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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免责声明
本白皮书旨在向所有代币购买者拟议一切关于 Electrominer 电子挖矿项目中所涵盖的技术
。 这些信息并不用为构成合同关系。 其唯一目的是提供全面的分析，以便潜在投资者可
以自行决定是否购买 Electrominer 代币（ELM）。
本白皮书中包含的声明，估计和财务信息仅构成预测（预测）的声明或信息。此类预测涉
及已知和未知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这些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实际事件或结果与估计
或此类前瞻性表述中暗示或表达的结果存在重大差异。此英文白皮书是关于 Electrominer
代币发布的主要官方信息来源。此处的信息可能会不时翻译成其他语言，或用于现有和潜
在客户的书面或口头交流。在翻译或通信的过程中，某些信息可能会丢失，歪曲/错误翻
译。
在翻译中错误信息的诠释无法被保证。 如果这些翻译文本和沟通出现冲突或不一致之处
，本英文白皮书的条款将作为原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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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引入了各种独特的数字资产，为人类创造了无数的机会。 今天，这些
数字资产能被安全地存储，也可以以更快更便宜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开采加密货币 - 所
有这一切都在分散的网络上进行。 大量数字货币用户通过开展挖掘过程发现并加入了密
码世界。 现在，加密技术已经成为企业家和投资者而不是个人兴趣的领域。 然而电费上
涨，有限的住宅面积以及缺乏工程技能可能会使采矿过程出现问题，并使挖矿发烧友利润
下降。 加密货币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保持环境友好，因为大多数采矿设施都由化石燃料
发电厂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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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景
2.1. 市场概况
随着区块链技术变得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准备好从基于法定货币的金融系统转
向基于区块链上。 自 2017 年 1 月以来，截至 2018 年 5 月，加密电子货币市场总额已从 18B
美元增加到超过 450B 美元。（见图 1）

图 1：总市值1

许多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由用于完成挖掘过程的 PoW（工作证明）算法支持，这是交易
验证和生成新代币的方式。 这意味加密货币市场需要着大量的计算能力，能源资源以及
遍布全球的数百万个集成电路。 这个过程代表了区块链效率和安全性的基本机制。
Electrominer 是由绿色能源生产，建筑和信息技术行业专业人士开发的一个加密货币项
目。 该项目旨在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开采加密货币。

1

https://coinmarketcap.com/co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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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挖掘加密货币的全球性问题
2.2.1. 高电供需求
无论采矿工作需耗费多少电力，电供需求仍会增加，因为矿工必须投入更多的电量才能获
得相同（甚至更低）的回报，。 与此同时，加密货币经济的动荡性使得比特币与其他所
有加密货币一起上升到新的纪录高位。
尽管比特币区块的奖励在 2016 年减少了一半，但电力消费量仍从 2017 年 5 月的约 11.5 太瓦
时小幅增长到 2018 年 5 月的 65 太瓦小时。比特币网络目前每天处理的交易数量高达
300,000 次， 单笔交易相当于近 850 千瓦小时。 考虑到下一次的奖励减半将发生在 2020 年
半，比特币挖掘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变得更可持续。

图 2：2013-2017 年全球用电量与比特币价格的比较2

2

https://digiconomist.net/bitcoin-electricity-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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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碳足迹

截至目前，每笔个人比特币交易每天消耗的能源量足以为大约 29 家美国家庭提供一天的
电力3。显然的，促进这些交易所需的大量能源只会继续增长。 2018 年初，比特币的碳足
迹相等与 100 万跨大西洋航班产生的二氧化碳量4。最近的估计更显示，挖矿每年消耗近
70 太瓦时，这比全世界近 160 个国家每年消耗的能量更多5。
随着比特币网络每天处理大约 30 万笔交易或每小时 12,500 笔交易，这意味着每笔交易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 400 千克6。Electrominer 估计每小时产生 3 比特币（250,000 美元/
3,500 美元/ 24 小时），每枚代币的挖掘可产生 8 至 13 吨二氧化碳。
替代能源的使用使我们能够将电力成本降低高达 100％。 这是通过利用太阳能电池板作为
能源，使我们能够减少碳排放量，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零。 尽管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各
个社区有不同意见，但我们坚信，全球变暖已经存在，并对我们生活的环境造成破坏性影
响。通过使用太阳能电池板为采矿过程提供动力，我们的目标是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2.3. 与加密货币矿工有关的问题
- 电费
- 截至 2018 年 5 月，比特币矿工可能将高达 48％
7

的采矿奖励来支付电费，这对他们的利润率有

重大影响。 传统能源的高成本和设备的有限住

Power expenses

45%

宅空间使得开采过程更加困难。根据关于比特
币开采盈利能力的计算（截至 2018 年 5 月 7 日

Net profit

55%
图 4：电费

https://digiconomist.net/bitcoin-energy-consumpti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8/jan/17/bitcoin-electricity-usage-huge-climate-cryptocurrency
5
https://powercompare.co.uk/bitcoin/
6
https://digiconomist.net/bitcoin-energy-consumption
7
这是使用美国的平均住宅电力成本计算的，使用最新的统计数据，即每千瓦时 13.30 美分。在 5 月 7 日使用
3
4

WhatToMine 计算，它显示总比特币开采价值为 8.38 美元，而净额为 4.01 美元 https://bit.ly/2FU89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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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成本几乎占平均矿工利润的一半（通过使用美国每千瓦时的平均零售电力
成本计算）。

- 网络哈希率增长和代币价格的波动
加密货币经济的动荡本质是矿工在确定盈利能力时必须考虑的另一个变量。 去年 12 月，
比特币创下近 2 万美元的历史新高，却在 2 月 5 日下跌近 40％8 。影响平均矿工利润率的
另一个因素是每个代币算法的不断增长的哈希率，无论加密货币经济如何发展，这可能会
极大地影响利润和成本效益。
这意味着矿工们必须习惯性地升级他们的设备以跟上各种代币运算不断增加的难度。 大
多数发烧友矿工使用由图形卡驱动的采矿钻机，由于近期加密繁荣期间的需求，其价格大
幅上涨。
在电力和设备成本上升的趋势，由于采矿难度不可避免地增加，矿工一直面临着开支超过
净收益的风险。 Electrominer 寻求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为更具弹性的设备供电来解决这些
问题，从而降低运营成本以维持盈利能力。

- 硬件购买和维护
在哈希算法方面，可获取的加密代币彼此大不相同。 在加密挖掘的初期，CPU 和 GPU 过
去对每种挖掘算法都是有利可图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处理器制造商已经开发出专门用
于挖掘加密货币的新硬件。 专用集成电路（ASIC）通常只支持一种算法，但功耗更高，并
且具有数十甚至数百个视频卡的挖掘能力。 由于 ASIC 具有出众的处理能力，ASIC 可开发
代币的网络散列率可以看到显着增加，导致 CPU / GPU 挖掘变得更加困难并且财务回报减
少。 然而，由于不是每种算法都是 ASIC 兼容的，所以一些代币仍然可以用 GPU 开采并获
取适度的经济收益。

8

这是根据 Coinbase 对 12 月 17 日比特币历史最高价格（19,205 美元）和 2 月 5 日价格（7,209 美元）四舍五入

至最高美元金额计算得出的。 这导致价值贬值 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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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C 采矿硬件不断迅速地发展。 2013 年，比特币 ASIC Antminer S1 发布，具有 186 GH / s（千
兆赫秒/秒）和 0.5GH 每瓦的功率效率。 而最新的 S9 版本具有 13TH / s（13000 GH / s），功
率效率为 10GH 每瓦，比 S1 强 70 倍，功率效率高出 20 倍。
即使矿工有资金购买最新的设备，他们仍然面临许多障碍，包括延误的运输和可用性，即
使他们预先订购，从欺诈性供应商处采购的风险，以及涉及技术专业知识的物流，以确保
一切平稳运行。
采矿硬件通常会在不久之后会过时，这对于每 1 - 2 年被迫投资升级其设备的矿工来说都非
常不利。 相比于被迫将电力成本与潜在利润相关的因素，Electrominer 的零电力成本策略
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利用可再生能源进行开采，这种可再生能源可将采矿效益延长四年。

- 云端挖掘问题
云采矿服务通常提供平均 24 个月的长期采矿合同。 加密货币市场众所周知是高度不可预
测的，使得两年合约对矿工非常不利，理由很多。 例如，自 2017 年夏季以来，基于 x11 算
法的硬币 Dash 的哈希率在年底前从平均值约 40 TH / s 急剧增加至超过 2 PH / s; 增加了 60
多倍。
这一增长是由 Bitmain 的 X11 ASIC 矿工的发布引发的，该矿商的销售量非常大，以致 X11 的
买家在前几个月看到了投资的负面回报。 出于同样的原因，购买两年的 Dash 采矿合同也
可能成为不公平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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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介绍
3.1. 摘要
Electrominer 目前正在开发一个突破性的，尖端的加密货币云端挖掘平台，该平台由位于
南加州的便携式太阳能区块链数据中心单元提供支持。 Electrominer 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消
除采矿世界当前面临的无数技术问题，以及为成本和能源效率低下的密码挖掘方法提供长
期解决方案。
Electrominer 通过利用再生能源维持其自供电采矿平台，彻底改变了采矿业。这完全是通
过开发最先进的太阳能电池板领域作为我们采矿设备的主要能源，以及采购其他当地可用
的绿色能源，包括地热和风能。代币持有者可以根据他们持有的 Electrominer 代币
（ELM）的数量以及其在 Electrominer 云端挖掘平台上的会员资格，共享采矿平台的总计
算能力。每个代币的保证可用计算容量将按比例增长，以匹配我们设施不断增长的散列能
力的数量。加密矿工将不再放弃昂贵的电费或投资于专业采矿设备，其散列能力永远不会
增加，只会不可避免地过时。 Electrominer 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世界各地的矿工创建一个
在线社区，并分享自给自足采矿平台的好处。

再生清洁能源发电
Electrominer 正在建设自己的太阳能发电厂，以最
大限度地减少电力费用，并减少今日矿业经济对环
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自供电区块链移动数据中心
Electrominer 移动数据中心设备安装在可随时随地
运输的便携式集装箱中。

易于使用和有效的云端采矿平台
Electrominer 的云采矿平台是一个 Web 门户，用
户可以租用我们强大的散列功能来挖掘各种代币，
跟踪采矿过程的状态并获得 Electrominer 团队的
支持。 该平台可供新用户使用，并且会被有经验
的矿工更有效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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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lectrominer 的特征
- 无限制的条款，灵活的条件
购买昂贵的长期云端采矿合同是一项严肃的决定，需要广泛的加密货币市场研究并仔细评
估与代币挖掘投资相关的风险。 我们相信，我们无限制的，灵活的，可调整的合约可以
增加可用散列能力的份额，从而将加密货币挖掘带入财务稳定的全新水平。
Electrominer 代币的所有权代表了 Electrominer 云端采矿平台上散列权的份额。 这为用户提
供了实时控制其持有量，选择低至 1 小时的采矿合同的机会以及随时取消任何合同的自
由。 用户还可以通过多种算法在多个代币之间分散来管理散列能力。 可用散列容量的大
小取决于每个用户持有的 Electrominer 代币的数量。

图 5：Electrominer 平台的图像
***注意：所有图片仅供参考。 Electrominer 云端采矿平台仍在开发中，这些图像中显示的数字并不代表确切的

数字或价格。 该网站的设计和工具范围可能会发生变化。

- 保证采矿能力和浮动乘数
每个用户的挖掘能力可能有所不同，取决于在线用户数量和每个用户持有的代币数量。
但是，它永远不会低于保证的采矿能力。.
每个用户有权获得的份额数量被定义为保证挖掘能力，这由每个用户持有的每个代币来表
示。 因此，如果用户持有 1,000,000 令代币，而总令牌供应量为 100,000,000，那么他们的
保证采矿能力是 Electrominer 总采矿能力的 1％。
12

除了保证采矿能力外，Electrominer 平台还将增加浮动乘数来补充每个用户的保证能力。
这使用户能够共享未使用的挖掘能力，这是基于平台的当前负载并分散在所有活动用户之
间。
例如，目前只有 70％的用户使用 Electrominer 保证的散列率。 剩余的 30％将作为额外的可
供租赁采矿能力在采矿用户之间自动分配，这是以保证能力乘数表示的。
由于 Electrominer 团队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其采矿资源，因此随着我们的散列能力的
增加，每个代币的保证采矿能力数量将成比例增长。

- 低费用
Electrominer 为加密采矿业引入了无与伦比的革命性特征，例如零电供成本策略和零排放
政策。 我们投资太阳能电池板为我们的采矿设施提供动力并降低电力成本将最大化我们
用户的采矿利润。 它还使我们能够为区块链未来的环境解决方案的开发做出贡献。

- 可持续的设施
利用可再生能源使 Electrominer 处于最终使加密采矿更加环保的独特地位。由于运输集装
箱具有成本效益，便携性和完全可回收的特点，因此 Electrominer 已选择将它们用于安装
我们的数据中心单元。
加密货币的创建带来了一个创新的分散化货币市场，并
建立了围绕采矿的整个行业，但我们相信加密世界的所
有方面都应该具有环保意识。 Electrominer 的目标是通过
利用替代能源为其高效采矿设施提供动力来实现这一目
标。在此过程中，Electrominer 的目标是激励新老科技公
司投资创造一个更清洁，更绿的星球。
Electrominer 将通过使用替代能源执行我们的零电源成本
策略来实现加密货币云挖掘目前的状态，并实现我们独
特的愿景。区块链技术改变了世界，但用于获得可开采
代币奖励的方法已经损害了我们的星球。我们相信，持
13

续挖掘虚拟货币的能力将继续改变我们使用全球资源的方式，并进一步提升区块链技术的
可能性。

4. 技术和解决方案
4.1 区块链和太阳能产业的未来
4.1.1. 太阳能发电
区块链技术已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并将导致互联网演进的代际转变，但它需要大量
的计算能力才能成功运行。
除了最近的加密货币繁荣之外，当太阳能行业经历了自己的历史新高时，还有一次大幅上
升。 目前光伏（PV）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是经济的，并且使得太阳能供电企业能够蓬勃
发展，加州政府通过提供税收优惠来激励当地企业家使用太阳能。 图 8 显示 2013 年至 2017
年太阳能电池板定价的下降趋势。
我们的目标之一是帮助不断发展的行业保持环保。选择放置太阳能电站的地点是重要的一
步，因为选择太阳能发电设备充分发挥潜力的场所至关重要。 南加利福尼亚州帝国县是
世界上建造太阳能电站最理想的地点之一，因为它每年有超过 300 天的晴天。
U.S. photovoltaic module prices per w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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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美国光伏组件每瓦价格9

9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16791/price-for-photovoltaic-cells-and-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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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miner 正在建设我们自己的清洁能源电厂，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电力费用，并将在夜
间利用地热能源。
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在太阳能短缺或其他意外停电的情况下拥有后备能源储备。 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我们将使用电网和现场柴油发电机为我们的设备供电，作为应急计划。

4.1.2.

零电供成本策略

替代能源比以往更加实惠，但太阳能发电仍面临电力储存挑战。
截至目前，唯一经济实惠的采矿解决方案是从替代能源电网购买电力，因为电力储存技术
尚未发展到足以满足工业密集需求的需求。 Electrominer 的零电力成本策略是由我们的团
队构思的，目的是以可持续发展为驱动力，使用任何和所有必要手段实现最大功率独立性
愿景。 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将在夜间从替代能源电网购买电力，以保持我们使命的完整
性。
Electrominer 将建设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厂，随着时间推移扩大我们的采矿设施，并使
用除太阳能之外的其他绿色能源来维持可持续性。

4.1.3. 地点
Electrominer 已经开始对县
120 英亩土地进行尽职调查，
以开发和推出我们的自动加

保留

密电子货币采矿生态系统。

供未来

Electrominer 已选择将我们的

自供电

设施安置在索尔顿海研究
区。 这个广阔的地区拥有超
过 815,000 英亩的土地，坡度

发展
代币销售
期间
25％

在 5％以下，有可能生产 103
千兆瓦的光伏发电。 在这个
地区内，有 14405 英亩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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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于可达到 138 至 230 千伏输电线路的 1 英里范围内，理论上可容纳 1.8 吉瓦的光伏，这
是对 2030 年可能开发的资源的保守估计。虽然理论总功率容量相当可观。由于靠近输电
线路，土地使用权，融资和公用设施需求等因素，可开发潜力显着减小。
索尔顿海研究区有超过 770,000 英亩的坡度，坡度小于 3％，可能产生 77 千兆瓦的聚光太
阳能。 该地区有 13,147 英亩的地区位于距离 138 至 230 千伏输电线路 1 英里之内，该输电
线路可利用 1.3 千兆瓦的集中太阳能。 由于太阳能资源的强劲和相对较低的坡度限制，索
尔顿海研究区的太阳能项目具有非常高的技术潜力。
太阳能集中发展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例如其高度的经济竞争力和对禽类死亡率的潜在
影响。 CSP 技术的能力差异很大，范围在 25％到 49％之间10

4.2 区块链移动数据中心
Electrominer 移动数据中心装置由 Electrominer 团队的优秀成员从头设计，其中包括拥有数
十年设计，施工和项目开发服务经验的专业建筑师和 IT 工程师。
Electrominer 移动数据中心单元安装在运输容器中，便于运输。 一台机组的最大功率负荷
约为 165 千瓦/小时，包括采矿硬件，冷却系统，控制系统和安全系统。 每个单元将利用
远程控制的软件监控所有设备的状态。

图 10：初步数据中心设计

10

https://www.nrel.gov/docs/fy16osti/6496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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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数据中心单元通常配备专门设计的空气冷却系统来解决过热问题。液体冷却方法相当
高效，但仍需要大量电力 - 高达每个数据中心单元总功率的 30％。电风扇移动数据中心将
采用智能风扇冷却技术进行冷却，该技术相对而言效率更高，仅占总可用功率的 10％。
Electrominer 还将双级液体冷却系统视为恶劣天气条件下数据中心智能冷却系统的替代方
案。为了防止未经授权的物理访问，数据中心将配备数字多级访问控制，只允许授权工程
师访问。

图 11：初步数据中心计划

4.3 云端采矿平台
Electrominer 云端采矿平台是一个门户网站，用户可以租用我们强大的散列功能来挖掘各
种代币，跟踪采矿过程的状态，并在需要时从 Electrominer 团队获得支持。尽管密码挖掘
引起了新的兴趣，但我们相信密码社区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分享挖掘的回报，无论他们是新
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我们的目标是使采矿过程更加简单，利润更高，费用更低。
-怎么操作
使用 Electrominer 云采矿平台将是一次令人兴奋的体验。 采矿过程得到简化，可以通过以
下步骤完成：
1. 购买代币
由于持有 Electrominer 代币（ELM）是访问采矿平台的必备条件，因此您需要在其验证过
的 Ethereum 钱包中持有 Electrominer 代币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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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购买会员状态
要开始下达采矿订单，您需要按照所有成员持有的 ELM 总金额的 1％的比例，订阅每年一
次性的 Electrominer 会员。
3. 补充您的采矿余额
为了租用哈希算率，用户需要在持有 ELM 代币。
4. 选择您要挖取得代币
用户将被提供各种可挖取代币的选择。 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提供有关每个可开采代币的
有用数据，包括每个代币的一般信息（技术规格，网站/公告/资源管理器链接）以及按小
时，天和周计算的利润估算值。
5. 下订单
在评估可开采代币的盈利能力并作出决定后，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通过设置剔除率限制和
ELM 花费在订单上开始开采。
6. 获得奖励
已开采的硬币将直接转移到您的钱包 - 您设置了钱包地址，我们发送了利润！

购买代币

兑换会员资格状

存款余额

采矿订单

获得奖励

- Electrominer 网站和应用程序设计
当涉及设计用户界面时，我们的目标是让对于新用户的所有内容都变得直观和简单，并为
经验丰富的矿工提高效率。 Electrominer 的云端采矿平台和我们的移动应用程序的创建旨
在为我们用户的资金提供最高级别的安全性。但是，我们不创建存储用户加密货币的钱
包。 此外，Electrominer 团队将开发移动应用程序，以便用户跟踪其采矿过程的状态并提
取资金并接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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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初步的 Web 平台设计

5 会员状态
用户将有可能使用该门户网站来挖掘并从租用算率中获取矿产价值收入。Electrominer 会
自动将所获挖取得代币直接转移到用户的钱包。Electrominer 会员是以太坊为基础的 ERC20
智能合约，代表 Electrominer 可供出租的保证份额。 Electrominer 云端挖矿平台的会员资格
状态是获取采矿能力的先决条件。 可以在第一台 Electrominer 数据中心运行后的任何时候
通过我们采矿平台上的用户账户购买。 要创建一个帐户，用户需要提供他们的用户名和
电子邮件地址以及 Electrominer 建立的其他要求。
在收到任何数量超过 2,000 美元（两千美元）的代币之前，需要完成反洗钱（AML）和了
解您的客户（KYC）筛选程序，这将完全由 Electrominer 确定。 市场上有很多云挖掘提供
商，提供着广泛的服务。不幸的是，很多这些供应商竟然是骗局。我们分析了几家已知和
可持续供应商的价格，并确定了 Electrominer 在市场中的作用。 下图反映了 Electrominer
在市场上的地位，涵盖了最流行的算法。

SHA-256

SCRYPT

X11

ETHASH

13：Electrominer 和竞争对手哈希价格的比较
***注意：有关最受欢迎的云采矿提供商的定价信息取自他们的网站，并反映了包含所有费用的两年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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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展和路线图
Electrominer 已完成投资初期阶段的初始资本融资阶段，以建立初始采矿能力。 团队和董
事会成员的所有执行成员都投入了个人资金来建立采矿设施和公司。 Electrominer 管理团
队不打算在矿业和会员收入的前五年内清算任何加密货币。 它强调 Electrominer 的商业模
式和对 Electrominer 品牌长期成功的承诺。
该公司的管理层打算利用剩余的启动资金为进一步发展和挖掘机会。
至于未来费用，可能包括无需完整性 - 安全和财务审计费用，法律，监管和其他顾问费
用，人才保留，收购，未来专利注册，系统许可和营销费用。

-

路线图

图 14：Electrominer 的路线图

- 发展摘要
地点:

采矿能力:

开发成本:

加利福尼亚州，美国

7.5 兆瓦

$50,000,000

土地面积:

太阳能发电:

软/硬成本:

120 英亩

7.5 兆瓦

10% / 90%

移动数据中心:

员工 / 工作:

开发阶段:

56 台

19 / 40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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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lectrominer 代币销售
7.1 代币供应
固定总供应量为 100,000,000（1 亿美元）的 Electrominer 代币，出售只有那些尚未兑换，现
在在平台上的会员。 Electrominer 代币会员资格以整体出售，没有最低限制。 用户的
Electrominer 代币（ETH）钱包余额将显示为 Electrominer 用户帐户仪表板。 该钱包将使会
员能够升级其会员资格，向当前与会员帐户相关的 ETH 地址发送额外的 Electrominer 代
币，或会员选择希望存储其 Electrominer 代币在不同的 ETH 地址。

7.2 代币销售计划
ITO（首次代币发行）的目标是筹集 5000 万美元的资金，启动 7.5 兆瓦采矿设施，并通过
自己的可再生能源为其提供动力。这笔资金将用于建立太阳能发电厂，购买多样化的采矿
硬件并将其安装到移动数据中心。资金也将包括网络平台的开发，这将使会员能够轻松获
得他们的散列能力。未售出的代币将由公司保留，用于未来的零售分销。
每枚 Electrominer 代币代表可用采矿能力的一部
分。购买代币意味着成为 Electrominer 社区成员。
总代币供应:
可用代币:
预售:
ITO (代币首发):

100,000,000
700,000,000
8 月 15 日, 2018
9 月 15 日, 2018

图 14：Electrominer 代币分配

红利

30%

15%

预售

第2周

10%
第3周

5%

0%

第4周

第5

*参加 Electrominer 的 ITO（代币销售）是指赞助 Electrominer 采矿云端平台和代替能源发电厂的发展。 Electrominer 不承诺

并且不能为 ITO 参与者承诺任何保证的回报。
*根据 Howey Test，Electrominer 代币不是安全代币，因为它不反映 Electrominer LLC 的所有权。 法律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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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ITO 资金使用
从代币销售（ITO-代币首发）所筹得的所有资金将用于开发和扩展 Electrominer 自供电区
块链数据中心设施并开发云端挖矿平台。 Electrominer 在南加利福尼亚州已有的采矿设
施。 启动 ITO 活动以扩大采矿设施并允许用户加入全球区块链生态系统。。
Electrominer 是一家现有的矿业公司，已经拥有云端挖矿中 22％的采矿能力。 这种能力已
经在社区中分布。
Electrominer 通过了前期开发阶段的尽职调查，进行分析和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表明
，Electrominer 是一家可持续资产的盈利公司，并可以提高未来矿业股份的价值。

Land &Utilities

10%

Mining Datacenters

45%

Solar Panels

27%

Soft Costs

9%

Contigemcy

4.6%

Operating Reserves

4.6%

图 15：Electrominer 资金使用

7.4 代币销售程序
在参与 ITO 时没有验证账户的需要，但在用户对接收 Electrominer 代币时验证是强制性
的。 没有 Electrominer 帐户的用户应该先注册 electrominer.io，然后才能进入 Electrominer
帐户，在那里分配 ITO 参与链接。 在参与链接后，应接受 ITO 条款与条件。
已经拥有 Electrominer 帐户的用户可以在 ico.electrominer.io 上输入他们的登录名和密码，
并需在继续使用 ITO 参与者个人帐户之前接受 ITO 条款和条件。 已登录 Electrominer 的用
户应在其 Electrominer 帐户中链接到 ico.electrominer.io 并接受 ITO 条款和条件，之后他们将
被重定向到 ITO 参与者的个人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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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代币被定价为为$ 0.7142 美元，这是通过将总开发价值除以可供出售的总代币分布量
计算的。 我们将接受以太坊（ETH），比特币（BTC），莱特币（LTC）和波纹（XPR）。
这些货币对 ETH 的每日汇率将决定授予的 Electrominer 代币数量。
参与者将能够在 ITO 的个人账户中购买 Electrominer 代币。ITO 参与者的个人账户还将显示
ITO 时间表，代币上限，所购买代币总量的信息以及销售代币总量的百分比。 用户还可以
计算购买代币的数量，包括奖金以及取决于所选加密货币的适用汇率。
收到交易确认后，用户将能够在 ITO 参与者个人账户的交易列表中看到转账的详细信息。
交易详情包括交易金额，收到的代币数量，依赖于 ITO 阶段的奖金代币数量和确认时间。
代币将自动转移到参与者的指定 ETH 钱包中。
Electrominer 代币将以名为 Electrominer 代币并以其标记在 ITO 之后不久在交易所上市。可
转让性将从第一个交易日开始，计划于 2018 年 5 月开始。

7.5 财经摘要
Electrominer 已具有高利润率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并具有积极的采矿历史。总体来说，
Electrominer 有两种产生收入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加密货币挖掘，这意味着通过向基于
区块链技术的系统提供散列来获得加密资产的回报。第二种方法是将散列容量出租给云端
采矿的用户。第二种方法的利润将重新投入到设施的扩张和发展中。
下面的图表代表 Electrominer 在还没有投资扩展其设施预计的年度现金流量。
$10,000,000.00
$5,000,000.00

Effective Gross Revenue
Total Operating Expences

$0.00

Net Operating Income
($5,000,000.00)
($10,000,000.00)

图 16：Electrominer 预计在还没有投资扩展其设施预计的年度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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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开支及持续经营业务与电费有关。 Electrominer 将所获得的资金投入到发电设施
的开发中，从而降低开支的最大部分 - 运营成本，并将散列电力合同的价格降至最低。该
业务全部由股权融资，不承担任何重大外部借款。目前，其哈希电力的 22％已出租给云
端采矿用户，从而可以控制运营费用并保持盈利。
在成功实施所有项目的里程碑后，公司致力于提供所有现有产品的支持和改进，扩大客户
群并从广泛的增长中受益。在筹集资金后将支持电源设施的开发，我们的目标是在市场上
取得独一无二的地位。这将代表区块链技术的清洁，独立和可持续基础的一个很好的例
子。
我们意识到，由 Electrominer 在 2018 年产生的散列能力的数量将不足以将区块链宣布为
“绿色”技术。 然而，Electrominer 的商业模式意味着收入的最大一部分投入其扩张。 下
图表示 Electrominer 未来资产和收入增长的预测。
$15,000,000
Corrected Gross Revenue

$10,000,000

Expences

$5,000,000

Cashfow After Reinvestment

$0

Savings on Electricity

-$5,000,000

NOI After Reinvestment

-$10,000,000
图 17：Electrominer 再投资预测现金流量（6 年预测）

考虑到年收入和资产增长，Electrominer 的计划年度再投资机制如下：
20,000
15,000
10,000

7,500

7,500

9,750

14,250

12,000
8,250

9,000

18,750

16,500
9,750

10,500

11,250

5,000
0

Solar Energy (kW)

Mining Equipment (kW)

图 18：Electrominer 年容量增加（6 年预测）

成本结构将根据新的业务线改变，但仍处于合理的预算水平。预计 2018-2023 年间的利润
率与行业竞争水平同步。
24

7.6 公司介绍
7.6.1. 小结
Electrominer 团队的成员由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建筑师和 IT 工程师，法律，商业和营销专
业人员组成。
结合各专业人士在不同领域的经验将帮助我们为现代经济爱好者提供创新和愉快的解决方
案。
有关公司的基本信息：
•

由 Lighthouse Project One LLC 创建的 Electrominer，自供电区块链数据中心：

•

于 2017 成立;

•

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

•

全球有两个办事处;

•

19 名全职员工;

7.6.2. Electrominer 团队介绍
Almas Zhumanov
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
Almas Zhumanov 是一位 35 岁的企业家，是建筑设计领域界多家成功企业的创始人。
Almas 曾多次获得建筑与设计奖。2016 年，他荣获“2016 年阿斯塔纳设计师大奖”中
获得此提名的“年度建筑师”。他还是一位成功的项目经理和房地产开发人员，在
国际范围内运作。
他的最新项目包括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建设复地银行总部。Almas 最近在南加州开
发和领导先进的创新项目组合。
在空闲时间，Almas 喜欢骑摩托车。

Aziz Aznabakiyev
首席技术官
Aziz 是我们的首席技术官。他拥有 8 年的 IT 行业经验。Aziz 拥有广泛的技术管理技
能，重点关注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等各行业和公司的系统架构。在过去的几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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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iz 一直在关注区块链技术。在 Electrominer 项目中，他负责战略 IT 规划，采矿操作
和移动数据中心单位全球基础设施的实施。
阿齐兹也喜欢空间科学。他有一个梦想就是与他的女儿一起发现星座。

Natalia Shipovalova
营销项目经理
Natalia 是我们的营销项目经理。她负责营销活动，Electrominer 的赏金活动和白皮书
修订和翻译。Natalia 非常注重于细节，同时也很有创意。她可以很快理解问题并提
供独特的解决方案。因此，Natalia 在营销领域的卓越沟通技巧和专业知识帮助她运
行我们的赏金运动。在空闲时间，Natalia 喜欢打排球和阅读科学杂志。

David Hall
建筑总监
David 拥有超过 10 年的施工经验。他负责监管 8 个全球认可的旗帜的特许经营销售和
新建项目的开发。他还负责新建筑开发，定义，谈判和关闭业务关系。David 是 B 级
总承包商和认证项目经理。
在 Electrominer 项目中，David 负责数据中心的施工过程以及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设施
的安装。

Kenneth O’Leary
建设和发展经理
Kenneth 担任所有新建筑和开发项目的项目经理。他的主要工作包括预算，招标，价
值工程，并指导开发团队和施工团队按时完成预算。Kenneth 还参与了 Electrominer
项目的数据中心建设过程。

Berik Yessaliyev
项目经理
Berik 在房地产开发和建筑行业拥有超过 10 年的经验。他最近完成了新西兰奥克兰
Unitec 技术学院的“建筑项目管理”研究生文凭研究。Berik 持有哈萨克斯坦阿拉木
图哈萨克国家技术大学“软件开发”专业的 IT 工程文凭。

Benjamin Slagt
创意企业家/设计师

26

Benjamin 是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创意企业家/设计师。多年来，他曾供职于百事可乐，
耐克，喜力，三星，EA 体育，宝马，奇巧，飞利浦，亨氏等品牌。他也是 LA'DAM 的
创始人，LA'DAM 是来自洛杉矶和阿姆斯特丹的创意制作人的集体。Benjamin 负责我们
的设计策略和视觉传达。

Claudia Fuentes
行政总裁助理
Claudia 加入我们的团队协助行政工作。即使在棘手的情况下，她也找到了一条途径
来获取我们业务所需的资源。她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通过与同事进行有效的信息
交流。Claudia 的高效率能在一次性完成多项任务。
Claudia 的快节奏快不仅出现在办公室，她还在橙县完成了两场完整的马拉松长距离
奔跑。

Danil Ivanov
设计经理
Danil 在教育架构方面拥有超过 7 年的经验。他一直在追求完美。因此，丹尼尔非常
具有决定性，创造性和注重成果。至于 Electrominer 项目，Danil 负责设计 Electrominer
数据中心。
Kanat Abdukhalimov
地区经理
Kanat 拥有超过 18 年的律师经验。他具有成熟和高水平的社会活动，职业道德，法律
和心理文化。Kanat 是法律领域的专业人士。因此，他不仅具备成为律师所必需的技
能和特质，而且能够快速有效地提取信息。
在休闲时间，Kanat 喜欢登山和骑骑公路自行车。
Assem Turgynbaeva
营销协调员
Assem 在营销领域已有 5 年的经验。她专门从事销售和营销，与本地和外国合作伙伴
以及公司客户开展业务合作。Assem 的分析思维，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性极大地促进
了 Electrominer 的成功。
Assem 也是一位出色的歌手。她喜欢绘画，也在空闲时间做瑜伽。

Alexander Fedorchenko
首席软件开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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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在 IT 行业拥有超过 7 年的经验，尤其是在对整个行业具有高度影响的尖端
业务解决方案的开发，实施和技术项目管理方面。Alexander 是 Electrominer 项目的首
席软件开发人员。他负责该项目的后端和网络安全。

Dmitriy Kupch
网络架构师
Dmitriy 在 IT 行业已拥有 7 年的系统管理员经验。Dmitriy 拥有互联网研究硕士学位。
他拥有从网络到云基础架构及其在现实世界环境中实施的现代技术的所有最新知
识。Dmitriy 是 Electrominer 项目的网络设计师。

Olga Aznabakiyeva
前端 Web 开发人员
Olga 在早期就加入了 Electrominer。她的角色包括但不限于 Web 开发人员，还包括项
目经理，口译员。她拥有语言学硕士学位，并将编程作为人们现在应该学习的基本
语言。她热衷于传播程序设计，参与“代码未来”中的年轻一代建筑游戏，动画和漫
画教学。在空闲时间，olga 喜欢弹钢琴。她也精通于国际象棋。

Nurzhan Shalginbayev
WS 设计工程师
Nurzhan 在设计工业设施方面拥有 25 年的工作经验。Nurzhan 可以有效地管理项目，
确定设计时机。他在设计行业的高效决策方面拥有很高的专业知识。因此，Nurzhan
在建筑安装工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他喜欢金属加工，缺陷检查。

Karina Alisheva
设计协调员
Karina 是一名具有 6 年工作经验的建筑师。她总是在工作中注重细节。Karina 拥有出
色的分析，技术和沟通技巧。她喜欢在团队中工作，具有出色的沟通技巧并且具备
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Karina 是一位出色的问题解决者。
她的爱好是唱歌，烹饪和徒步旅行。

Dmitry Schmidt
建筑师
Dmitry 有 20 年的建筑经验。他的创造力有助于公司设计独特的解决方案。
Dmitry 也是一位音乐家。在空闲时间，他喜欢滑雪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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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tlana Shamsutdinova
首席建筑师
经验 - 20 年。在东京斯韦特兰娜为地震国家的建筑研究了新技术。在设计方面，她
主要专攻住宅和公共建筑（学校，医院，幼儿园，商场，商业中心，屋苑等）。
Svetlana 也是建筑师团队的负责人。她总是解决设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
因此，Svetlana 控制设计的合规性，并根据技术法规，标准，规范，规则和说明估算
文档。
Svetlana 喜欢旅游，装饰园艺。她也是一位很棒的卡拉 OK 歌手。

Sergey Shabanov
结构工程师
Sergey 在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方面拥有超过 10 年的经验。Sergey 在评估建筑物和结
构的技术状况（检查）方面拥有专业知识。他毕业于哈萨克国立技术大学。K.I.萨特
帕耶夫。Sergey 拥有一个荣誉学位，专长是“机器的动力和强度”，是一位备受认可
的合格机械工程师。
Sergey 非常有责任感。他也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学习者。

Ayan Shadiyarov
WS 工程师
Avan 在工程领域拥有 3 年以上的经验。
Avan 非常有责任感。他在供水和排污领域拥有 3 年以上的经验。他毕业于哈萨克斯
坦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导学院。他在二年级学生时开始工作，并在在他毕业时已经是
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Avan 是个非常细心的人。他还在团队和个人中有效地工作，
很快掌握信息。
在他的空闲时间里，Avan 更喜欢看足球。

Zhanna Mineeva
暖通空调工程师
Zhanna 自 2004 年（14 年）以来在设计和施工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她主要从事“供
热，供气，通风，空调和锅炉安装”系统。Zhanna 正在进行热气供应，通风和空调
系统的预测。她一直关注便利，舒适和经济的系统，无论是在建设还是在后续的运
营中。

Vitaliy Osintsev
电气工程师
Vitaliy 在电气网络和系统领域拥有超过 17 年的经验。他在小组中有效地工作。他也负
责从项目开发到调试，获得批准，安装工作管理，采购和订购材料。
在他的空闲时间，Vitaliy 喜欢阅读古典文学和幻想。

29

7.7. 风险因素
代币收购属于高度风险投资，包括但不限于下述风险。 在获取代币之前，建议每位参与
者仔细权衡本白皮书中详细描述的所有信息和风险，特别是以下风险因素。

1. 依赖计算机基础设施
Electrominer 取决于软件应用程序，计算机硬件和互联网的功能，意味着 Electrominer 不能
保证系统故障不会对采矿作业的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尽管 Electrominer 实施了所有合理的
网络安全措施，但其处理中心服务器易受计算机病毒，物理或电子闯入或类似性质的其他
干扰。第三方造成的计算机病毒，入侵或其他干扰可能会导致服务中断，延迟或中止

2. 智能合约的限制
智能合约技术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其应用具有实验性。这可能带来重大的运营，技
术，监管，声誉和财务风险。因此，虽然由独立第三方进行的审计提高了安全性，可靠性
和准确性水平，但该审计不能作为任何形式的保证，包括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即智能
合同适合用途或不包含任何 瑕疵，漏洞或可能导致技术问题或代币完全丢失的问题。

3. 监管风险
区块链技术（包括但不限于代币问题）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可能是一个新概念，可能会应用
现有法规或引入有关区块链技术应用程序的新法规，并且此类法规可能会与当前智能合同
建立。这可能会导致智能合同的重大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其终止和代币损失。

4. 比特币的价格
Electrominer 为从事采矿加密货币的公司，主要是比特币。 此类业务高度依赖于比特币和
其他类型的加密货币在当地交易所的价格。比特币和其他类型的加密货币价格急剧下降，
价格可能会影响 Electrominer 客户长期评估其确切利润的能力。

5. 技术的快速变化可能会对采矿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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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货币挖掘是一项非常有活力和快节奏的业务。为了保持竞争力，Electrominer 将尽其
最大努力跟踪并及时在其工厂引进最新技术。然而，Electrominer 尽管努力仍然没有保持
竞争力，但可能会对代币持有者带来收益下降的风险。同样，建议代币持有者监控其采矿
能力表现，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新。

6. 采矿奖励的波动
开采加密货币是一项风险较高的业务，在开始前必须仔细考虑许多因素。BTC 和其他类型
的加密货币价格的波动，采矿设备和电力价格的上涨，采矿难度的增长，区块奖励的减少
以及许多其他因素都可能影响采矿奖励并导致损失。

7. 代币收益和矿业收入波动
该代币旨在为加密货币矿工提供使用 Electrominer 设施的能力，从而为获得零成本电力解
决方案提供宝贵的便利。代币的主要目的是让代币持有者成为云端采矿平台的会员，并通
过降低合同购买成本来节约成本。

8. 施工延误
本白皮书规定的施工时间表是基于合理的估算，但不能保证。由于许多因素，包括第三方
（承包商，供应商等）的行为，Electrominer 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此时间表可能会发生
变化，并且建设可能会延迟。如果能力的完成比预计的日期延迟 3 个月以上，并且因此相
关代币未被签发，托管代理可以根据代币购买者的请求发放退款。退款将按照退款当日的
汇率以原始付款方式发行。

9. 电费的变化
本文件中提供的有效电费是根据与加利福尼亚州公共事业管理部门签订的现有合同中现有
的电力成本计算的。电费不保证，可能会不时变化。

10. 销售和其他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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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持有者和采矿合同的采购者可能被要求支付销售税（在销售时收取）以及与本文所述
交易相关的其他税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本国。遵守美国和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税法以
及支付所有相关税收将是采矿合同的代币持有人和采购人的全部责任。

11. 不可抗力事件
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Electrominer 性能可能会中断，暂停或延迟。 为了达到本白皮书所
述的目的，不可抗力指 Electrominer 无法阻止的非常事件和情况，并应包括：自然界的行
为，战争，武装冲突，群体性内乱，工业行为，流行病，停工，减速，长期 能源供应或
通讯服务的短缺或其他故障，市政府，州或联邦政府机构的行为，以及 Electrominer 控制
之外的其他情况，这些情况在代币推出时并不存在。如果此类情况发生在代币发行之前，
且 Electrominer 无法在预计日期起计 6 个月内发放代币，托管代理可根据代币购买者的要
求退款。 退款将按照退款当日的汇率以原始付款方式发行。

12. 遵守美国法律和法规
由于寄存设施位于美国，代币持有者若希望使用其代币成为会员将需要遵守美国法律和法
规，可能需要验证其身份并提供地址证明（针对个人），或在使用他们的代币并设置他们
的云挖掘容量之前，或者在此之后的任何时候，根据 Electrominer 的请求，验证他们的注
册，最终受益所有者名单以及地址（适用于合法实体）。未能遵守此类验证请求，或者被
确定为受限于与美国实体进行交易或在美国经营，或者根据美国法律没有资格使用
Electrominer 开展交易的代币持有者将被拒绝云端服务， Electrominer 没有为购买的令牌退
款。此类代币持有人可以保留其代币，或者可以自行决定将其出售给符合条件的客户。代
币购买者全权负责了解适用于某些国家的居民和参与某些活动的个人的美国法律和法律限
制。

13. 信息披露
从代币持有者，会员和云端采矿合同所有者收到的个人信息，由 Electrominer 提供服务的
代币或矿工数量信息，池中获得的奖励，使用的钱包地址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信息可能会披
露给执法人员，政府官员和其他第三方。当 Electrominer 需要通过法律，传票或法庭命令
披露这些信息。在任何时候，Electrominer 均不对此类信息披露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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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代币的价值
购买 Electrominer 代币后的价值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显着波动。 Electrominer 不保证任何特
定时间内令牌的具体价值。对于代币价值的任何变化，Electrominer 概不负责。与上述有
关的假设包括对未来经济，竞争和市场条件以及商业决策的判断，其中大部分超出了
Electrominer 项目团队的控制范围，因此难以或不可能准确预测。尽管 Electrominer 团队认
为其前瞻性陈述的假设是合理的，但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证明不准确。因此，Electrominer
团队不能保证本白皮书中包含的前瞻性陈述将被证明是准确的。鉴于此处包含的前瞻性陈
述固有的重大不确定性，纳入此类信息可能不会被解释为 Electrominer 或任何其他实体对
Electrominer 项目的目标和计划将成功实现的保证。请注意，Giga Electrominer 项目可能会
面临管理层目前未预见的其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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