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密经济



 

 

白皮书

年 月

澳大利亚，悉尼

摘要

对于大多数加密货币用户来说，日常交易在商家和买家双方都是非常不

切实际的。冗长的交易结算，高额的交易费用以及缺乏对用户友好的商

家设施意味着许多加密货币虽然很受欢迎，但并未用于普通购物。

是用于日常银行业务和商业交易的新型分散式区块链和全面的加

密基础设施。它拥有市场上最高的交易速度（即时），且交易费用相当

低廉。

由于基础架构包括面向用户的应用程序， 优化交易，面向零

售商的应用程序， 平台，稳定的硬币，插件，物理销售点（ ）终

端和借记提取功能。因此，一旦建立起来，玛瑙将成为连接数百万实体

商店，在线商户，用户和开发商以及隐藏经济的门户。

此外，生态系统将由 令牌推动， 令牌用于玛瑙生态系统中的多

个使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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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定义 
是一套完整的去中心化区块链，有 个移动应用，一套体系， 套装软件，插件，扩

展，实物销售终端机。该终端机是用于日常金融活动的全面加密基础设施，也是连接数百万

研发人员，用户实体店商家和线上商家与加密经济的门户。 包括全部由 驱动

的几个模块和物体， 代币有 多个持续的应用流和收入流。 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

多数模块已经建成，正在进行运转，或者有β版本，很快将完成。

是一套完整的去中心化区块链，有 个移动应用，一套体系， 套装软件，插

件，扩展，实物销售终端机。该终端机是用于日常金融活动的全面加密基础设施，也是连接

数百万研发人员，用户实体店商家和线上商家与加密经济的门户。 包括全部由

驱动的几个模块和物体， 代币有 多个持续的应用流和收入流。 的一个重要特

征是其多数模块已经建成，正在进行运转，或者有β版本，很快将完成。



 

 

存在的问题 解决方式

目前微支付的解决方式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区块链结算慢，解决方式不切实际；二是由于可支

付的代币数量有限，解决方式受限。虽然用户可以使用多种方式消费加密货币，但是由于经济中的

大量财富和游资都是法定货币（例如美元，欧元等），加之市场波动大，实体店商家或电子商务网

站很难接受加密货币或将商家的销售点终端或在线支付门户一体化。同时许多加密货币持有者正寻

找便捷，经济的方式消费加密货币。

我们在着手设计 的时候，发现在使用加密货币使存在许多核心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

决。

加密经济存在的问题 解决方式

整体解决方案

 缺乏能支撑真正的加密经济方方面面的全面的解决方案

 通过 个模块全方位考察真正的加密经济。

协议

 缺少白标解决方案，用户无法依靠坚实可靠的基础设施打造自己的数据应用或数据库

访问对象。

 帮助用户表达创意，完善加密经济

费用

 其他加密货币交易，兑换费用高。

 在 区块链上运行整个系统，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交易速度较快。

环保

 昂贵，不环保的开采方式

 区块链使用 开采技术，对环境的影响最小。

接受度

 与全部的传统商家相比，接受加密货币的商家数量非常少。

 几乎可以与目前全球所有的实体店或电子商务网站合作。

 面向用户的问题 解决方案

波动性

 外汇市场不景气，用户加密货币贬值。

 用户使用 自动机器人，有利于将比特币，以太币等转账至 ，用户可以最大限度

地提高加密货币的支付价值，

 



 

 

速度

 交易速度慢，一笔交易需要几分钟到几天的时间才能完成。

 新的区块链几乎可以即时结算， 货币的实际应用范围广泛。

货币管理

 管理需要不同钱包的不同货币和代币。

 用户使用 多币种钱包应用（目前有六种货币）保存管理不同区块链达 种不同

货币和代币。

 商家面临的问题 解决方案

种类

 商家不确定接受哪种货币

 目前接受五种最重要的加密货币：比特币，比特币现金，以太币，瑞波和莱特

币。我们计划增加货币的数量超过 种，通过 平台交易非常便捷。商家每次都

会收到等值的美元。

供应商

 行业供应商可能不会使用加密货币。

交易后再次回到现金环节，可以保证商家在每天的业务中将其转换为法定货币。

结算

 交易结算缓慢：许多供应商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向商家支付。

 在 体系中，商家可以立即获得所有的资金，用于消费。

制定复杂的 结构，不仅是为了解决问题，使用 引擎，而且终端用户使用这

个一站式应用保存管理加密货币。虽然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套装软件在这

一平台创建自己的商业模式，而对于不想冒险受到加密货币市场波动影响的商家

而言，这是最可靠的平台。

我们认为，与传统加密经济不同，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采用多种方式；用户需要更

多最佳方式消费，商家需要更加方便的接受资金，开发商和企业需要全面协议，

研发自己的应用， 等等。



 

 

性能

我们在支付产业中使用了最专业的团队设计银行等级的平台，在最短的时间高效地服务数百

万客户和交易。 我们的设计团队在支付行业有 多年的经验，也参加了几个金融项目，这

些项目包括利用新支付平台（ ）在澳大利亚设计最复杂的重要的金融平台称作 转

账 ，每天可进行 万次交易。现在 将根据区块链设计一款先进的金融体系，以最安

全，便捷和快速的方式，服务全球的用户和商家， 将具体的介绍其中一些内容。



 

 

 功能概况

面向用户的功能

 多币种钱包

用户使用一种便捷的应用管理多中加密货币。

 将加密货币兑换为iFiat 

用户使用 引擎或 交易机器人，手动将加密货币转账到 ，可以用于消费。

 iBucket（iFiat交易）  

用户可以将 与许多商家交换，体验 规则的结算方式，交易费也最低。

 使用借记卡消费 

用户可以将其 转移至借记卡中，可以立即消费。

 存入银行账户 

用户可以在 多个国家使用 中以上货币将 存入当地银行账户。 

 面向商家的功能

 Agate支付网关API 

用户使用开放源的 在 体系中建立自己的支付网关。

 Agate Payment Gateway (PG) App/Plug-InsAgate支付网关（PG）应用/插件 

免费，易于安装的应用 插件有助于电商接受各种加密货币，没有任何困难。这种应用 插件

也可与世界最著名的网店平台合作，例如 等

等。

 Agate POS终端 

实体店通过 终端收到按美元计算的商品和服务的美元价值，不受地域限制，因此很容易

处理加密货币，不受加密货币波动风险的影响。

 以 iFiat为基础的交易 

商家通过 接受付款，尽少体验 规则的结算方式，交易费最低。

 使用借记卡消费 

商家可以将 转账至业务借记卡，可以立即使用。

 存入银行账户 

商家可以在 多个国家使用 种以上货币将 提出，存入当地银行账户。



 

 

区块链

谚语因地制宜

不同的区块链用于不同的目的，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特定的区块链满足我们的要求，不同于目

前其他多功能，缓慢昂贵的区块链。下面，我们总结 区块链的一些性能：

 速度快

 交易费用低

 可扩展

 智能合约

 去中心化

 可开采

 安全

 代币生成器引擎

 区块浏览器

 速度快

区块链 区块规模和区块时间受到瑞波， 和波币 可扩展区块链的影响，使用类似

的规则，交易结算速度最快，同时不需要多方确认，因为其在 体系内部运行。（但是，

研发者可以设计其应用，需要多方确认。）

交易：1000TX/s 

主区块：1分钟65535TX 

微模块：3秒200TX 

 

微模块结构 

 

生成器：公共秘钥账户 

交易数据：序列号（交易） 

prevResBlockSig: BlockId 

totalResBlockSig: BlockId 

Signature: ByteStr签名： 

 

totalResBlockSig 是所有交易都来自于blockId=prevResBlockSig 的交易的新

签名并且有交易数据。这就意味着流动区块包括一个主区块和3个微模块。 

KEYBLOCK() <- MICRO1(tx1,tx2) <- MICRO2(tx3,tx4) <- MICRO3(tx5,tx6) 



 

 

我们有 个版本的最后一个区块：

ID 交易 

KEYBLOCK.uniqueId - 

MICRO1.totalResBlockSig tx1,tx2 

MICRO2.totalResBlockSig tx1,tx2,tx3,tx4 

MICRO3.totalResBlockSig tx1,tx2,tx3,tx4,tx5,tx6 

 

 交易费低

使用量身定制的区块链可以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几乎是免费的（固定交易费为 制

定这样的费用是为了保护 区块链免受垃圾信息攻击）。最终的目的是鼓励用户和商家

使用整个体系，不用担心交易费用，不依赖成本较高的传统的区块链，这些不适合微支付。

 扩展性

区块链包括三个微区块，数千名用户可以使用一个主区块同时进行交易没有耽搁。

 智能合约

我们研发团队正努力研究公布符合未来要求的 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具体类型。我们的重

点是简化合约，研发人员不需要学习一门全新的编程语言。我们期望在 年第一季度前向

公众公布智能合约。 

 去中心化

区块链将继续保持去中心化。并入主网后，我们欢迎所有喜欢管理运行节点的人参

与。

 开采

我们使用环保方式开采 这一点与开采比特币和以太币的 开采方式不同。 开采

方式消耗大量的电力，需要有先进的硬件和知识才能成为开采工。使用 区块链开采网

络，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开采工，唯一的要求就是购买 ， 货币，参加 开采的同时

还会得到回报。开采工人也可以经营自己的公共开采池， 货币少的用户可以将货币租给

开采池，按比例获得报酬。这表明最小值为 的用户可以成为开采工人。在租赁期间，

他们可以随时租赁从开采池中获得的货币，并且可以立即消费。



 

 

代币生成器引擎

（我们建议您阅读本部分前学习 部分）

中一个基本模块就是代币生成器引擎；为了发行 代币（例如，美元，欧元等）我

们使用 代币生成器引擎，我们创建这些代币就是为了推动 体系内部 之

间的交易。但是，所有人，包括个人，企业或研发人员都可以创建自己个性化的内部数字货

币或代币，可以用于运行 ，买礼品卡，经营忠诚计划，或者发行与 挂钩的代币等等。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代币生成器 或者 套装组件，生成可再发行或不可再发

行的代币。一次性成本为 货币。代币发行后，交易费固定为

区块浏览器

与其他区块链相似， 区块链有详尽的区块浏览器，目前用于追踪 体系内部所有的

交易，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多区块链结构 

我们充分利用 区块链的各个部分，将其整合，最大限度提高这一灵活经济的程序的效

率。

货币 运营 区块链。 驱动 区块链内部多数操作，依靠 区块链

运行，在内部推动 体系内部交易（请阅读 体系部分了解更多细节）。

由于目前 区块链在测试网络运行，我们正使用 代币（正在以太区块链运行，在

上交易），在我们迁移到主网后，将由代币持有者投票决定以下选择：

 基于智能合约的货币互换项目。代币持有者就可以以 ： 的比例用 互换

。

 我们将向所有 代币持有者的钱包里支付相同数量的 。

另一方面，我们刚刚提到，用户现在可以将不同区块链的五种不同的货币储蓄起来。而且，

货币的数量会很快增加。下面我们向大家展示概述一下这五种货币是如何配合的。 

 

 

 

 

 

 

 

 

 

 

 

 

 

 



 

 

 

 

 



 

 

用户多币种钱包应用

年一月，世界上出现第一个加密货币 比特币。比特币区块链结算迅速经济，但是使

用这种货币仍然是不实际的。因此创造了更吸引人的虚拟货币，这种货币未来会出现。每种

加密货币都需要在自己的区块链上储存，用户管理虚拟货币会越来越难。其中一个问题是

在，在现实世界如何消费这些货币。

最近，一些公司尝试制作基本的应用，回购用户的加密货币，将 货币存入维士卡或万事

达卡中，但是他们都有许多问题：

从用户要求将加密货币转换成账户账户中实际中的基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代币不是用来驱动体系的，多数情况下代币是安全代币，从公司收入或发卡方资金回笼获

得潜在利润，因此就会涉及很多费用。

多数公司只允许用户储蓄一种或两种加密货币（主要是比特币和以太币）

如果用户将货币存在应用中，货币就锁在那个应用中。多数时候，用户必须以威士卡或者

万事达账户的形式将货币转换为 货币，或者将货币迁移到另一个钱包中。 

 

 



 

 

除以上问题外，许多应用的功能已经承诺但是目前还无法操作，很多应用运行方式与他们最

初在白皮书中的承诺不一致。在 中我们努力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例如，在 的用户

应用中，用户可以储蓄五种加密货币，包括比特币，以太币，莱特币，比特币现金和瑞波。

多达 中加密货币目前正在发展阶段，预计于 年第四季度公布。全球汇率最佳时，用户

可以立即将加密货币转换成 体系中的任意 例如，美元，等 （请参阅

体系一节），这是与 货币挂钩的内部代币 定值硬币。这是 最重要的要素，因

为用户和商家可以发送，立即收到钱，而且免费，或者用户可以将现金存在他们的银行账户

中，或者装入卡中，在全世界 万个商店使用。用户立即收到资金。因此，目前在与我们

卡供应商的协议中，我们同意在信托账户中存有一定量的钱， 可以立即装载用户卡

片，在所有金融交易后立即更新余额。

交易机器人

用户使用 交易机器人将多种货币载入 ，获得加密货币最大价值。为了提高货币的

效益，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可以设定交易机器人交易的规则。这种解决方案的绝妙之处就

在于不需要将加密货币转移至不同的交易所；只需将任何的货币放入 用户应用程序可

用的钱包里。如果市场波动，还可以设定将货币转至 保持加密货币价值（更多细节参

阅“为什么 非常重要？”）。显而易见，和其他交易机器人用户类似，他们可以了解到

最新价格。

引擎

尽管加密货币市场一直在波动， 引擎使用机器学习和决策算法，例如递归神经

网络（ ），称作长短期记忆网络， 和逻辑回归，训练自己，告知用户何时为最佳时

间将加密货币转至 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引擎使用多种机器学习方法和复杂的交

易算法和市场预测，获得最好的结果，先暂且不提法律和合规性，用户需要认可决策，结束

交易。

我们的 团队受到 和 的方法论的影响创建了 列

排的数据库。如果我们从根本上将数据库向量化，仅为 的新的向量就会出现。我们在

矩阵中随意设定数字，“深入学习”的一部分就是更新数字， 电子表格发生变化。最终这

份矩形电子表格中的数字将最初 维向量变为简洁的 维向量，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函

数，将其分别用于向量中的每一个数字，最后所有结果都在 到 之间（或者 到无穷大；根

据具体情况）

是运用序列法的深入学习算法。每一步，代表下一个字符，使用矩阵运算，正如我们前

面看到的。由于 有某种内部记忆，可以记住之前发生的。使用这样的记忆可以确定如何

运行下一个输入。使用这个记忆， 可以记住这是预定范围的内部，我们如何正确获得嵌

套输出文本。



 

 

显示，此版本 称作长短期记忆 。 记忆清晰明确，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选择性记忆

 选择性忘记

 选择输出记忆比例

然后我们把我们维度的数据库与 结合，在 码下进行修改



 

 

我们在测试环境中，模拟三种不同货币（比特币，以太币和瑞波）八个月的交易数据，

结果显示在 例资金回笼中，与相同数量的随意撤回资金相比，使用 引擎的用户

可以节省 到 。

我们也把 引擎预测与实时数据对比，以此对比 起比特币和以太币交易的预测差

异，结果显示方差为

 

static void action_new_function(struct s_stat_info *wb) 

{ 

  unsigned long flags; 

  int lel_idx_bit = e->edd, *sys & ~((unsigned long) *FIRST_COMPAT); 

  buf[0] = 0xFFFFFFFF & (bit << 4); 

  min(inc, slist->bytes); 

  printk(KERN_WARNING "Memory allocated %02x/%02x, " 

    "original MLL instead\n"), 

    min(min(multi_run - s->len, max) * num_data_in), 

    frame_pos, sz + first_seg); 

  div_u64_w(val, inb_p); 

  spin_unlock(&disk->queue_lock); 

  mutex_unlock(&s->sock->mutex); 

  mutex_unlock(&func->mutex); 

  return disassemble(info->pending_bh); 

} 
 



 

 

借记卡

虽然使用法定货币支付仍然是用户消费加密货币最普遍，最便捷的方式，我们仍然与世界上

最大的卡供应商达成协议，全世界 ， ， 以上的商店接受 借记卡支付。 借

记卡最重要的价值部分就在于，如果用户要求加载借记卡结算余额，仅需几秒钟。因为持卡

者的信用账户浮动信用会自动收费，保持信用账户平衡，所以我们就余额达成了一致意见。

再加上持卡者的 ， 应用会立即使用户的卡获得资金。

由于 和借记卡供应商之间有牢固的协议，有基础 （了解用户，包括用户的全名，地

址和电子邮件）的用户能使用有下限的卡片。此外，证实自己身份通过加强型 后，用户

会有支出上限。

基础型 加强型

单笔交易限度 美元 美元

每日消费限度 每天 美元 美元

单笔取款限度 美元 美元

每日取款限度 每天 美元 美元

每日负荷限度 每天 美元 美元

卡最大余额 美元 美元



 

 

商家应用

我们对加密经济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大量广泛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加密经济中流动缓慢的主要

要素不一定是支付方式和工具恰恰相反，问题在于商家方面。尽管有几种方式将加密货币

兑换成法定货币，然后在实体店或网店使用，就商家而言还是没有太多的实际，灵活和经

济的解决方式。我们也了解到，尽管目前商家接受加密货币的解决方式较少，但商家最大的

顾虑是市场波动和高额的费用。商家主要需要支付各种费用，包括使用法定货币支付供应商

和员工的费用，租金和其他费用，但是他们不想接受风险；尽管他们会得到更多原因消费加

密货币的顾客，他们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众多的实体店 终端，对于商家是不可行的：第一

难管理，第二租金高，特别是没有足够多的用户消费支付费用的情况下，没有主要公司支持

设立实体 终端。相反地，传统 终端的租金和费用都非常昂贵，所以我们认为 商

家应用和 终端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因为，商家应用在我们的

系统中运行，该系统由 区块链运行，该区块链也是目前为止最经济最快速的区块

链；与法定货币挂钩的代币，我们成为 例如，美元，欧元等等 在这个体系中都是浮动

的，所以当 用户应用中的用户兑换加密货币，将其转至 （或者使用 交易机

器人， 引擎或手动进行），他们可以立即使用 商家应用中的资金，用户在三

秒内收到资金，一分钟可以进行高达 次的交易。

如果商家的 中收到了资金，他们要么可以预定一张卡，将资金存到卡里或者提出钱存

到地方银行账户或者在 商家应用， 终端或在线商店中消费。

这种方法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商家不需要承受加密市场波动风险，因为他们的钱包中有相同

价值的法定货币。而且他们不需要使用复杂的体系，追踪市场，将用户的美元价值转换为加

密货币，这也表明，用户的商品或服务不需要多种标签和定价体系。 

 

 

 

 

 

 

 

 

 

 

 

 

 

 

 

 

 

 

 

While a growing number of merchants worldwide are accepting 

cryptocurrency as a payment method, it appears that cryptocurrencies 

are not primarily being used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for daily 

purchases. This is due to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price volatlity and 

the lack of a ‘closed loop’ cryptocurrency economy, in which people or 

businesses would get paid in cryptocurrency and then use 

cryptocurrency as a primary payment method for everyday expenses. 

 



 

 

 

移动和桌面 终端

现在有两种 终端：是为移动用户和实体店使用的，这两种终端都有独特的功能，

包括但又不限于以下几点： 

 无界限

传统的 终端机受特定地域限制， 终端机则不同，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没

有基础设施限制。这些终端机使用互联网可以安全地连入五大洲云上的 服务器，用户可

以使用移动网络（例如， ），或者其他类型普通网络连接（例如， ）将

终端机连入网络。 

 

 无交易费

目前商家要向银行，金融机构或 供应商缴纳 至 的交易费， 终端

依托于 体系，该体系在 区块链 上运行，商家的 钱包收

到资金时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是去中心化钱包，例如，可以在任何地方向

供应商付款或为自己购买 或者，他们可以要求存入银行账户或者存入借记卡中。

 即时结算

在传统的 终端体系中，银行或者服务供应商只允许商家每天结算一次或两次。

结算 小时后，由于各种原因，例如，如果商家公司银行账户与 供应商账户不

同，或者周末银行停止办理业务（通常为晚上 ： ），商家无法使用资金。在

体系中交易解决实时结算的这些问题，因为顾客支付完毕后，商家钱包中

的资金就到账，可以使用。

 安全连接

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体系，由于没有中介处理交易，所有的交易都是在 体

系区块上运行，有唯一可追踪的 ，可以在 区块浏览器中追踪。对于从

终端到云主机的其他连接（命令，用户数据等等），我们使用一种安全的方法，将

所有的数据贴上公共秘钥和一个随机数；然后将贴有标签的数据和随机数发送到云

端，服务器就会使用秘钥解码，整个程序在具有有效 证书的 环境中运行，该

证书是基于 证书的对称性的 字节加密。



 

 

 无锁定合同，无退出费用

为鼓励商家使用 终端，发展 网络，没有任何锁定合同；他们所

需支付的是 代币一次性费用，如下图所示，还有一小部分 代币月费，用于维

护基础设施。而且，商户可以随时退出终端，没有任何惩罚。

物品属性 移动 手持 台式

初置成本

月成本

*价格随每个AGT市场价值变化而变化，目前价格为2018年二月价格。 

 无月费（可选）

为避免每月缴费，商家可以一次性缴费使用 终端；可以使用 钱包或 代

币缴费。

物品属性 移动 手持 台式

维护成本

价格随每个AGT市场价值变化而变化，目前价格为2018年二月价格。 

 

 支持

室内终端（台式）支持 支付，所以用户不需要出示 码，可以使用 支付

（类似于威士卡的 或者万事达卡的 ）

 销售虚拟商品

为鼓励商家使用 终端，他们也可以直接在 上出售虚拟商品（例如，电

话费， ， 和类似的物品），获得佣金。所有这些交

易都是使用 套件在 系统中进行的，任何愿意向 用户销售服务的

供应商都可以提供这些商品 但是需要在 之后进行。如果 商家应用更新，所

有商家 都会这个功能，不需要任何其他硬件或费用。

 无损失

在传统的 终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或者是因为应用错误或电击，终端遭到破

坏，商家如果没有及时结算，很可能会损失一天的收入。在 终端，由于其

是去中心化的系统，这样的事情就可以避免；用户支付完毕， 终端就会进



 

 

入 体系，所有的资金都位于 区块链，商家可以从其他设备中获取资金，用

于消费或提取现金。

技术细节：

项目 移动 手持 台式

功能 扫描 复印
 扫描 复印

分辨率
 

黑白打印速度
 

类型 点矩阵 热敏

内存
 

网络 有线 无线 有线 无线

显示器规格



 

 

2.9 支付网关应用和插件 

互联网有几百万在线商家，但是与商家所述原因类似，只有一小部分商家愿意接受加密货

币，通常他们接受比特币，有时候接受以太币；同时，许多商家不接受任何加密货币，主要

原因如下：

市场波动；商家不愿冒险。

例如：今天一位顾客想以 美元的价格买一架无人机，希望用 支付。比特

币的法定价值为 ， 美元；顾客要支付 。由于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性，第

二天 的价值仅下降 ，达到 美元，这表明商家同样也会有 美元的收入。

而且，商家还需要用美元或另外一种法定货币支付供应商；因此，商家或者使用一种

在线服务或交换方式将货币转换为美元，很明显是支付汇率，有时还要支付手续费，

所以一天结束，商家实际收到 美元，这样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有可能加密货币的

价值上升，但是如果将以上提到的成本都计算在内，商家可能还会面临风险。

价格波动在不同的兑换情况下追踪保持不同加密货币的定价是很困难的，大多数情况下是

不现实的。

难于融合；多数加密货币网关都难于与传统网店结合，这些网关是在加密经济中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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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 ，是开放源，位于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网关 在 体系

中创建自己的支付网关，在 区块链上运行；这表明，从技术角度而言，使用 支

付网关 ，所有的在线网站都能接受加密货币。所以我们研发了免费的 应用， 个

国家的 ， 在线商店接受加密货币，该应用需要几分钟就可以从 应用商店购买

并安装。

根据 统计，截止 年 月 多万用户使用 商店 处理的支

付金额达到 亿美元，占本季度 的 ， 年第二季度为 亿美元占其季度 的

。为从总体上支持 支付网关 和 我们计划为五大网络购物平台开发

类似的插件，免费发布；这五大平台包括 和

。通过开发这些插件，互联网上 以上的电商如果安装插件就会立即接受加密

货币。



 

 

套装组件

根据 标准制定的全面的 套装组件使用多功能安全模式确保安全。该套装组件不仅

是 币和代币持有者的另一个收人流而且也是 使用者的白标解决方案，赢得

更多顾客。很明显， 套装组件的成本取决于 。 套装组件定价方案包括不同 呼

叫限制，顾客应存入最少量的 代币作为信用。因此，只要顾客使用这一体系，就应该持

续储蓄。



 

 

体系

最有趣的元素就是 体系。该体系使用去中心化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

解决加密经济中的许多根本性问题，推动实时交易，成本低。

区块链也有自己的组成部分；本章将具体讲述。与法定货币挂钩的加密货币工作原理与定值

货币相同，称作“ ”。所有的 最初都是在 区块链上发布，所以他们是一种加密

货币代币。根据相应的法定货币单位，每个发行流通的 单位都是 ： 的比例（

等于 美元）。

与其他的与法定货币挂钩的加密货币相比， 具有以下优势：

位于 区块链而不是位于不发达，没有经过测试的区块链，也不在去中心化，私有

数据库上运行的封闭源软件，也不在像比特币这样昂贵的缓慢的区块链上，因为比特币不适

合作为媒介转移资金或用于微支付。

● 但是， 可以像其他加密货币一样使用，例如，用于 ，伪匿名，去中心化，密

码安全的环境，但是 仅在 区块链内部流通，推动支付和实时结算，确保用

户和商家资金价值安全， 赎回不会收到任何价格或流动性的限制。

● 

● 在去中心化最快的区块链平台运行，该平台包括 浏览器基础，钱包加密，

开放源，多方安全和报告功能，所有的交易都可以使用区块链浏览器追踪。

● 传统商家

● 尽管 利用以下选择方式可以充分补救，最大的利用方式是与其他商家或供应商

共同消费，因为这是实时的，用户交易费少。

● 即时存到虚拟或真实的借记卡中

● 要求转移到银行账户

● 支付各种账单，包括偿付贷款，公用事业等。

● 生成加密礼品券，可以从 所有商家收回（实体店和网络商店）

系统可以支持许多不同的 但是目前该系统依赖美元，通过美元挂钩，每个代

币代表 美元。在后面的版本中我们计划增加欧元，英镑，日元和澳元。



 

 

去中心化的

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钱包，管理 代币（例

如，美元）。

为什么 非常重要？

达到峰值

用户可以自由用加密货币与法定货币交换，不仅实际购买或想要转移至借记卡或银行账户的

时候可以交换，而且市场价值最高的时候也可以交换。可以使用 引擎， 交易

机器人或者应用户的要求手动进行交换。



 

 

例子：假设 的多币种钱包里有 和 ，如果 的价值为 ， 美元，

的价值为 ， 美元。他向将 ， 美元转至借记卡；他可以有 种选择。

 根据他的选择，他可以使用 和 组合转移，或者只用 转至 然

后存到卡中。

 根据市场趋势，他知道，如果等一会儿（例如，再等一小时），只交换 ，

他的收益会更好，所以他就会激活 引擎 小时（或在指定时间），关

闭应用， 引擎根据不同机器学习算法（在机器学习算法章节已经讲

到）一直寻找最佳时间交换一个或两种加密货币，通知他，要求他批准此交

易。

 当 和 价格达到特定值可以执行协议的时候，他可以设置 交易机器

人。

结果：

根据市场趋势，结果经常变化，我们审核熊市和牛市的状况，具体描述如下。

牛市：

传统方法

在第一种情况中， 或者 的价值或两者的价值增加，如果 （和多数支付

应用用户一样）仅有一次机会在消费的时候将加密货币转换为法定货币，很明显再

晚一点出售可能会失去潜在利润。

使用 ：

根据目前市场趋势， 认为如果他等一会儿转移加密货币，他得到的利润会更

多，所以，他会等到时间合适。或者，他也可以交换所需量的货币或者多交换一

些，将其转到借记卡中；为此，他需要将 ， 美元转至卡中，但是如果时间不

错，他会向 中转 ， 美元，然后向卡中转 ， 美元，其余的钱用于其

他目的，包括从 任意的商家或在线商店直接购买，或者购买其他加密货币。

这是最佳案例，因为 引擎会通知他将加密货币兑换成法定货币的最佳时

间。



 

 

熊市：

尽管市场倾销不是加密货币兑换的最佳时机，因为货币的价值或多或少会下降，但

是用户可以立即用加密货币兑换任何价值最高的 代币，使兑换货币的损失降到

最低；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可以手动进行，也可以使用 交易机器人

设置“阻止损失命令”。然后，由于加密货币的法定价值不会强迫用户将货币转移

至银行账户或借记卡或在商店消费，用户可以将资金存入 自己随意消费或者

加密货币贬值时回购加密货币。用户通过内部套利的方式获得收益。

内部套利实例：

相当于 ， 美元，我们这时处于熊市。用户可以立即用 兑换

， 将其存入 然后，过一段时间后， 价值降低到 ，

美元，这样用户可以使用 余额购买 ，获利 ， 美元或者用户可

以购买 ，这样用户几小时就赚得 ，之前的加密货币组合就没

有损失 ， 美元。

消费地点不受限制

对于所有持有任何加密货币的人而言，可以自由地在任何地点，实体店或网店消费才是最重

要的。用户可以利用 系统消费加密货币； 可以看做是 代币去中心化的

钱包，因为商家使用 接受 代币， 不会向其索取费用，商家更愿意立即使用

获得资金，而且更重要的是免费，不会受到加密货币市场波动的影响。这对于商

家而言是前所未有的。

退货

在现实生活中，顾客要退货，原因很多，例如，地方政府法规需要保护消费者权益，或者出

现假冒伪劣产品。在目前的法定经济中，退货对于商家是很昂贵的，加密经济中，商家和顾

客双方都需要付费。相反，在 系统中，内部资金转移成本是很低的（都是

）所以客户可以拿回所有的支出放入 。

争议

所有的 转移都是在区块链上进行的，因此发送和接受双方在解决交易的的时候不会有

任何争议，因为他们双方都可以在公共区块链浏览器中追踪交易



 

 

首次代币发行
商业模式和代币量度和收入

以上所有 功能和选项对于终端用户和正在使用这个软件套装的商家而言，前景看好，

本章为代币持有者进一步说明 代币的价值要点，评估其巨大的发展潜力。

实际上， 在推动整个 体系在运转，从第一天开始就有真正的价值。例如，用

户可以使用法定货币或根据市场的比例使用等价的 代币购买借记卡， 终端机和其他

附件。

代币数量是固定的（指的是存储在 的智能合约），由于增加购买 代币的用户

和交易的数量增加， 的价值也会大幅增加。

代币价值定位

与区块链应用上新生成的 代币或没有或只有一个收入流的软件不同， 代币的价值定

位就是有多个收人流确保代币持有者有牢固的持续的附加值代币。我们一直努力为 代币

尽可能多的增加新的强劲的收入流，下面是目前 代币的一些事例：

不同加密货币之间所有的交换订单固定费用为

执行的时候使用 交易机器人进行的任何一笔交易都需要 。

尽管将加密货币兑换为任意 代币是免费的，但是如果用户将加密货币转移至卡中

或通过银行转账， 会收取 代币转账费用。

举例： 想向其卡中转入价值 美元的 。他按照最优兑换比率兑换了 ，

下一步就要收取 没有其他的兑换或转账费用；然后他要向卡中转入

美元。

约和 美元， 美元的 是 美元， 需要 才可以执行这个

订单，所以如果 代币的价值增长了 ，每个代币价值为 美元；为了完成这一

订单， 需要 ，所以购买储存更多的 代币才能节省更多的

费用。

为了大力推广 系统，例如在 系统内部购买任意物品没有交易费，

顾客可以去任意 商店，线上线下商店都可以，顾客支付 购买物品，商家就会

收到正好 ，这些钱商家就可以用来支付本系统中的供应商，或者可以将其资金转入

卡中或银行账户。我们会收取 的 代币手续费（与用户转入卡中费用相同。）



 

 

定购卡， 终端机，打印纸或者任何商家的其他附属设备都可以用 代币支付；

这会立即增加代币的价值。

根据本章所述，任何人使用 代币生成器都可以创造个性化的代币；为此需要一

次性支付 。可以使用 代币生成器 或者 套装组件完成。

无论是在 系统内部或当企业或研发人员创建自己的代币的时候，任何交易都应用

货币支付（如同在以太坊内使用 支付）。

如果我们从现在的测试网转为 的主网，那么所有的 货币都可以开采。我们

在区块链中使用 方式，挖币者至少需要买 ， 货币或创建公共开采池才能开采，

这也会极大地增加 货币的需求。

一旦智能合约实施完成，如果在 中执行合约，区块链用户需要使用 货币支

付。

收入，使用综合 套装组件，整个组件可以为下列人员作为白标平台：第一，有

自己的客户，想不缴纳银行费用的人（例如，大型超市或加油站连锁店）或有自己的招揽顾

客的方式，使用市场战略的公司，或想要将 与目前状况和应用结合的企业或者甚

至 。他们可以自己生成 代币，保证没有其他的代币发行者， 内部所有的

操作都使用 代币，根据下面的价格表购买 通话套餐，再加 代币用于支付首次建

立账户费，前 家公司免费。



 

 

代币价值定位

标志

代币总供应量

代售 代币总供应量

代币提议汇率

最低缴纳额度

最高缴纳额度 不包括合格投资者和战略伙伴

意向书日期 +白名单 : 2018年5月25日 12:00:00 UTC - 20 8月2018年 

 

公开预售日期:  2018年8月21日至2018年10月14日（从25％到5％的折扣） 

 

公共众筹销售日期:2018年10月15日至2018年11月15日 

 

软上限 硬上限

美元 美元

禁售期
团队所有代币根据智能合约的禁售期为一年，等待期按照季度计算。

待售代币

根据智能合约确定



 

 

附录

路线图

年 月 实现理念，市场调研

年 月 集团首轮投资 ， 美元

年 月 架构设计和白皮书

年 月 启动 建设

年 月 移动应用α版

年 月私人投资 ， 美元

年 月 区块链现场网络测试

年 月 发布应用β版本

年 月 公布白名单 意向书 

年 月 月：

年第一季度 区块链主网

年第二季度 智能合约

年第二季度 开发 插件 应用

年第三季度 多币种 多语言

年第四季度 银行许可证



 

 

合规性和治理

多数加密货币应用仅注重技术功能， 的所有功能和程序都遵循各国规章制度；这可以

保护公司和用户的资产。例如，商家应用上的 功能是一个备选项，商家只需轻轻点

击按钮就可以激活该功能，收到所有的税票。

《一般数据保护法案》

一般数据保护法案（ 欧盟法案 ） 将于 年 月 日生效。该法案要求所有

处理欧盟居民数据的外国公司都要遵守这些规则。该法案要求严格保护数据，如果违反规

定，惩罚高达全球收入的 。 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要求所有欧盟居民将所有包含其信

息的数据删除， 架构的设计就是为了与 保持一致，该部分要求用户使用完毕后删

除细节。

简介

是一个全球性的团队，由位于新加坡的 科技私人有限公司，和位于澳大利亚悉

尼的 私人有限公司设计建立，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获得批准。该团队设计开发人

员达 人以上，设计，建立，运行几家科技初创公司和获奖企业。 项目于 年 月启

动。在此之前，该团队对微支付和加密货币管理目前的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努力找到简

单，经济，安全的方式缩小法定经济和加密经济之间的差距，让开发人员以最小的成本在综

合平台展示其创新技能。

创始人组成了一个由企业，行业洞察和最佳营销和法律专业人才组成的三角，同时得

到了强大，热忱的技术团队的支持。



 

 

团队 (请参阅 ：www.agatecha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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