美元。这种资产可以作为一种稳定的锚定物对其他加密资产进行估价，每个单位的这种资产都可以
为人们带去可预测的回报。
我们打算让 CYBEX 持有价格稳定的资产，其中一种是一系列与比特币挂钩的稳定货币，与美元等
稳定货币等价，我们将之称为“cyb.USD”。接下来我们要描述的是价格稳定资产可能的实现方式。
关于这种货币的想法并非首创——例如，BitShares 的生态系统中就存在这种货币的交易。但是，
这个生态系统中的挂钩货币存在两种问题：
• 挂钩货币本身就波动性过大 ( 从而背离了挂钩的目的 ) ，因为它由流动性相对较低的加密资产
BTS 担保
• 挂钩货币的发行量过小，因为缺少激励
在 CYBEX 的设计中 , 挂钩货币的抵押品以比特币为基础，而比特币是一种更加主流且流动性更
高的加密资产。我们设置的利率也会向比特币持有者提供发行 cyb.USD 的激励，从而避免
BitSharess 生态系统中的问题。

WWW.CYBEX.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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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比特币作为抵押品

价格稳定资产的理念在于当它被用来与其他资产进行交易时，交易比率是固定的。例如，我们希望
确保每一个 cyb.USD 都能兑换 1 美元。
但是，由于法币在 CYBEX 等加密货币交易所中的使用仍存在法律和监管上的不明确性，我们的
cyb.USD 会被用来和更加稳定且更具流动性的加密货币进行交易，如比特币和以太坊。在本文中，
我们就以比特币作为例子来阐释。因此，每个 cyb.USD 要能够兑换价值 1 美元的比特币。在撰写
此文时，1 个比特币的交易价格约为 9080 美元，也就是说，我们希望 1 个 cyb.USD 能够兑换大约
0.00011 个比特币。
如果你希望能持续用 cyb.USD 兑换比特币，那么就需要确保有很多比特币可以用来交易。也就是
说，任何发行（出售）cyb.USD 的人都需要拥有相应数量的比特币作为抵押品。还记得吗，我们刚才
说过“比特币／美元”的价格颇不稳定，为了抵御这种不稳定性，我们要求 cyb.USD 的发行人留出
更多的比特币（比如两倍的量）来覆盖每一个 cyb.USD。举个例子，发行 1 个 cyb.USD——可兑换
0.00011 个比特币 ( 等同于 1 美元 )，就需要留出两倍多的比特币，也就是 0.00022 个 ( 相当于
2 美元 ) ，来覆盖任何可能出现的波动。

X usd worth of Bitcoin

0.5X usd worth of CYB-usd
CYBEX
CUSTOMER

CYB-USD UIA
MANAGERER

3.4.3 利润激励

拥有 cyb.USD 听上去好像很不错，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发行它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这就是利润产生的地方。就每一个被发行出来的 cyb.USD 来说，其持有者都要以一定的利率向发
行者付款。可以将它想象成向提供了这种抵押品来缓解市场波动的人支付的费用。
因为 CYBEX 是一个自由市场型的去中心化交易所，1 个 cyb.USD 不一定总是能恰好兑换价值 1
美元的比特币。当这种情况出现时，CYBEX 会调整利率，确保发行人能得到适当的激励来发行更
多或更少 cyb.USD，从而实现供求平衡。
例如，如果 cyb.USD 的需求量上升，那么 1 个 cyb.USD 将能兑换价值超过 1 美元的比特币。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增加 cyb.USD 的供应量，提高利率，使比率重新变回 1:1。反之，我们会降低利
率来减少供应量。

WWW.CYBEX.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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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C:
USD

BTC:
CYB-USD

premium is between 0 and 2%,
interest_rate = 2%
premium is between 2% and 15%,
interest_rate = premium
premium >= 15%,
interest_rate = 15%

按照我们最初的设置 , 利率将通过以下方式计算：
• b_cyb = 1 个 cyb.USD 在 CYBEX 上能兑换的比特币的数量
• b_market = 1 美元在主要交易所上能兑换的比特币的数量
• 溢价率 = (b_cyb – b_market) / b_market
• 设置利率 :
o 当 ( 溢价率 < 0) 时，利率 =0%
o 当 ( 溢价率在 0-2%) 时，利率 =2%
o 当 ( 溢价率在 2%-15%) 时，利率 = 溢价率
o 当 ( 溢价率 >= 15%) 时，利率 =15%
最初的 2％用来设置一个阈值，以触发发行人的行为——人们往往更容易理解固定的阈值，并且更
可能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我们把利率限制在 15％以内，以确保资产持有者不会因不断上升且可
能没有上限的利率感到不安。
然后这个系统会根据 CYBEX 上过去 8 小时内的平均溢价率自动计算利率，然后截屏记录这八小
时内 cyb.USD 的总持有量和总发行量。每 8 小时截屏一次，cyb.USD 持有者的 账户将被扣除利
息（即拥有的 cyb.USD 减少），而发行人的账户将收到相应数额的 cyb.USD。所有的扣款和奖励将
依据系统截图进行。

3.5 移动端用户界面

对于任何交易所来说，用户体验都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我们将设计移动端和网页界面，确保
用户能够进行交易、发行自定义新资产、接收及时信息并使用一些价格稳定资产（如 cyb.USD）进
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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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业务拓展

成功运营交易所的一个关键能力在于说服资产持有者在自己的交易所上进行交易。如上文所述，我
们在组建 CYBEX 团队前一直在运营 ICOAGE 平台，协助近 40 个来自世界各地的 ICO 项目在
中国市场上取得了成功。

以下是我们曾参与的项目的具体信息。但由于 ICO 在中国被取缔，我们已将筹得资金全部归还给
投资者。
项目名称

ICO 持续时间

InkChain
CYBEX
Starbase
Indorse
IPFS
Aeternity
Moed
Hellogold
Encryptotel
Exscudo
Adel
inchain
IEX.EC
Qtum
WeTrust
Yoyow
Bitfid
Storj
MobileGo
Tenx
Omisego
EOS
Status
Poet
Energo
Genaro
Vechain
Delphy
Primas
Tierion
Gnosis
Aragon
Creativechain
TAAS
KyberNetwork

2017/8/15 20:00 - 2017/8/16 4:00
2017/7/26 20:00 - 2017/7/26 21:00
2017/8/21 10:00 - 2017/8/21 13:00
2017/8/29 - 2017/9/3
2017/8/3 3:00 - 2017/8/5 14:00
2017/5/29 21:00 - 2017/6/9 21:00
2017/8/14 14:00 - 2017/8/14 15:00
2017/8/27 14:00 - 2017/8/28 12:00
2017/4/24 - 2017/5/31
2017/4/25 9:56 - 2017/5/8 18:42
2017/5/1 - 2017/5/31 23:59
2017/5/10 - 2017/5/11 10:00
2017/4/19 - 2017/4/20
2017/3/16 - 2017/3/21
2017/3/2 - 2017/4/12
2017/5/21 21:00 - 2017/5/26 21:00
2017/5/12 16:05-2017/5/31 17:54
2017/5/19 11:00 - 2017/5/25
2017/4/25 10:00 -2017/5/23 19:40
2017/6/24 21:00 - 2017/6/24 21:07
2017/6/24 13:00 - 2017/6/25 13:00
2017/6/25 21:00 - 2017/7/2 12:04
2017/6/20 23:30 - 2017/6/21 23:30
2017/8/8 20:00 - 2017/8/9 10:08
2017/7/25 18:00 - 2017/7/31 11:50
2017/8/15 14:00 - 2017/8/15 14:10
2017/8/12 12:00 - 2017/8/12 12:10
2017/8/16 18:00 - 2017/8/17 14:00
2017/8/7 20:00 - 2017/8/14 19:30
2017/7/27 21:00 - 2017/7/28 20:00
2017/4/24 - 2017/4/25
2017/5/17 - 2017/5/18
2017/4/30 18:21 - 2017/4/30 22:00
2017/3/27 - 2017/4/27
2017/9/15-2017/9/17

这充分体现了我们不仅能够吸引优秀的项目团队进行合作，而且能在咨询和筹款方面提供有价值
的服务。我们将把同样的资源和优势贯彻到 CYBEX 的运营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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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主流业务代币化

除了说服已有的区块链项目在CYBEX上交易自己的代币，我们还在积极同更多主流业务部门展开
合作，帮助他们实现其当前模式（通常是中心化的）的代币化和去中心化。
由于区块链生态系统仍然是一种比较新的模式，且面临着严重的技术障碍，大部分主流业务仍未开始
关注该技术的前景。我们的团队不仅仅有技术人员，还包括经验丰富的商业和投资专业人士，他们
能够利用自己的人脉和专业知识传播区块链的业务潜力，并帮助企业迈出发展的下一步。
下面是几个正在进行中的项目：

• Talent Token: 帮助艺术家轻松管理自己的IP并与自己的支持者建立联系，使对中间人的需求
最小化。
我们正在与日本最大的一家艺人经纪和音乐发布公司合作，将把20多万名歌手、漫画家及
演员等艺术家转移到CYBEX 生态系统里的去中心化模式中去。
• Adspace Token: 通过消除抽取了大部分利润的中心化平台来帮助内容创作者与广告商直接
联系。
我们正在与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合作，将其全年广告收入超过1.34亿美元的内容创作者
的全部信息转移到去中心化交易平台上，在交易完成后，广告可以动态嵌入到内容中去。
• Kickstart Token: 我们正在与日本最大的众筹平台之一合作，帮助他们开发CYBEX 的副本，
来创建一个与CYBEX兼容的众筹生态系统。
这种代币有一个托管和投票机制，以确保众筹条款在
释放资金前得到满足，所有这些工作都不需要中心化平台。
我们 CYBEX 团队认为，要使区块链变革真正发挥潜力，兑现其去中心化承诺，就必须将更多“主流”
业务部门（例如非技术人员能轻易理解的业务）纳入这个生态系统，或者将其“代币化”。
如果您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那么不难发现与我们合作的许多新业务部门本身是中心化平台。我们
需要进行大力宣传，而这些平台则需要具备显著的前瞻性与变革意愿，这样才能利用重要资源构建
去中心化生态系统，从而有效地淘汰其当前过时的业务模式。
我们还在对许多内容进行探讨，
并将继续向社区汇报我们的进展，
同时公布新代币的出现及各方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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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VELOPMENT ROADMAP
开发工作路线图

First phase volunteers test
finalizaion

2017

OCTOBER
Script of price feeding
from external exchange
for witness nod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eam engagement

Real time external market
price feeding onto chain
Atomic Swap Design Prototyping
1. API for multi-signature account
setup and permission update
2. Interactive messaging for
ZK-similar ad-hoc algorithm in
built-in side channel
3. CLTV script implementation on
Bitcoin side
4. OTC trading board embeded
into the client for atomic swap
counterparty matching

November

Second phase real time
market simulation trading
User Issued Asset
Lock-up Time for trading
and transfer implementation

December
Scripting for external
centralized exchange
gateway

Witness nodes bootstraping
deployment and test

Mobile Cybex application for
iOS or Android

January
– March
2018
In-wallet atomic swap with
other crypto-currency

Integration into Client Wallet
with multi-currency and
multi-signature support

Prototyping Hardware wallet
with fingerprint sensor to
support Cybex acount

April - June

Mass production of
hardware wa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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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CYBEX
TEAM
CYBEX团队

5.1 核心团队
龚鸣

ICOAGE ( 曾是中国最大的 ICO 平台 ) 及区块链铅笔（最大的
中文区块链媒体）的创始人。
2012 年开始致力于推动数字货
币和区块链行业的发展，翻译和撰写过大量相关资料和区块
链项目白皮书，参与著有《区块链社会》、
《区块链——新经济
蓝图》、
《数字货币》等多部著作。

YURI MILYUTIN

英国伦敦 8760 联合创始人兼市场专家。曾成功帮助以下项
目完成 ICO：Populous、AIGang、Crypto20，募集资金总额
超过 8 千万美元。曾担任 UX 顾问、乌克兰基辅 Evoplay 的增
长型黑客（Growth Hacker），以及俄罗斯莫斯科 Yandex 公
司内部项目 Holibody 的首席执行官兼产品经理。

王坚波

曾任德意志银行 ETF 和中国风险交易总监、花旗中国 ETF 与
股权衍生品高级副总裁、瑞信证券股权衍生工具投资副总裁。
熟悉全球金融市场及金融衍生品交易，深刻了解全球 ETF 交
易以及各类金融创新业务。
分别于 2003 年与 2005 年获斯坦
福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学士与硕士学位。

浦志淳

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硕士，连续创业者及战略顾问，拥有十年
以上为 100 强公司提供战略转型咨询与实施服务的经验，目前
任德勤副总监，同时也是 LinkSens (IoT 网状网络 )、医维博
( 供医生交流讨论病例的社交网络 ) 及 Master He（按摩服务
app）的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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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顾问团队
ASH HAN

Cosmos & Finector 联合创始人 , Cosmos 是一个区块链项目，其愿
景是 “区块链互联网”，Finector 是韩国一家大型区块链／ DLT 咨询公
司，其客户包括 300 多家政府机构、银行、金融机构等，还有 700 多位
个人客户。
Han 是一位天使投资人、顾问、社区组织者、作家和公众演讲
人，
对区块链经济和技术有深入理解，
自 2012 年开始投身区块链行业。

李国权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教授，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计量经济学和数学
经济学博士。
他作为亚洲 REITS 行业的先驱，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公司，
还是两家新加坡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并且是两个慈善组织的投资委员
会和理事会以及新加坡经济学会的成员。
曾担任另类资产投资管理协会
（新加坡分会）
的创始副主席。

BUDORIN DYMTRO

Hacken 的联合创始人 - 一个为白帽黑客设计的程序错误悬赏市场。
Budorin 曾是德勤审计部门的高级经理，以他的审计大数据大数据
SAP 解决方案获取了德勤的独立国家联合体 (CIS) 审计挑战竞赛。在
乌克兰政府 2014 年的大规模改革后，Budorin 成为了乌克兰军工与国
防行业内的一位领先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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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ISKS
风险提示

加密资产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资产类别，并具有相当大的投资风险。潜在投资者需充分了解这些风
险，并根据各自的风险承受水平进行投资。
以下条款中，根据新加坡法律注册成立的 Cybex System Pte. Ltd. 被称为 “出售方”。投资 CYB
的个人或机构被称为“买方”。
a) 信息披露不完备的风险
截至本白皮书发布之日，CYBEX 仍处于开发阶段，其哲学理念、共识机制、算法、代码等技术规范
和参数可能会经常且不断更新与变更。尽管本白皮书包含 CYBEX 的特定信息，但其并不绝对完
整，且出售方可能会根据特定目的不时对这些信息作出调整与更新。出售方无法，也无义务随时告
知参与者 CYBEX 开发中的每个细节（包括其进度和预期里程碑，无论是否推迟），因此并不必然会
让参与者及时且充分地获悉 Cybex 开发中不时产生的信息。信息披露的不充分是不可避免且合乎
情理的。
b) 监管风险
加密代币正在被或可能被各个不同国家的监管机构所监管。出售方可能会不时收到来自于一个或
多个监管的询问、通知、警告、命令或裁定，甚至可能被勒令暂停或终止任何与本次公开售卖、
Cybex 开发或 CYB 相关的行动。Cybex 的开发、营销、宣传或其他方面以及本次公开售卖均可能
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阻碍或被终结。由于监管政策随时可能变化，任何国家之中现有的对于
Cybex 或本次公开售卖的监管许可或容忍可能只是暂时的。在各个不同国家，CYB 可能随时被定
义为虚拟商品、数字资产或甚至是证券或货币，因此在某些国家之中按当地监管要求，CYB 可能被
禁止交易或持有。
c) 密码学加速发展的风险
密码学正在不断演化，其无法保证任何时候绝对的安全性。密码学的进步（例如密码破解）或者技术
进步（例如量子计算机的发明 / 改良）可能给基于密码学的系统（包括 CYBEX）带来危险。这可能
导致任何人持有的 CYB 被盗、失窃、消失、毁灭或贬值。在合理范围内，项目方将自我准备采取预
防或补救措施，升级 CYBEX 的底层协议以应对密码学的任何进步，以及在适当的情况下纳入新的
合理安全措施。密码学和安全创新的未来是无法预见的，项目方将和 CYBEX 社区其他成员一起尝
试适应密码学和安全领域的不断变化。
d) 项目失败或中止的风险
CYBEX 仍在开发阶段，而非已准备推出的成品。由于 CYBEX 系统的技术复杂性，出售方可能不
时会面临无法预测和 / 或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CYBEX 的开发可能会由于任何原因而在任何时
候失败或中止（例如由于缺乏资金）。开发失败或中止将导致 CYB 代币无法交付给本次公开售卖
的任何参与者。
e) 众筹收入被盗的风险
可能会有人企图盗窃出售方所收到的众筹资金（包括已转换成法币的部分）。该等盗窃或盗窃企图
可能会影响出售方为 Cybex 开发提供资金的能力。尽管出售方将会采取最尖端的技术方案保护众
筹资金的安全，某些网络盗窃仍很难被彻底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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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源代码漏洞风险
无人能保证 CYBEX 的源代码完全无瑕疵。代码可能有某些瑕疵、错误、缺陷和漏洞，这可能使得用
户无法使用特定功能、暴露用户的信息或产生其他问题。
如果确有此类瑕疵，将损害 CYBEX 的可
用性、稳定性和 / 或安全性，并因此对 CYB 的价值造成负面影响。开放源代码以透明为根本，以促
进源自于社区的对代码的鉴定和问题解决。出售方将与 CYBEX 社区紧密合作，今后持续改进、优
化和完善 CYBEX 的源代码。
g) 无准入许可、
去中心化自治账本的风险
在当代区块链项目中，有三种流行的分布式账本种类，即：无准入许可的账本、联盟型账本和私有
账本。Cybex 底层的分布式账本是无准入许可的，这意味着它可被所有人自由访问和使用，而不受
准入限制。尽管 Cybex 初始时是由出售方所开发，但它并非由出售方所有拥有、运营或控制。自发
形成的 Cybex 社区是完全开放、去中心化且无准入门槛即可加入的，其由全球范围内的用户、粉
丝、开发者、CYB 持有人和其他参与者组成，这些人大都与出售方无任何关系。就 Cybex 的维护、
治理乃至进化而言，该社区将是去中心化且自治的。而出售方仅仅是社区内与其他人地位平等的一
个活跃成员而已，并无至高无上或专断性的权力，不考虑其之前曾对 Cybex 的诞生做出的努力和
贡献。因此，Cybex 在启动之后，其如何治理乃至进化将不受到出售方的支配。
h) 源代码升级风险
Cybex 的源代码是开源的且可能被 Cybex 社区任何成员不时升级、修正、修改或更改。任何人均
无法预料或保证某项升级、修正、修改或更改的准确结果。因此，任何升级、修正、修改或更改可能导
致无法预料或非预期的结果，从而对 Cybex 的运行或 CYB 的价值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i) 安全漏洞风险
Cybex 区块链基于开源软件并且是无准入许可的分布式账本。尽管出售方努力维护 Cybex 系统
安全，任何人均有可能故意或无意地将弱点或缺陷带入 Cybex 的核心基础设施要素之中，对这些
弱点或缺陷出售方可能恰好无法通过其采用的安全措施预防或弥补。这可能最终导致参与者的
CYB 或其他数字代币丢失。
j)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Cybex 被设计为公开且无准入许可的账本。因此，Cybex 可能会不时遭受“分布式拒绝服务”的网
络攻击。这种攻击将使 Cybex 系统遭受负面影响、停滞或瘫痪，并因此导致在此之上的交易被延迟
写入或记入 Cybex 区块链的区块之中，或甚至暂时无法执行。
k) 节点处理能力不足的风险
Cybex 的快速发展将伴随着交易量的陡增及对处理能力的需求。若处理能力的需求超过 Cybex
区块链网络内届时节点所能提供的负载，则 Cybex 网络可能会瘫痪和 / 或停滞，且可能会产生诸
如“双重花费”的欺诈或虚假交易。在最坏情况下，任何人持有的 CYB 可能会丢失，Cybex 区块链
回滚或甚至硬分叉可能会被触发。这些事件的后果将损害 Cybex 的可使用性、稳定性和安全性以
及 CYB 的价值。
l) CYB 代币未经授权被认领的风险
任何通过解密或破解 CYB 购买者的密码而获得购买者注册邮箱或注册账号访问权限的人士，将
能够恶意认领在本次公开售卖中所购买的 CYB。据此，购买者在本次公开售卖中所购买的 CYB 可
能会被错误发送至通过购买者注册邮箱或注册账号认领 CYB 的任何人士，而这种发送是不可撤
销、不可逆转的。每一购买者应当采取诸如以下的措施妥善维护其注册邮箱或注册账号的安全性：
(i) 使用高安全性密码；(ii) 不打开或回复任何欺诈邮件；以及 (iii) 严格保密其机密或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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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YB 钱包私钥丢失风险
若丢失或损毁了存取 CYB 所必需的私钥，这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只有通过本地或在线 CYB 钱包
来占有相关的独一无二公钥和私钥，才可以操控 CYB。每一购买者应当妥善保管其 CYB 钱包的私
钥。若 CYB 购买者的该等私钥丢失、遗失、泄露、毁损或被危及到，出售方或任何其他人士均无法
帮助购买者存取或取回相关 CYB。
n) 系统分叉风险
Cybex 是一个由出售方发起并由社区提供支持的开源项目。尽管出售方在 Cybex 社区中具有影
响力，但是其并不也无法独断 Cybex 的开发、营销、运行或其他。任何人士均可以开发 Cybex 代
码的补丁或升级，而无需获得任何其他人士的授权。一旦部分的 Cybex 区块链上验证者接受
Cybex 的补丁或升级，这可能导致 Cybex 区块链“分叉”，由此将会出现两条分叉的网络，直至分
叉的区块链合并或者其中某一条终止出块（这两种情况可能永不会发生）。Cybex 区块链由于分叉
而产生的每一分支均将有其自己的加密代币。因此，在两条分叉的分支上会分别存在拥有几乎相同
技术特征和功能的 CYB。Cybex 社区可能分裂成两批，分别支持两条分支。此外，分叉出的
Cybex 区块链分支在理论上可以进一步无限次分叉。分叉区块链的暂时性或永久性存在可能对
Cybex 运行及 CYB 的价值造成不利影响。在最坏情况下，可能摧毁 Cybex 系统的可持续性。尽
管 Cybex 区块链上的该等分叉有可能经社区牵头努力后将两条分支合并而解决，但并不能保证成
功且可能耗时很久。
o) 代币通胀的风险
取决于 Cybex 发布时的具体底层协议，CYB 总量可能随时间略有增加，且可能会由于采纳了
Cybex 源代码的补丁或升级而进一步增加。由此产生的 CYB 供应量通胀可能导致市场价格下跌，
从而 CYB 持有者可能遭受经济损失。CYB 购买者或持有者并不能被保证会由于 CYB 通胀而获
得某种形式的赔偿或补偿。
p) 平台合并的风险
技术角度而言，在特定情形下，为实现协同效应或基于其他有价值的对价，Cybex 可能与其他区块
链项目合并。这种形式的合并可能导致 Cybex 区块链被放弃或废弃，以换取新创建的其他区块链
上一定数量的加密代币。该等新的加密代币将按一定兑换率分配并派发给合并前的 CYB 持有者。
在特定估值模型下 CYB 持有者可能在该等合并中获得的补偿不足。
q) 应用缺少关注度的风险
CYB 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Cybex 平台的普及度。Cybex 并不预期在发行后的很短时间内就
广受欢迎、盛行或被普遍使用。在最坏情况下，Cybex 甚至可能被长期边缘化，仅吸引很小一批使
用者。相比之下，很大一部 CYB 需求可能具有投机性质。缺乏用户可能导致 CYB 市场价格波动增
大从而影响 Cybex 的长期发展。出现这种价格波动时，出售方不会（也没有责任）稳定或影响 CYB
的市场价格。
r) 流动性不足风险
CYB 既不是任何个人、实体、中央银行或国家、超国家或准国家组织发行的货币，也没有任何硬资
产或其他信用所支持。CYB 在市场上的流通和交易并不是出售方的职责或追求。CYB 的交易仅基
于相关市场参与者对其价值达成的共识。任何人士均无义务从 CYB 持有者处兑换或购买任何
CYB，也没有任何人士能够在任何程度上保证任何时刻 CYB 的流通性或市场价格。CYB 持有者
若要转让 CYB，该 CYB 持有者需寻找一名或多名有意按约定价格购买的买家。
该过程可能花费甚巨、
耗时长并且最终可能并不成功。此外，可能没有加密代币交易所或其他市场上线 CYB 供公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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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代币价格波动风险
若在公开市场上交易，
加密代币通常价格波动剧烈。
短期内价格震荡经常发生，
该价格可能以比特币、
以太币、美元或其他法币计价。这种价格波动可能由于市场力量（包括投机买卖）、监管政策变化、技
术革新、交易所的可获得性以及其他客观因素造成，这种波动也反映了供需平衡的变化。无论是否
存在 CYB 交易的二级市场，出售方对任何二级市场的 CYB 交易不承担责任。因此，出售方没有义
务稳定 CYB 的价格波动，且对此也并不关心。
CYB 交易价格所涉风险需由 CYB 交易者自行承担。
t) 竞争风险
Cybex 的底层协议是基于开源电脑软件，没有任何人士主张对该源代码的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权
利。
因此，任何人均可合法拷贝、复制、重制、设计、修改、升级、改进、重新编码、重新编程或以其他方
式利用 Cybex 的源代码和 / 或底层协议，以试图开发具有竞争性的协议、软件、系统、虚拟平台或
虚拟机从而与 Cybex 竞争，或甚至赶超或取代 Cybex。出售方对此无法控制。此外，已经存在并且
还将会有许多竞争性的以区块链为基础的平台（例如 BitSharess）与 Cybex 产生竞争关系。出售
方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能消除、防止、限制或降低这种旨在与 Cybex 竞争或取代 Cybex 的竞争
性努力。
u) 第三方开发者风险
Cybex 将提供一个开放平台适用于第三方（尤其是 Cybex 社区成员）开发的任何类型的分布式应
用和智能合约程序。所有这些应用和智能合约程序可以被接入或建立在 Cybex 区块链上而不受限
于审查制度、限制、控制、资格预审或准入要求。出售方既不意图也无法担当审查员在任何程度上对
任何将要在 Cybex 系统上开发或与之相关的程序进行审核。因此，在特定司法管辖区域被禁止或
限制的程序，如涉及赌博、投注、彩票、乐透、色情等等的程序，可能利用 Cybex 区块链的无准入要
求来开发、促进、营销或运营。特定司法管辖区域的监管当局可能对特定程序或甚至其开发者或用
户采取相应行政或司法措施。任何政府当局的处罚、惩罚、制裁、镇压或其他监管措施，或多或少会
惊吓或威慑到既有或潜在 Cybex 用户使用 Cybex 系统并持有 CYB，从而对 Cybex 的前景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v) 平台迁移风险
Cybex 初始时将有一条独立的底层区块链作为其自有账本。然后 Cybex 今后可能迁移去其他一
个或多个分布式平台，只要该等平台对 Cybex 上执行的交易更高效、更有价值或更适合。若发生该
等迁移，所有届时存在的 CYB 将能被转换成迁移后的 Cybex 上新的内置加密代币，其具有类似
或同等技术规格和功能。Cybex 在迁移前使用的原区块链将因此渐渐消亡。
w) 其他加密资产的风险
Cybex 中将会创建或生产并流通着各种加密资产。这些加密资产中一部分可能是由特定人士发行
的，发行人将对持有人负有特定承诺或义务。其他一些加密资产可能是由 Cybex 内的智能合约创
建的。这些加密资产都不会带有和 CYB 一样或类似的功能。这些加密资产既不是出售方所出售或
提供的，出售方也不会对它们负责，除非出售方另有特别说明。

WWW.CYBEX.IO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