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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化!

KaiECO

“加密货币对

银行业的影响将和电子邮件对邮政业

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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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KaiECO

KaiECO 是Kai生态系统的简称。 Kai 生态系统是一个旨在为

有不同兴趣的加密货币投资者和爱好者提供不同平台的项目。

KaiECO 和 KaiDHT 是为整个生态系统提供能源的两个代币。

这两种代币将为投资者带来他们在加密货币世界中最喜欢的东

西，无论是通过耕种和质押自动赚钱，还是通过收集和铸造非

同质化代币(NFT)，甚至只是纯粹玩乐或玩高清游戏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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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KaiECO的使命

为代币持有者提供了跨平台于数码市场上
交易数码资产的机会

介绍所有人迈向去中心化的世界

降低进入更先进金融体系的门槛

一

二

三

四 提供对数码资产不可估量用途的认识

kaiECO 第五页



行业內的问题

大多数迷因代币(meme)仅作为

迷因代币，没有任何用途或对

社区的贡献。有些只是被名人

炒作，没有任何现实生活的发

展。因此，大多数投资者在没

有任何形式的回报的情况下损

失了他们的资本

我们的解决方案

KaiECO 代币 (kaiECO 和 kaiDHT) 的唯一

目的是成为 Kai 生态系统的基础代币。这

个 Kai 生态系统独特而有趣，拥有凉爽的

环境，用户可以通过在我们的锦标赛中投

注来进行互动或相互对抗。用户可以耕种

代币，通过质押获得奖励，照顾和繁殖小

狗并出售它们或互相玩游戏。在Kai生态

系统中，文化将会和谐地建立，友谊将会

无边界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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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ECO | KaiDHT 代币

$KAIECO 和 $KAIDHT 是社区驱动的去中心化金融 (Defi) 代币。

他们的价格完全由社区控制。这两个代币在整个项目的生态系

统中具有多种功能。携手并进，这两种代币将为投资者带来他

们在加密货币世界中最喜欢的东西，无论是通过耕种和质押自

动赚取收入，还是通过收集和铸造非同质化代币(NFT)，甚至

只是纯粹玩乐或玩高清游戏来赚钱。

币安智能链 (BSC)或以太坊 (Eth)网络都将支持这些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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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ECO 代币功能

每笔买卖交易的 6% 将重新分

配给每个符合条件的持有人。

这些将以币安智能链 (BSC)

的 BUSD 和以太坊 (Eth)网络

的 USDT 的形式出现。持有

的代币越多，预期的奖励就越

大。

每笔买卖交易的 4%将转移到

流动资金池。这是为了维持交

易，并且池中始终存在流动性。

每笔交易的 3%将被提取并转

换为 BNB 或 ETH 并存储在智

能合约中。当回购触发时，智

能合约会购买 kaiECO 并将其

发送到销毁地址。换言之，

这些代币会从流通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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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DHT代币功能

此代币是实用代币，用于交易

游戏实用程序、武器和一些游

戏物品。此代币的数量也非常

有限，因此不会应用于燃烧和

减少供应功能上。

每笔买卖交易的 8%将转移到

流动资金池。这是为了维持交

易，并且池中始终存在流动性

每笔交易的 2%将转入营销基

金，用于资助团队的营销活动。

这有助于传播项目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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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ECO 使用图形

非同质化代币

(NFT)市场

铸造您自己的非同质化代币

NFT 并通过市场出售。您还

可以创建自己的集合专辑。

质押
质押您的代币以赚取更多代

币作为奖励。

未来待定

未来将公布更多用例。

游戏

玩游戏以赚取和赢取更多代

币和奖品。我们正在开发最

初的三款游戏。未来将有更

多游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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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Kai游戏

Kai 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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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开发 Kai 小狗 -团队合作游戏

-单人角色扮演游戏

Kai 战斗 -玩家互相对战游戏



Kai游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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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游戏 游戏

KAI传说 KAI小狗 KAI战斗

参与这游戏犹如一個伟
大的旅程

繁殖、战斗、交易加密小
狗

与每个玩家战斗并赢得
他的代币



放聪明点来

加入 KaiECO 吧 !

KaiECO 项目的流动性和市值非常低，但代币的使用量

比其他拥有巨大市值的代币大得多.

一. 小型股 |潜力巨大

投资者只需持有代币即可赚取BUSD或USDT。对于每笔

交易，6% 转换为 BUSD 或 USDT，然后根据其代币比

例大小分配给持有人。

二 . 优厚奖励

KaiECO 代币 (KaiECO 和 KaiDHT) 将在 Kai 生态系统中得到

充分利用。随着时间的推移，KaiECO 供应会减少，而需求

会增加。

三 . 实际应用

四 . 回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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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ECO代币拥有一个回购功能，当触发时，智能合约将自

动购买代币并将这些代币发送到销毁地址。



我们的 Kai核心价值

专业态度

我们尽最大努力做好为你们

所做的一切。

以投资者为中心 坚决斗志

我们专注于完成我们的目标。我们为投资者提供最好的服

务。

“我们超越现在，创造
未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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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KaiECO
的专业团队

我们坚持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创建这个项目是因为我

们有一个使命，我们都为实现我们的目标而团结一致。

我们决心提供最好的服务。

运营主管

Krypton AAT

另一个热心帮助别人的人

创始人

Crypto Sniper

一个只想单纯地帮忙其他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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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Kai团队

Lil Walt
业务发展

专业的 KaiECO 团队

此团队致力于为投资者带来最好的东西。他们是专业人士，将尽最大努力满足每一位投资者的需求。他们专注于提

供一流的服务并保证投资者的满意度。

KaikenMan
首席开发人员

DawgFather
营销主管

KaiSoldier
技术开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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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umSauce
社区管理员

KrazyFlip
首席Telegram管理员

I Like Moon
图形艺术家

TTM
商业发展策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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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 KaiECO 团队

此团队致力于为投资者带来最好的东西。他们是专业人士，将尽最大努力满足每一位投资者的需求。他们专注于提

供一流的服务并保证投资者的满意度。

我们的 Kai团队



KaiECO的一般条款和条件

隐私声明 数码存根政策条款

版权 联系援助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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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ai-eco.gitbook.io/terms/privacy-statement
https://kai-eco.gitbook.io/terms/cookies-policy
https://kai-eco.gitbook.io/terms/
https://kai-eco.gitbook.io/terms/full-general-terms-and-conditions./intellectual-property
https://kai-eco.gitbook.io/terms/full-general-terms-and-conditions./customer-support
https://kai-eco.gitbook.io/terms/full-general-terms-and-conditions./disclaimer


谢谢你们
... 我们在月球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