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可信、去中心化的
加密数字资产管理平台

白皮书

Published & Copyright by: SAFEPAL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SafePal介绍
－ 关于SafePal
－ 价值定位
－ 愿景与使命
－ 成长历程
－ 生态协作

  SafePal产品

－ SafePal 硬件钱包及相关配件

－ SafePal 软件钱包

－ SafePal 移动端应用

－ SafePal 跨链闪兑

－ SafePal 交易

－ SafePal 理财

  免责声明与风险告知   代币经济模型
－ 关于SFP

－ Token应用场景

2



免责声明

本白皮书由SafePal官方发布，旨在为潜在购买者提供有关SafePal生态系统的信息，以使购买者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希
望购买SFP Token并使用任何SafePal生态内的产品和服务。如果您计划使用任何SafePal产品或购买SFP Token，请务
必仔细阅读本条款及风险告知。本白皮书存在多种语言版本，如各语言版本间存在表述出入，请以官网的英文版本为
准。SafePal保留对本白皮书随时修订的权利，请以SafePal官网的最新版本为准。

从SafePal购买或使用服务会在SafePal与用户/购买者之间建立具有约束力的仲裁协议。本白皮书不是来自[指令
2003/71 / EEC和修订令2010/73 / EU] [法规（EU）2017/1129]的招股说明书，不构成证券或证券的要约，不代表在任
何司法管辖区的证券投资招标，也不代表股份、证券或任何资产的其他买卖。持有SFP的用户并不拥有对SafePal主体
及其关联公司的包括所有权、利息、利润、赎回权、财产或知识产权、决策权等在内的财务或法律相关的任何权利。 
SFP可用于链上协议、社区治理和生态协作，与SafePal主体或其分支机构无关。

来自以下国家或地区的用户将无法参与SFP Token销售：
澳大利亚，白俄罗斯，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古巴，伊拉克，伊朗，朝鲜，苏丹，叙利亚，美利坚合众国及其领土
（美属萨摩亚，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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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告知
您承认并同意，在SafePal平台购买、持有及使用SFP存在许多风险。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您损失部分或全
部已购买的SFP。如果您决定购买SFP，请明确知悉、接受并自行承担以下风险：

1. 不确定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环境
SFP和分布式帐本技术的监管状态在许多地区尚不明晰。对虚拟加密货币的监管已成为全球主流国家的主要监管目标。
任何人都无法预测监管机构是否会在什么时间、通过何种方式针对此类技术及其应用（包括SFP和/或SafePal平台）实
施现有相关法规或新法规条例。此类的监管措施可能在多个层面对SFP和/或SafePal平台造成负面的影响。如果监管策
略发生变更并导致无法在该司法管辖区合法经营或未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则SFP发行主体（或其分支机构）可随时在
该司法管辖区终止运营。在经过与多方法律顾问进行咨询并对虚拟加密货币的未来发展和法律结构进行持续分析之后，
我们将谨慎地对待SFP的销售。因此，为尽可能避免相关的法律风险，我们有可能对代币销售采取不断调整的策略。

2. 信息披露不足
 截至本文发布之时，SafePal平台仍在持续开发中，其设计概念、代码及其他技术细节和参数可能会被频繁地更新和调
整。尽管本白皮书包含与SafePal平台有关的最新信息，但它并不是绝对完整的，SafePal团队可能会不时对其进行调
整和更新。 SafePal团队没有能力和义务将有关SafePal平台开发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开发进度和预期的里程碑）随时
通知SFP持有者，因此，信息披露不足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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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竞争对手
目前，各种各样的加密数字资产管理平台正在迅速兴起，并且该行业的竞争正在向日益激烈的方向发展。未来SafePal
钱包开源后，可能会出现竞品利用SafePal开放钱包平台下相同或相似的代码和协议尝试重新构建类似的基础设施。
SafePal平台将需要与这些竞品竞争，这可能会对SFP和/或SafePal平台产生负面影响。

4. 人才流失
SafePal平台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有技术团队和专家顾问的持续合作，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知识渊博、经验丰富。
任何成员的离开都可能对SafePal平台或其未来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团队内部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对于SafePal
平台的整体开发至关重要，团队内部如果发生冲突和/或核心人员离职，将对未来的项目开发造成负面影响。

5. 开发失败
SafePal平台仍在持续开发中，因此将客观存在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按计划执行或落地平台计划的风险，这些原因包括
但不限于任何加密数字资产或SFP的价格下跌、不可预见的技术难题、以及开发资金短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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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风险
黑客或其他的恶意团体或组织可能会尝试以多种方式干扰SFP和/或SafePal平台，包括但不限于恶意软件攻击、网络钓
鱼攻击、供应链攻击和暴力破解等。此外，第三方、SafePal团队或其分支机构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将漏洞引入SFP和/
或SafePal平台的核心基础架构，这些漏洞可能会对SFP和/或SafePal平台构成风险。

此外，加密技术和安全技术创新的未来是高度不可预测的，加密技术的进步或安全技术的进步（包括但不限于量子计
算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区块链底层的加密共识机制失效，从而给SFP和/或SafePal平台带来未知的风险。

7. 其它风险
上面简要提到的潜在风险并不详尽，您购买、持有和使用SFP还可能会涉及其他风险，包括团队或发行方所无法预期的
风险。此类风险可能会作为上述风险的变化或组合而进一步产生。您应在购买SFP之前，对基金会、SafePal平台、团
队及其分支机构进行全面的了解与调查，并知悉SafePal平台的总体框架、使命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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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Pal 介绍
我们致力于让加密数字资产变得更安全、易用、简单。



SafePal 财富SafePal 钱包

关于 SafePal

SafePal 平台由4大版块组成

SFP Token SafePal 生态

SafePal生态的核心组
成部分，致力于为大
众提供安全、易用、
功能强大的去中心化
钱包方案

一站式财富管理平台，
为用户提供包括购买、
闪兑、交易、DApp在
内的资产管理服务

SafePal生态增长的
核心驱动因子，赋能
社区共治与生态共建

包括参与SafePal生态
共建的合作伙伴、开
发者及社区成员

SafePal 成立于2018年，是币安官方投资的首个硬件钱包项目，目前服务于全球超过100个国
家和地区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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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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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Pal 通过三大维度为用户实现真正的价值：

强大的安全性

安全是加密数字资产管理
的基石。SafePal致力于
通过全球顶尖的技术架构
保护用户的资产免受攻击
与侵犯。

流畅的用户体验

用户体验是提升用户渗透
并推动加密数字资产发展
的关键要素。SafePal将用
户体验放在第一位，不断
打磨产品并打造无缝、流
畅的产品交互体验。

完善的产品特性

SafePal 为用户提供一站
式、完整的资产管理服务，
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完成转
账、交易、参与DeFi收益
等不同的任务，资产管理
尽在指尖。



愿景与使命

SafePal 致力于为用户
守护 并 增长 加密数字财富。

能够为用户提供高级安全特
性的去中心化、离线、开源
的硬件钱包方案

可靠、强大、易用的财富管理与增
值平台，能根据用户风险喜好提供
不同类型的年化收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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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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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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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Pal 是币安官方投资的硬件钱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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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协作



SafePal 产品
为终端用户提供安全、简洁、易用的产品体验



SafePal 硬件钱包及配件

• 内置行业顶尖的安全架构，包括EAL5+安全芯片、真随机数生
成器、自毁机制等

• 采用二维码扫码通讯协议，无蓝牙、无NFC、无WiFi
• 通过SafePal App一键绑定并管理，便捷尽在指尖
• 支持20条公链、上万种Token及所有类别的NFT资产
• 行业最佳性价比，仅售39.99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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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9

SafePal S1 硬件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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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Pal Cypher 金属助记词板
• 304等级不锈钢材质，可抵御1398℃的高温
• 防水、防火、耐腐蚀，时刻保护助记词安全
• 仅售39.99美金

SafePal 保护皮套
• 高品质PU皮打造而成
• 轻巧便捷，易于打理
• 轻松保管你的S1硬件钱包和银行卡
• 仅售9.9美金

SafePal 硬件钱包及配件



SafePal 软件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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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
支持助记词、私钥、Keystore、观察模式进行钱包
创建，灵活方便

安全
支持Passphrase、高级安全密码、指纹登录与手势
登录等安全特性

易用
交互体验流畅、易用上手、小白用户亦可轻松使用



SafePal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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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
一个App管理软件钱包、硬件钱包、交易钱包等多类钱
包，直观简洁

购买加密数字货币
支持通过信用卡、银行账户、iDEAL、Bancontact、
EPS、Giropay、Sofortbanking等方式购买加密数字
货币

闪兑/交易
随时随地完成币币兑换或交易

理财
DeFi与CeFi理财的聚合器，帮你轻松打理财富

Dapp 去中心化应用
轻松管理并收藏你最喜欢的去中心化应用



SafePal 闪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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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Pal Swap是SafePal App的内置自动

化做市协议，能够帮用户根据最新的市场

价格方便、快捷地兑换跨链资产，目前已

支持大部分以太坊、币安智能链、波场链、

波卡等公链发行的Token。



SafePal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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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Pal 交易功能集成了全球顶尖的币安现

货交易引擎，能够为用户提供强大、流畅的

现货交易体验，一切尽在指尖完成，是

SafePal最受欢迎的产品特性之一。



SafePal 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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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Pal Earn是加密数字资产的理财聚合器，可提供市场
上无论来自DeFi还是CeFi的最优质理财项目。用户可根
据个人风险喜好在SafePal里浏览、搜索和选择不同年化
收益的项目。

SafePal Earn将于2021年第一季度正式上线。未来，SFP
持有者可以通过质押SFP参与SafePal理财项目并享受额
外收益。



代币经济模型
SFP - SafePal 生态的助燃剂



SFP 代币
SFP 代币是发行在币安智能链上的BEP20代币，将作为SafePal生态的核心因子推动生态发
展和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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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储备 20%
团队 20%
社区与空投 15%
产品与市场合作 15%
种子轮私募 2%
战略私募 9%
私募 4%
公募 10%
生态协作 5%

代币总发行量   500,000,000 SFP
代币分配



核心应用场景

手续费与折扣
SFP持有者可享受SafePal平台的产品与服务折扣，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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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Pal硬件钱包与配件的购买折扣
• App内闪兑与交易的手续费折扣
• SafePal Token代码库的提交手续费折扣
• App内广告Banner的投放费用折扣
• DApp Store内的DApp置顶排名费用折扣
• 定制化硬件钱包方案折扣
• 未来集成的产品与服务（例如NFT市场）的相关折扣

SFP 代币



Staking质押激励 
SafePal 用户可以质押SFP并享受SafePal Earn理财项目的额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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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与特权 
SFP持有者可以享受以下特权：

• 来自SafePal及其生态伙伴的专属优惠券或VIP特权
• 参与SafePal平台发起的VIP市场活动
• 领取来自SafePal及其生态伙伴发行的限量NFT

核心应用场景

SFP 代币



社区治理
SFP持有者可以发起提案、并投票决定回购代币的资金用途及SafePal的新产品特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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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起提案者需最少持有500,000 SFP代币
• 提案总投票数需占当前SFP流通量的4%
• 1 $SFP = 1 票
• 需至少51%的票数通过
• 投票时长至少5天

Treasury金库
每个季度，SafePal将投入一定比例的净利润用于回购SFP代币，并存入Treasury金库作为社
区治理用途，具体比例将在下一版白皮书更新中公布。

核心应用场景

SFP 代币



生态发展
SFP将用为SafePal开放平台的推动因子，推动开发者参与SafePal开放平台的共建与发展。
在SafePal开放平台上，开发者将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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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SafePal特有的二维码通讯协议集成至第三方体系（如DApp，钱包等），以轻松集成SafePal现
有的安全、易用的硬件钱包解决方案

• 基于SafePal硬件架构自行开发定制化应用，并将硬件用于更丰富的使用场景，例如F2U身份验证
与授权

核心应用场景

SFP 代币



www.safepal.io

twitter.com/iSafePal

t.me/SafePalWall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