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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专案发行方

本白皮书由hi Reserve Limited发布。hi Reserve Limited

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地址为c/o Intershore

Chambers,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是hi Foundation Limited的全资子公司。hi Foundation

Limited是注册于新加坡的非营利担保有限公司，公司地址

为3 Fraser Street, DUO Tower, #05�25, Singapore

项目介绍

hi Reserve Limited（以下简称"hi"）及其关联公司正在创建

hi平台。除非另有明确说明，本档中出现的 "hi "均表示项目

发行方，而 "hi "均表示我们所创建的平台。我们专注于利用

区块链技术，为目标用户提供一系列创新的移动及在线金融

服务。我们的运营业务将覆盖全球范围，并将重点关注金融

包容性、安全性及合规性。嗨币（代币简称：HI）将作为hi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支持快速及安全交易。

作为工作的一部分，hi正在争取所有相关市场必需的许可及

批准，以及战略伙伴关系，与自有小区、利益相关方及战略

顾问密切合作，逐步完善我们的能力和可及性。

hi的产品和服务不会一成不变，并将根据市场特点因地制宜选择

性提供产品和服务。

嗨币的性质、精确的实用性和可用性也受适用的法律、

监管及内部政策的制约，包括市场限制和资格标准。会

员福利及嗨币实用用例将在hi.com定期更新，并受相关

条款和条件的约束。hi的附属机构及第三方可自行选择

是否接受和使用嗨币，并将受到另行条款的约束。

关于本白皮书

本白皮书及与之相关的任意其他档是关于向某些符合条件

的会员（购买者）发售嗨币，以及hi及其关联公司计划开发并

使用hi平台的相关事宜。

本白皮书不涉及任何政府机构背书，并可能随时更改。请阅

读 "免责声明 "部分了解有关本白皮书的其他重要信息。

授权语言

本文件及相关资料仅以英文发布。任何翻译档仅供参考，未

经相关人员的认可。对所有翻译档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

何保证。如果本白皮书或相关数据的翻译文件与英文版本

之间有任何不一致，则以英文版本为准。

如有疑问

如果您对本档或本项目有任何疑问，请随时联系我们。您可

以发电子邮件至info@hi.com。

重要提示

沟通时请警惕任何自称可以代表hi的人。

请仔细检查所有链接、网站地址、电子邮件地址及社交媒体

推送。如有任何可疑之处，请随时通过info@hi.com 直接联

系我们核实。

我们绝不会要求您提供您的密码或私钥。

hi Whitepaper 3



免责声明

不对在所有司法辖区获得牌照、许可及合作伙伴关系做任何保证

hi计划完全按照相关法律和法规进行操作，并尽最大努力获得必要的

牌照及许可。在一些可能进行运营活动的相关司法管辖区，可能需要

监管牌照、许可和/或与持牌第三方实体建立伙伴关系。这意味着，本

白皮书中提到的所有举措的发展及推出是不能被确保的。无法做出

保证，也没有人作出任何陈述、担保或保证，任何此类牌照、许可或伙

伴关系将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或从根本上得到保证。因此，本白皮书

中描述的举措可能在某些司法管辖区部分或完全无法实施。此时可能

需要对这些举措进行重新规划和/或在所有或某些方面放弃实施。此

外，所有方案的发展都计划分阶段实施。由于该项目可能依赖于与某

些持牌第三方的合作关系，如果这些第三方企业在相关司法管辖区

不再持有此类牌照，或者合作关系无法继续，将对hi依靠该方提供服

务的能力有所影响。

不构成建议

本白皮书不构成hi、其附属机构或其各自的管理人员、董事、经理、

雇员、代理人、顾问或咨询人员对购买嗨币及其好处的任何投资建

议、财务建议、交易建议或推荐，也不应在任何其他合同或购买决定

中依赖它。

不构成证券或法定货币发售

本白皮书不构成招股说明书或金融服务发售档，也不构成在任何司法

管辖区销售任何证券、投资产品、受监管产品或金融工具的要约或要

约邀请。嗨币的所有者不享有 hi或其任何附属公司的任何权利，包括

hi或任何其他公司或与hi相关的知识产权的任何股权、股份、单位、

资本的特许权使用费、利润、回报或收入。

此外，嗨币不是法定货币，也无意代表或挂钩任何法定货币。对

“Dollars”一词的提及不应被解释为对美元或任何其他法定货币或任

何种类资产的提及。

对 "帐户"、"存款 "和 "提款"的提及

在当前阶段，hi无意在任何司法管辖区提供任何形式的银行服务。这

意味着，当我们使用 "帐户"、"存款"、"提款"或与之类似或相关的术语

时，这些术语是其一般意义的使用，而不意味着hi将提供任何形式的

银行服务。今后hi.com使用者可能获得的任何银行服务均将来自第

三方持牌银行，并受制于另行条款及进一步的考虑，以确保符合法律

和监管规定。

不构成陈述

对于本白皮书中产生的、包含的或衍生的信息、陈述、意见或事项（明

示或暗示）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或本档中的任何遗漏，或现在或将来

提供给任何相关方或其顾问的任何其他书面或口头信息或意见， hi公

司或任何其他人士没有向本白皮书的接收者或其顾问做出任何陈述

或保证。本白皮书所设想的嗨币正在开发中，并在不断更新，包括但

不限于关键治理及技术功能。如果及当嗨币开发完成时，它有可能与

本白皮书的描述大相径庭。对任何计划、未来预测或前景的实现或合

理性不作任何陈述或保证，本档中的任何内容都不能或不应该被理解

为对未来的承诺或陈述。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对于任何人根据本白皮书中的任何信息和意

见或与任何进一步查询有关的任何信息行事而可能产生的任何种类

的损失或损害（无论是否可预见，也无论hi是否已被告知这种损失或

损害的可能性），即使有任何疏忽、违约或缺乏谨慎，我们亦不承担任

何责任。

第三方数据

本白皮书包含从第三方供货商来源获得的数据及参考数据。虽然管理

层相信这些数据是准确和可靠的，但它们没有经过任何专业法律、会

计、工程或财务顾问的独立审计、验证或分析。对于这些数据的准确

性、可靠性或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

翻译

本白皮书及相关资料以英文发布。任何译文仅作参考，未经任何人士

认证。对任何翻译档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保证。如果本白皮书的

翻译档与英文版本之间有任何不一致，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限制性传播

本白皮书不得带到或传播到禁止或限制分发或传播本白皮书的任何

地区。

hi的观点

本白皮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意见是 hi的观点和意见，并不反映任何政

府、准政府、当局或公共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监管机构）在任何管

辖区的官方政策或立场。本白皮书没有经过任何监管机构的审查。

第三方参考数据

hi Whitepaper 4



本白皮书中对特定公司、网络和/或潜在使用案例的提及仅用于说明

目的。使用任何公司和/或平台的名称和商标，并不意味着与这些第

三方有任何关联，或由其推荐或认可。

图表

本白皮书中包含的所有图表仅用于说明目的。特别是，带有价格参考

的图表并不转化为实际的价格信息。

风险声明

购买嗨币涉及大量风险，可能导致大量或全部资金或其他相关资产的

损失。在购买嗨币之前，您应仔细评估并考虑到各种风险，包括任何

其他档中列出的风险。

购买者不应出于投机或投资目的而购买嗨币。购买者需要在充分了

解嗨币性质并接受嗨币固有风险的情况下才可购买嗨币。

加密代币可能会被没收和/或被盗；黑客或其他恶意团体或组织可能

试图以各种方式干扰我们的系统/网络，包括恶意软件攻击、拒绝服

务攻击、基于共识的攻击、Sybil攻击、使用小号和电子诈骗，这可能

导致您的加密代币丢失或失去您对加密代币的访问或控制权。在这

种情况下，可能没有补救措施，加密代币持有者无法确保得到任何补

救措施、退款或赔偿。

加密代币和数字资产的监管地位目前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尚未解决，在

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之间也有差异，并可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未来有

可能实施与加密代币、数字资产、区块链技术或区块链应用有关的

某些法律、法规、政策或规则，这些法律、法规、政策或规则可能会

直接或间接影响或限制加密代币持有人获得、拥有、持有、出售、转

换、交易或使用加密代币的权利。

与加密代币和数字资产有关的税收立法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使加密代

币持有人面临与使用或交易加密代币有关的征税后果。

数字资产及相关产品和服务具有重大风险。潜在购买者应充分考虑

上述所有内容，以及我们提供的任何其他适用的风险披露及他们获得

的建议，并独立评估相关风险性质以及七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并在

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咨询他们的顾问。

嗨币将来可能会迁移使用其他的基础技术。这可能涉及到在ERC 20

代币之外发行新的资产，或取代嗨币。嗨币的持有人可能被要求遵循

某些程序来实现这一变化。适用法律或技术限制可能会阻碍此情况的

发生，进而导致损失。请务必定期关注hi.com的此类变更及其他公

告。

专业建议

在决定是否购买嗨币和/或使用hi平台之前，您应该咨询律师、会计

师、税务专家和/或任何其他必要的专业顾问。

关于前瞻性声明的注意事项

本白皮书包含某些关于我们所经营的业务的前瞻性声明，这些声明是

基hi的理念，以及hi所做的某些假设和所掌握的信息。前瞻性陈述，

就其性质而言，将受到重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影响。

前瞻性陈述可能涉及计划、估计和假设，并受风险、不确定性和其他

我们无法控制和预测的因素影响。因此，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实际结果

或成果与前瞻性声明中表达的内容有实质性的差异。

任何前瞻性声明只针对作出该声明的日期，我们没有义务对前瞻性声

明进行任何更新以反映作出该声明的日期之后的事件或情况，或反

映未预期的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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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hi的使命是使区块链技术民主化，使数十亿社区成员能够掌控他们的资产，在现实世界和元宇宙之间

实现流畅的互操作。通过逐步去中心化，我们的愿景将分解成三个战略阶段，hi将逐步演化成为

Web3世界中的一个卓越的DAO（去中心化组织）。hi生态系统由其原生代币-嗨币驱动--在每个阶

段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为嗨币持有人实现价值最大化。

第一阶段：hi超级应用程序

我们正在构建世界上最友好且功能最强大的加密货币和法币应用程序，并结合游戏形式的推荐计划

来推动大规模采用。该应用程序结合了加密货币交易所和下一代数字银行的功能，为会员提供一个理

财、投资、支付和生活方式福利的一体化平台。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目标是以最无缝衔接的用户体验

向首批10亿用户推广加密货币，并提供方便的法币出入金通道。

第二阶段：hi去中心化

hi将为会员提供便捷的非托管钱包，作为他们进入Web3的通道，帮助大家认知DeFi、NFT和广大分

dApps（散式应用程式）的力量。hi和 DEhi之间将实现无缝整合，会员可以通过同一个应用程序访问

托管和非托管服务。我们还将推出 hi公链（hiP），一个以太坊的第二层侧链，具有可扩展性，兼容

EVM，并且由于我们对 "人类独有 "问题的突破性解决方案而具有Sybil抵抗性。我们现阶段的目标是

为现有会员提供一个方便和安全的方式来真正体验区块链的力量，并为 hi链构建一个强大的开发者

社区。

第三阶段：hi DAO和元宇宙

在 hi协议的基础上，我们将为10亿+成员开发hi元宇宙，不仅可以用于社交，还可以用于现实生活。此

外，随着 hi社区的成熟，hi背后的实体组织将过渡到DAO，所有的管理和行政任命权将转移给嗨币

持有人。届时，我们将设计一个既能保证决策民主化又能适当激励可持续运营的模式。在这个最后阶

段，我们的目标是让世界上最大的区块链生态系统实现真正的社区所有权和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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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hi 超级应用程序

简介

我们正在开发世界上最便捷且功能最强大的加密货币&法币应

用程序，并结合游戏形式的推荐计划来推动大规模采用。我们

可以把 hi 超级应用程式总结为是下列应用程式一体化的进化

版本：

自2021年5月推出邀请测试版以来， hi 已经迅速成为全球区块链领域最显著的社区之一， 注册会员

数量超过300万，其中有超过60万名会员已完成全部身份验证（KYC）。 hi 会员来自超过187个国家/

地区， hi 平台资产管理规模已突破2亿美元。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我们计划为我们的会员提供以下

全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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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

加密货币和法币（IBAN）账户

除了打造最便捷、最易操作的加密货币钱包外， hi 还将与

一些持牌机构和银行合作，为会员提供全面的法币服务。在

部分司法管辖区，会员的 hi 账户会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

IBAN的有效银行账户，方便的存入和提取现金。会员可以选

择自动将存入的法币转为稳定币，从而大幅提高收益。

支持的币种可能会有变化。并非所有币种都能在所有市场使用。

活期理财

只需简单操作，会员即可将USDT和ETH存入活期账户，赚取高达11%的年收益率，收益每周发放。与

其他平台提供的类似服务不同，hi 活期理财无锁仓，会员可随时提现。随着时间的推移，hi 还将支持

更多代币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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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理财

会员可以选择将包括嗨币在内的各种代币存入理财账户，并进行

质押。收益将每天或在理财到期时以嗨币支付。理财期限从7天到

365天不等。根据会员级别的不同，会员还有权获得

"利息助推器"，以获得高达额外25%的年收益率。

即时转账

利用 hi平台的“发送”和“CashHash”功能，会员可以通过网页版

App、手机应用App 以及Telegram 和 WhatsApp 上的聊天机

器人向其他账户进行即时转账，并且无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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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Visa借记卡

我们正在努力为每一个质押额度超过100嗨币的账户提供Visa借记卡。该借记卡可以支持会员在全球

6000万个支持借记卡的场所便捷地使用账户余额消费，包括线上和线下。

hi 借记卡将主要作为虚拟卡发行，以便直接接入Apple Pay、Samsung Pay和Google Pay等移动钱

包。hi 支持多种货币的特性将允许传统货币和数字货币在任何地方消费，且无任何外汇汇率附加费或

兑换费用。

我们明白，银行卡交易对商户来说是昂贵的，其费用平均高达3%。因此，随着 hi 的广泛采用，我们将

推出更多功能，使商家能够直接通过 hi接收付款，而不收取任何费用。

商家账户

hi 正在为商家建立最直观的支付网关，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可以接受加密货币作为一种支付方

式。商家可以以极低的交易费用，选择以加密货币、稳定币或法币进行结算。我们的专有仪表板还支

持商家便捷发送发票、管理付款和分析交易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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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交易

hi正在打造世界上最快捷且最安全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质押嗨币的会员将以极低甚至零费用交易数
百种交易对。受推动大规模采用的精神影响， hi正在为每个人创造最直观的用户体验，使用法币和
其他加密货币进行代币交易。除了我们自己的撮合引擎，hi还从外部交易所汇集流动性，以确保为会
员提供最好的价格。

加密货币衍生品交易

除了现货交易，hi还将为会员提供永续合约交易。提供高达1000倍的杠杆，会员可以就他们看跌的
相关加密货币建立空头头寸。每个账户将有一个统一保证金钱包，作为所有现货和期货交易的全仓保

证金。

外汇及证券投资

通过与持牌机构的合作，hi还将为会员提供一个交易股票、ETF以及外汇的一体化平台。hi希望实
现公平的金融竞争，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在传统金融中只有高净值用户和机构投资者才能获得的投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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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Fi

hi会员数已超过300万，几乎遍布世界上每一个

国家，我们有能力成为新兴的玩赚游戏和GameFi

领域的主导力量。我们已经通过推出 hi Play启动

了游戏计划，hi Play是一个移动游戏门户网站，

为会员提供每小时、每天和每周的休闲游戏比

赛。

会员可以用活期账户和奖励账户中的嗨币购买游

戏筹码。每个游戏都有少量的入场费，这些入场费

将被存入奖池。排名前25%的玩家可以分享奖池，

并以现金筹码的形式支付，可以将其兑换为嗨币储

存至活期账户中。

除了 hi平台上的移动休闲游戏外，我们还将推出一

个玩赚平台，支持 hi会员进入区块链游戏。除了作

为一个公会，为我们的会员提供游戏中的资产，让他

们在零前期成本的情况下开始游戏和赚钱，我们还

将提供教育内容和指导，帮助玩家提升游戏技术。

即将与 hi合作的首批区块链游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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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等级

通过在理财账户或锁仓账户（通过锁仓优惠价格购入的嗨币）中质押嗨币，会员有权享受交易费用的

折扣或免除以及一系列的生活方式福利。会员资格从质押100嗨币开始（初级会员），一直到质押超1

亿嗨币（钻石会员）。

初级会员 绿卡会员 银卡会员 金卡会员 铂金会员 黑卡会员 钻石会员

嗨币质押额度 100 1 K 10 K 100 K 1 M 10 M 100 M

理财收益提升
- 10% 20% 30% 30% 30% 30%

交易/提币费用折扣
- - 10% 20% 30% 40% 50%

使用 hi借记卡获得额外奖励
x x x x x x x

在线客服
x x x x x x x

hi周边商品
- x x x x x x

MasterClass 大师课
- x x x x x x

五星级酒店福利
- - x x x x x

专属客户经理
- - - x x x x

个人专享奢华礼宾服务
- - - - x x x

即将推出的生活方式福利
（具体福利将视会员喜好而定）

注意：并非所有服务都适用于所有市场。条款和条件可能适用。

生活方式福利是由 hi 独立推出的，hi 和有关商家之间可能没有合作关系。hi 有唯一决定权在任何时候对产品进行修改。嗨币的确切效用

受制于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内部政策，包括市场限制和资格标准。会员福利和嗨币的用途将在hi.com定期更新，并受相关条款和条件的约

束。hi的附属机构和第三方有可能选择接受和/或使用嗨币，但这将受到单独条款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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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奖励和激励

与其他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营销的金融服务平

台不同，hi主要依靠口碑推荐来推动知名度和

参与度。hi的每个注册会员，只要参与平台的

活动，即可获得嗨币每日奖励。当会员推荐朋

友加入 hi时，还能获得额外的嗨币每日奖励。

这种“仅限邀请”的注册机制使 hi 在短短6个多

月内从0发展到300多万会员。我们的目标是

在未来三年内达到10亿会员。

目前，会员每天可以免费领取 1 嗨币奖励，还可以获得他/她推荐的用户所获得的所有奖励的50%，包

括被推荐人推荐他人获得的所有下游奖励。随着会员人数和嗨币价值的增长，每日奖励计划将逐步修

改。所有通过每日奖励领到的嗨币，只有在质押达到一定额度（至少100嗨币），才可按月解锁。自领

取之日起 1 年后仍被锁定的奖励将被销毁。每日奖励计划将持续到整个 "启动奖励和分配池 "分配完

毕为止。

Web3的力量有赖于社区的积极参与。因此，在注册后的一定时间内，必须完成以下操作，以继续保持

会员身份并领取日常奖励，操作包括推荐朋友，完成身份验证KYC，并将加密货币存入hi 。

由于 hi 独特的邀请性质，每个会员都有一个推荐人。为了激励会员帮助网络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

作为新功能的一部分，各种激励措施将不仅提供给会员自己，也提供给他们的推荐人。已经实施的一

个关键激励措施是，如果会员的下游被推荐人以4年和1年的锁仓价格购入嗨币，其推荐人将对应获得

10%和5%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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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合规

hi 已经制定了一个强大的框架基础，以确保遵守FATF规定的最新全球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标准。hi 已

从爱沙尼亚金融情报局（FIU）获得了虚拟货币服务提供商（VCSP）牌照。VCSP牌照允许 hi 向居住在

支持地区的消费者提供加密货币钱包和兑换服务。

随着加密货币监管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的不断发展，hi 正在抢先申请和获得更多牌照。以上只是 hi 已

经获得或正在申请的主要司法管辖区牌照的一个示例。

除此之外，我们正在为隐私风险管理（ISO/IEC 27701�2019）、信息安全管理（ISO/IEC 27001�2013）

以及存储、交易或接受加密货币的信息系统的严格安全要求（CCSS � 加密货币安全标准）寻求高级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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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hi秉持 "纵深防御 "的安全理念，安全和合规的心态已经深入 hi的各个方面。每个人都在安全方面发

挥作用， hi 对网络安全采取全方位防御，以不断提升监管和降低风险。 hi还为其保管的资产配置了

3000万美元的保险。

随着 hi 的发展，我们将适时完成详细的安全评估，包括外部渗透测试、威胁建模和风险控制审查。

此外，我们已经聘请了领先的第三方安全专家进行彻底的外部安全测试，以确保 hi 安全控制的完整

性。已经纳入执行的主要考量因素包括 ：

转入和转出资产：

我们对所有的资金交易以及支付请求进行筛选，看是否有可疑的交易金额和速度，以防止欺诈，并应

用KYC/AML/CFT进行管控。

交易筛选：

超过阈值的交易需要由我们的运营团队进行人工审批。我们还利用行业领先的人工智能和分析工具

以及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对所有的法定货币和加密货币交易进行筛选。

加密货币安全：

我们利用机构级别的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应用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包括多方计算（MPC）签名技术。

我们正在部署一个多层安全矩阵，确保会员资产的安全。

英特尔SGX：

我们利用英特尔SGX，这是一个硬件级别飞地，在系统中隔离选定的代码和数据。旨在保护加密材

料、加密算法和软件敏感部分的执行，使其免受内部人员（如不可信管理员）和黑客的攻击。

资金地址认证网络：

是一个机构资产转移网络，通过自动化的资金地址认证和轮换，完全缓解了与资金地址相关的风险。

提供现有最安全的系统之一。有助于确保我们客户的资产免受网络攻击、内部勾结者和人为错误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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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hi 去中心化
简介

通过单一应用即可体验强大的去中心化世界。

hi正在构建一个混合应用程序，使会员能够通过同一个应用程序在托管和多链、非托管钱包之间轻
松切换。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连接所有已支持的去中心化产品、服务、代币和应用程序的不可知区块链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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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

多链支持、非托管式钱包

hi的多链钱包引擎为用户提供了完全的选择自由和安心

体验，它使会员能够简单且安全地从任意支持的公链上购

买、发送、存储和交换任意加密货币资产。

hi 的非托管钱包具有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通过私钥以及社

交恢复特性提高了安全性，将为数字资产管理设立一个新的

标准。

去中心化交易所集成

克服复杂和不可靠的用户体验， hi 的应用程序将与世界领先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如UniSwap、PancakeSwap、dYdX和SushiSwap无缝集成，为会员提供数以万计

的代币以及金融产品，如兑换、流动性池、抵押和收益农场。 hi 的用户体验将为

会员提供最友好的DEX网关，一劳永逸地简化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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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3 DApps浏览器

hi DApps浏览器将使会员能够畅享Web3体验，从以太坊、

币安智能链和Solana等平台和最佳区块链服务中获益。

可以将其视为探索最新DApps的安全门户，包括金融产品、

社交网络、游戏、应用及交易所。利用Web3浏览器安全方

面的进展，hi DApps浏览器将保护会员数据，防止欺骗或

入侵性跟踪。

NFT存储及展示

随着NFT的普及、创意和应用的不断扩大，用户正在寻找安全、便捷的方式来存储他们宝贵的NFT资

产，而不需要依赖不同的中介机构进行链接存储。利用IPFS等点对点超媒体协议解决方案，hi的NFT

存储将使会员有能力在一个分散的钱包中存储和展示他们的NFT艺术品、头像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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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公链 （hiP）

简介

hi 正在开发 hi 公链，这是一个以太坊的第二层侧链，在可扩展性、适应性

和身份认证方面带来突破性创新。hi 在权益证明共识上运行，与EVM兼容

，并采用多链并行交易处理来实现超快速确认。

Vitalik Buterin称创建无需国家支持的去中心化身份是区块链领域最大的待

解决问题。我们正在开发人类身份证明（PoHI），作为 hi公链（hiP）的一个突

破性功能，为开发者提供“唯一身份”的认证机制。

hiP 包含了一个三层的账户系统，为仅限人类的网络和去中心化的应用开辟

了广泛的可能性，因此有希望为所有的 hiP 参与者，包括身份验证者、区块

生产节点、开发者和终端用户带来帕累托（Pareto）福利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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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问题

身份是一项基本人权。然而，在当前这个集中化和监控的时代，它正受到

威胁。在Web2.0时代，Facebook、Twitter和Google等主要互联网平台已

经成功地形成了互联网的网络化社会基础设施，并通过对其作为凭证提供

者的合法性达成足够的共识而部分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导致了一种可

怕的局面，即少数公司及其无所不能的创始人/执行官控制了大部分的人类

数据和身份。

随着我们进入Web3.0时代，身份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核心问题是

Sybil攻击问题。Sybil攻击是指通过创建许多不合法的虚拟角色来滥用数

字网络。当应用于身份空间时，这一挑战也被定义为 "唯一身份"问题。例

如，网上投票可能、而且经常被非法账户攻击。区块链网络同样实现了货

币创造的去中心化，但公平分配这种价值的可能性（例如以普遍基本收入

的形式）同样受到了阻碍，因为缺乏强大的身份框架来保障这些货币不被

攻击者创建虚假账户以获得超过其公平份额的价值。

除了降低Web3.0的虚拟生活质量，身份问题也限制了革命性的 Web3 创

新--即去中心化和民主化--融入线下的实际生活的程度。特别是，如果没

有可信的身份证明，现代经济生活的基础，如建立产权和信用档案（通过资

产所有权证明）将是不可能的。线上和线下经济的永久隔离最终限制了前

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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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人类身份证明

双节点结构

hi公链有两种类型的节点：

a) 身份验证节点，负责身份验证，和

b) 区块生产节点，负责保障网络安全。

身份验证者负责验证账户是由唯一的真实个人所拥有，并在人类

身份证明（PoHI）共识机制下运作。现有的KYC服务部门的受监

管者，包括有执照的银行和交易所，可以被选为身份验证人，但

必须达到嗨币质押的最低限额。身份验证者将通过管理程序选

出，该程序开放候选人的提名（包括自我提名），并在全网范围内

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

区块生产节点负责处理区块链上传入的交易，并在权益证明

�DPoS）机制下彼此达成共识。

hiP要求节点持有最低数量的嗨币，以便作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参与区块链的运行。hiP每年将嗨币总供应量的固定部分作为奖励

分配给节点运营商，会通过将新的发行量（通货膨胀）和交易费用

（与通货膨胀相结合，即为 "总奖励"）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零知识证明

PoHI机制的关键挑战之一是建立用户的唯一

性。理论上讲，只有当一个新用户的凭证可以

与网络上所有现有用户的数据进行核对时，才

有可能实现。

在验证过程中，PoHI利用零知识集会员

（ZKSM）技术的最新进展来确定用户数据的

唯一性--通过证明新用户不属于现有用户集，

以加密累加器的形式加密--而不向身份验证

者透露被审查用户或现有用户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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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帐户用户模式

在以太坊，基于账户的交易模式将资产表示为账户内的余额，类似于银行账户。有

两种不同类型的账户：

1. 通过私钥控制的用户账户

2. 通过合约代码控制的账户。

当一个以太币钱包被创建并进行交易时，一个由私钥控制的账户被添加到全局状态

并存储在网络上的所有节点。部署一个智能合约将创建一个由代码控制的账户。智

能合约可以自己持有资金，它们可以根据合约逻辑中定义的条件重新分配。以太坊

的每个账户都有一个余额、存储空间，以及用于调用其他账户或地址的代码空间。

基于账户的模型中的交易会触发节点减少发送方账户的余额，增加接收方账户的余

额。

hi公链创立了两种不同的账户类型，采用了以太坊账户模型的改进版。 hi公链上的
私钥控制用户账户和合约代码控制账户的功能与以太坊上的相应账户类型基本相

似。这两种不同的账户类型是：

1. hNS注册用户账户（第2级账户）
2. 经过验证的唯一身份用户账户（第3级账户）

二级hNS注册用户账户是私钥控制用户账户的一个子集，由一个长度在1至12个字
符之间的可读昵称来识别。这些字符可以包括a-z、1�5和可选的点（.），最后一个字
符除外。这正好允许创建1,152,921,504,606,846,975个账户。

三级验证的唯一身份用户账户构成了hNS注册用户账户的一个子集，并将真实个体
与虚拟身份结合在一起，在保持匿名的同时实现了问责制。个人和企业可以通过身

份验证者接受身份验证过程，这些受监管的实体要对他们的证明负责，形成累积信

誉和声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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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hi DAO 和 元宇宙
元宇宙

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相信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将推动从互联网到元宇宙的过渡。hi生态系统是通向

hi 元宇宙的门户，使数十亿人能够获得下一代的货币、零售和娱乐服务--现实和虚拟世界之间的互

操作性得到提高。

与所有现有的倡议和项目不同，hi 元宇宙将拥抱Web3的理念，并由社区真正拥有和管理。成员们不

仅能够参与和我们的物理、人类现实高度接近的虚拟体验，而且还能对其发展拥有完全的发言权。

我们仍处于早期开发阶段，目前正在设计创世经济模式，以及会员将能够拥有的核心资产。这些资

产，从可定制的头像到可证明的稀有土地，将由不可伪造的代币（NFTs）表示，并在不久的将来供会员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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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O

尽管区块链的前提是去中心化，Web3的承诺是用户拥有互联网，但除了比特币和以太坊，只有非常

有限的项目/倡议/产品能达到这个黄金标准。加密货币交易的最大交易所是大规模的营利性企业，只

对内部人有利。大部分热门的元宇宙游戏，其所有权大量集中在开发者的治理代币上，几乎没有任何

可供治理的地方。

hi的目标不仅仅是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区块链生态系统，而是真正实现所有权和治理的民主化，允许社

区集体建立满足其最佳利益的服务。

诚然，汇集最初的资源和建立一个伟大的产品所需的大部分内容需要积极的、更大程度上集中的管

理。然而，就像公民参与孕育了最成功的民主制度一样，社区参与和问责制将使 hi成为最广泛采用的

区块链生态系统。

在 hi 发展的前两个阶段，创始团队将对战略方向和产品路线图有很大发言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当

hi 过渡到第三阶段时， hi的成员将占据主导地位，对建立什么，谁来建立，以及从收费结构到用户体

验等细节拥有全面的决策权。

凭借 hiP 解决人类独特问题的能力，我们为 hi 设想了一个两院制的治理模式。就像世界上许多民主

国家一样，将有两个议会--一个是每个 hi 成员都有平等的代表权和投票权，另一个是按代币持有量

加权的投票权。提案创建、通过以及奖励分配的确切机制将在我们过渡到第三阶段时确定。值得注意

的是，所有在一开始制定的规则也可以通过提案和投票来改变。

hi Whitepaper 25



原生代币：嗨币

简介

嗨币是 hi 生态系统的原生代币。在逐步去中心化的三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我们的目标是使代币
对其持有人的长期价值最大化。该代币目前在以太坊和BSC区块链上发行，并将在公链上线后迁移到
hi公链。

代币名称 HI

代币类型 ERC�20 和 BEP�20 未来有可能迁移至hi公链

最大供应量 13,192,916,300

ERC�20 合约地址 0xc4f6e93aeddc11dc22268488465babcaf09399ac

BEP�20 合约地址 0�77087ab5df23cfb52449a188e80e9096201c2097

代币审计 https://www.certik.org/projects/hi

嗨币总量和最大供应量

所有作为日常奖励部分被申领的嗨币，以及以锁仓期价格购入的嗨币都将在 "启动奖励和分配 "阶段
被铸造。每铸造一个用于 "发行激励和分配"的嗨币，还将铸造2.67个嗨币用于以下功能。在任何时间
点，以下分配的总和就是嗨币的总供应量。当总供应量达到最大供应量13,192,916,300时，就会停止
铸造。

发行激励及分配

1年或4年锁仓期购入的嗨币
0�3aeefc8ddf3f0787c216b60ea732163455b5163b

生态系统补助金

2年锁仓期 ‧ 月度解锁
0�142fc12540dc0fa4e24fb7bedb220397a9e77bf5

长期激励

5年锁仓期 ‧ 季度解锁
0xb1e5f7e027c4ecd9b52c0c285bb628351cf0f5c6

公司储备金

10年锁仓期‧ 年度解锁
0�300ae38ec675756ad53bf8c579a0aec9e09de1d7

基金会储备金

20年锁仓期 ‧ 年度解锁
0�592f9a9c2f16d27db43c0df28e53d0d6184db1c4

创始人及团队

4年锁仓期 ‧ 季度兑现
0xfa318277ec9633709d5ce641dd8ca80bb9cc73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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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和销毁

在第一阶段，hi将每两周一次在网站上更新以下内容：

- 新会员的数量

- 已完成身份认证的会员数

- 作为 "启动奖励和分配 "的一部分，已申领或购买的嗨币数量

- hi Play和 hi Trade产生的费用

之后新增的嗨币将在区块链上铸币，其中50%在以太坊，另外50%在BSC上铸币。产生的费用的一半

也将用于从公开市场回购嗨币，并在以下地址进行销毁：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ead

迁移至 hi公链原生代币

一旦hi公链主网启动，嗨币将从以太坊和币安智能链上迁移，成为 hiP 的原生代币。作为这次迁移的

一部分，嗨币将从单纯的 hi 平台实用型代币转变为整个生态系统的治理代币。代币持有者将有能力

创建和投票表决可能改变嗨币的代币经济的提案，从分配到供应膨胀/通货膨胀，以及区块链本身的

功能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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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币发售

在 "启动奖励和分配 "阶段的嗨币可以直接在 hi网站（hi.com/dollars）或移动应用APP上购买。可以

用加密货币（BTC、ETH、USDT、USDC等）或信用卡购买，会员须完成身份认证才能购买嗨币。会员

有以下三种购买方式可选：

a. 市场价购买

b. 1年锁仓期价格购买

c. 4年锁仓期价格购买

市场价格采用的是嗨币在第三方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平均交易价格。以1年锁仓期购买可享受

市场价格33%的折扣。4年锁仓期价格取以下两者中较高的价格：1）享有市场价格67%的折扣，和

2）与 hi会员数量挂钩的底价。

除了加密货币或信用卡，较大的购买量也可以通过法币银行转账完成，请联系 hi 团队otc@hi.com。

无论何种销售渠道，以4年锁仓期价格购入的买家均可享受以下额外奖励：

- 买入5,000 USD及以上等值嗨币 � 5%嗨币奖励

- 买入20,000 USD及以上等值嗨币 � 10%嗨币奖励

- 买入100,000 USD及以上等值嗨币 �15%嗨币奖励

- 买入1,000,000 USD及以上等值嗨币 �20%嗨币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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