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tecra.space 1
L I G H T  P A P E R

去中心化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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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ra

Tecra 总论
本文介绍Tecra的生态系统。

Tecra是在区块链生态系统中运营的创新型初创公司。该初创公司参与影响世界数字化发展
的差异化业务和科学活动。Tecra通过独特的区块链解决方案努力解决与当前全球经济和21
世纪技术进步特别相关的问题。Tecra将加速区块链和IPR市场，使其能够找到最可持续和社
区认可的解决方案。

Tecra提出的解决方案将为有缺陷的集中式系统提供替代方案-解决诸如大型公司主导的全球
市场之类的问题，从而削弱个人的影响力和增长潜力。通过实施分布式分类帐技术，提高众
筹的可信赖性，可追溯性和透明度。
我们的生态系统由三个相互补充的项目组成，为我们的用户提供广泛的发展机会-加密货
币，数字资产的未来去中心化交易所以及众筹平台。这些产品的创造与我们在技术和财务方
面的权力下放的核心价值相吻合。

Space

Coin 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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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生态系统？

Tecra的主要目标人群是什么？

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带来的利益。作为完整的客户体验，我们提供客户所需的一切-进行股
份，交易，投资的可能性；培养自己想法的机会。

我们相信为人们提供个性化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供他们可以根据其潜力的最佳知识
使用的框架的原因。我们寻找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未来，创造力，交易方面；我们为
他们提供了选择的机会。

Tecra

Tecra

科学家，发明家和技术创业公司。它们
可能构成全球成千上万的人和计划。

投资基金和专业投资者。特别是，其中
包括风险投资基金和商业天使。

对区块链技术和众筹感兴趣的社区。这
包括个人投资者，他们目前在我们的社
交媒体上构成一个不断发展的社区。

学术部门。对许可项目感兴趣的各种学
术组织和机构。这是一个为来自世界各
地的大学项目提供平台的机会。



功能和产品
Tec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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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R是令牌化平台上的一种交换手段。通过发行TCR，我们创建了一种
货币，该货币由于透明度和验证的可能性而使我们的社区能够以安全的
方式支持创作者。每笔交易都有时间戳。通过使用我们自己的加密货
币，每个支持者都可以访问有关其投资资金使用方式的详细概述。与其
他工作量证明加密货币相比，广泛的好处还包括交易速度以及相对较低
的交易成本。

该加密货币将用于在平台上交换项目的令牌。TCR为早期的投资者和新
的投资者创造价值，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将加密货币用作高科技和其他
飞速发展投资机会的提供者。

根据我们的业务计划，有限的供应和一些精选项目的发展吸引了更多
的人，将为 TecraCoin创造更大的价值。TecraCoin的总供应量为
210,000,000，不可能再发行任何TCR，这意味着将更难获得代币。此
外，在成功进行筹款活动的每个项目中，在Tecra平台上注册的所有硬
币持有人都将获得奖金佣金。

TecraCoin 加密货币

我们为客户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应用程序来存储其加密货币。为方便起
见，可以将其下载到您的智能手机和计算机上，也可以在我们的网路平
台上使用。还可以存储不同的加密货币（ETH，USDT，TCR-以及更多！
）。

数码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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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产品
Tecra

TecraCoin Smart Deposit (智能存款)是一项抵押服务，适用于移动钱
包（TCR 电子钱包）和app.tecra.space上的Web钱包中的TCR持有
者。它允许硬币持有人通过以有吸引力的利率开立专用存款来赚取被动
收入。 Tecra Space主页上提供的功能之一是智能存款计算器，您可以
使用它来查找使用此服务时可以享受的特定费率。

我们在以下交易所上市：Hotbit，不久之后还有Binance。但这只是开
始。我们一直在与顶级交易所进行谈判。此外，Tecra正在创建自己的
去中心化交易所

智能合约是一项重要功能，将在2021年下半年在Tecra Space上实施。
智能合约将在Tecra Space上使用，以生成太空令牌。通过使投资者与
项目创建者之间的协议自动化，它们将有助于确保我们众筹平台上的投
资过程是安全且透明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和令牌化的实施将
确保产权的清晰性和专利所有者的身份。此外，智能合约对于构建具有
高交易量的基于区块链的众筹平台至关重要。

我们的网络受到许多主节点的保护，这些主节点允许用户从每个新创建
的区块中受益。以简单的方式，可以从区块链本身中受益。在下一步
中，我们计划实现一键式主节点。此功能将允许TecraCoin持有者一键
创建主节点，然后从TCR钱包访问它。

TecraCoin是可挖掘的工作量证明加密货币。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我们当
前矿工奖励的更多信息，请查看我们网站tecra.space上的技术文章。

放样计划智能存款

交换

智能合约

主节点和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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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ra Space 众筹平台
Tecra

它的目的是使创作者与投资者联系起来，以便对知识产权和技术项目进行标记化。这个众筹
平台由区块链保护，使用户可以受益于多个项目并使用TecraCoin进行投资。
Tecra的目标是提高迄今为止尚缺乏的领域的众筹的可信度。人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专业知
识，并且具备将其与创造力和未来主义愿景联系起来的能力，而他们通常所缺乏的就是独立
性和资本。Tecra将加快知识产权市场的发展，因此，越来越多的问题将找到最可持续和社
区认可的解决方案。

我们使用加密和令牌化技术是因为它是一种快速，便捷且通用的结算手段-而且，它便宜且
可从世界各地访问。该解决方案的另一个强项是，上述交易中的中间人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术
语，而是在民主和精英上达成一致的。通过使用分散式网络，我们不需要银行或其他集中式
机构就可以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加密货币市场的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Tecra打算利用这
一势头为我们的用户带来利益。现在是使加密货币世界更易于访问和人们更加意识到其好处
的时候了。



介绍空间代币

Tecra DEX 去中心化交易所

Tecra Space令牌是在Tecra区块链上为T项目创建的一种数字记录。令牌化是将投资分成
较小部分的过程-每个部分都由令牌表示。太空令牌是创作者与投资者之间协议的合法化，
是支持项目的数字化证明。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如何投资我们平台上所列项目的更多信息，或如何提交资金想法的信息，
请查看我们网站上的Tecra Space白皮书。

Tecra

Tecra

Tecra为获得欧盟和波兰政府的信任而感到自豪。明智增长计划
（POIR.01.01.01-00-0552/19）批准了欧洲的批准，因此我们有义务执行我们的计划并实现
先前所述的目标，并且我们的工作必须透明，因为不断进行独立监测和评估。当达到一个里
程碑时，分期付款将分期支付，以确保市场流动性。我们由欧盟支持的项目的名称是“在实
施去中心化平台以交换数字资产（尤其是代币化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的去中心化背景下研
究区块链技术。”
我们的主要里程碑包括进行多维和集成研究（包括预实施阶段），致力于创建去中心化的平
台来交换数字资产（尤其是其令牌化版本的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IPR）），实施数字化智
能合约，等等。如果您正在寻找有关它们的详细信息，请检查我们的路线图。
我们的公共资助证明了该项目将会发展并且可以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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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ra

为什么支持我们是一个好主意？
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产品？

01技术
Tecra的主要重点是开发独特的区块链解决方案。我们分布式账本的最新版本是基于比特币
区块链的zCoin硬币叉的修改版。我们的团队正在不断开发项目背后的技术，以提高我们的
安全性并确保交易顺畅。Tecra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创建分布式账本的全新版本，以应对不断
变化的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

Tecra区块链已经成功通过了ICO和IEO阶段。Tecra自己的区块浏览器基于我们专家的原始
解决方案，这使其成为一项独特的创新。我们的移动应用程序TCR Wallet提供了各种可访
问的功能，例如TecraCoin智能存款，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用于安全恢复私钥的工具。我
们还自豪地宣布，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区块链 Tecra 2.0将提供带有自动生成器选项的智能合
约。借助我们的dPoW附加组件，我们增强的PoW共识协议可确保块保持不变并得到更安全
的保护。
通过使我们的区块链资源管理器易于访问，每个投资者都将能够监控其资金的真正使用地-
借助我们的可追溯性设备，可以确保交易双方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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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我们的商业模式

我们于2018年10月进行了ICO (
初始代币发行)，筹集了近200
万美元。此外，我们还获得了欧
盟“智能增长”的赠款，总额为
2 778 297美元。我们的加密货币
项目已完成；对于Tecra生态系
统其他部分的完成，我们估计到
2022年。我们有来自欧盟的资金
来完成该项目。

我们的主要利益是我们分享Tecra Space上成功项目的投资者费用的方式。我们将其分为三
类-2％用于平台维护，另外2％用于硬币刻录，最后，每位TCR持有者平均分配3％！这种做
法使我们的社区更加强大。

Tecra Space 手续费

3%
费用在Tecra Space平台上注册的所有
TecraCoin 持有人之间分配

2% 致力于燃烧TecraCoin

2% Tecra Space令牌化平台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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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愿景
Tecra重点关注的项目是环境友好型的或围绕可持续发展的。
这是为未来派爱好者打造的整体体验。
我们为其他人提供与我们一起创造未来的框架。
我们希望在平台上支持的想法是那些专注于技术，创新和可持续性的想法。您可以在tecra.
space网站上查看已被征募的项目，以查看一些示例，但是我们建议应聘者不要限制他们的
思想，并用他们的新思想拓展视野。

•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人们创造一个实现梦想的空间，并在保证交易安全的情况下实现梦
想。

• 我们希望向人们证明，区块链世界不一定只是热心爱好者和专家的封闭场所-任何人都可
以参与并从我们的生态系统中受益-发明家，众筹爱好者，私人企业家。

• 我们的社区-我们希望扩大加密货币和区块链解决方案的范围。尽管从技术上讲，我们仅
为客户提供发展其创新思想等的框架，但我们还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加密的内容丰富的文
章，供人们熟悉这些术语。此外，由于我们社区在频道上不断发展的发展以及我们团队
精心制作的新闻通讯中的报告，我们的社区不会错过任何新功能。

Tecra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www.tecra.spac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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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联系并了解更多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 tecra.space

加入我们Telegram社区 - Telegram

加入我们的的Discord社区 - Discord

在Facebook 上关注我们 - Facebook

为了了解更多阅读白皮书 - Tecra Space Whitepaper

阅读我们的中篇文章 - Medium

https://tecra.space
https://t.me/joinchat/G0cfwFLm0ZgYwQenGrjuCg
https://discord.com/invite/wA9Cpkd
https://www.facebook.com/tecra.space/
https://tecra.space/files/Tecra_Space_White_Paper.pdf
https://tecracoin.mediu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