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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 The Transfer Token
( 以下简称“TTT”)

TTT 由 Atom Solutions Co.，Ltd. 发行，是基于以太坊智能合约发行的 ERC�� 代币，在 Eternal 

Wallet 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 DeFi 代币的 TTT

TTT 计划于近期通过把其功能连接到区块链，来完成 DeFi 化。

DeFi(Decentralized Finance: 去中心化金融 ) 是一种基于区块链的金融，利用区块链上的智能合

约进行的金融服务。DeFi 广泛应用于贷款 , 保险 , 交易所 , 对冲基金 , 金融衍生产品 , 预测市场等

多种金融服务。并且，不依赖银行或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和中央集权机构，能够更加安全且快速

地完成交易，相比现有的金融服务体系有着明显的优势，而广受瞩目。

DeFi 通过在区块链上进行，拥有以下几点优势：

首先，拥有高度透明性。由于 DeFi 协议在区块链上运行，并在区块链上记录交易明细和历史记录

等信息，因此可以在区块链中查看和验证，与传统金融系统相比，具有高度透明性。

其次，拥有可组合性（Composability）。DeFi 协议与不同协议（protocol）的兼容性高 , 可以与

不同的应用程序结合起来，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因此，不仅可以便利用户，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产品的盈利能力。

最后，实现普惠金融。普惠金融 (Financial Inclusion) 是指能有效、全方位为所有人提供金融产品

和服务，实现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体系。

一般，出于经济状况等原因没有开设银行账户的人群被称为“无账户者 (unbanked)”。据统计，

全球的无银行账户人口约为 �� 亿人。这意味着，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被现有金融体系隔绝在

外，没有机会接触金融服务。

然而，DeFi 能将金融服务带给这一庞大的无银行账户人群，即便没有银行账户也可以享受到金融

服务，有利于实现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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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 DeFi 不依赖银行或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和中央集权机构，能达到降低成本的效果。这

也将促进渠道的扩展并由此加速普惠金融的实现，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扩大 DeFi 市场流动性。

TTT 旨在通过在 DeFi 生态系统中增加其作为货币乐高的地位，进一步扩大 TTT 持有者的便利性和

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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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rnal Wallet

货币交易

Eternal Wallet 支持下列货币对交易。

TTT/USDT 

TTT/PHP 

TTT/BTC 

上述交易对的交易为 CEX 交易，并非 DEX 交易。

另外，我们将逐步增加其它稳定币交易对。

套利交易（Arbitrage Trade）

为防止各个交易对之间出现价格差异，Eternal Wallet 提供复数货币对走势图，方便用户进行套利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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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ternal Wallet 转账或接收货币

Eternal Wallet 账户间进行转账或接受货币，手续费只需要 � 美分，所需时间仅 �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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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分红

Eternal Wallet 中产生的各种手续费（货币兑换，提币手续费除外）的 ��%，将被作为分红，根

据 TTT 的持有量分配给 Eternal Wallet 用户。

点击查看视频解说

Eternal Wallet 的货币交易和转账属于电子交易，因此无法在区块链上进行确认。

* 计划于 ���� 年 � 月上线该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_NcCXgHD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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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日常生活费用以及各种费用支付

Eternal Wallet 可用于多种服务的费用支付。

点击查看可利用 Eternal Wallet 支付的服务列表

* 计划于 ���� 年 � 月上线该功能

E-counter

通过成为 E-counter，任何人都可以开始提供现金或数字货币交换服务。

点击查看更多详细内容

* 请遵循您所在国家 / 地区的法律进行注册。

https://www.atom-solutions.jp/zh/partners/
https://www.atom-solutions.jp/zh/e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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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 (Transfer)

用户可以将 Eternal Wallet 中的 TTT 转账到外部的数字货币电子钱包或支持 TTT 交易的数字货币

交易所。但，将 TTT 转账到外部的数字货币电子钱包或支持 TTT 交易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和转账到

其它 Eternal Wallet 账户时发生的手续费有所不同。

具体手续费根据当时的瓦斯费（Gas）而有所变动。

流动性挖矿（借贷 :Lending）

Eternal Wallet 提供领取金额达到世界最高水准的外币兑换服务。为实现 Eternal Wallet 的外币兑

换服务，需要由用户将持有的 TTT 借出，投放到资金池中。

将 TTT 借出的用户将得到其他用户利用外币兑换服务时支付的部分手续费 ( 具体金额将根据资金

池中的外币余额而变动 )。

另外，利率不会根据借出的 TTT 数量而变化，且 TTT 将按照借出的顺序依序被消耗后退还到用户

账户。

将 TTT 借出时显示的利率（Interest Rates/Estimated Yields）为参考值，利率将根据借出的 TTT

被消耗而变动。

借出的 TTT 可以随时取消，取消时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用户也可以随时在 Eternal Wallet 中查

看借出 TTT 的预计消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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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货币兑换功能

通过 Eternal Wallet 兑换外币时，用户无需买卖 TTT。

用户可以通过 Eternal Wallet，一键将各个国家的法定货币兑

换成其他法定货币，用户兑换法定货币时不受 TTT 价格影响，

也不需要任何数字货币相关知识。

Eternal Wallet 是一款生态系统电子钱包，提供最简单、最低

价、最快速的外币兑换以及国际汇款服务。

关于专利

Atom Solutions 正在于日本，美国，中国和菲律宾等地申请有关 Eternal Wallet 中涉及 DeFi 的部

分功能以及国际汇款功能的相关专利。

点击此处了解详细内容

※Eternal Wallet 由菲律宾的 EternalWallet PH 公司进行管理和运营。

※Eternal Wallet 是一款数字货币电子钱包，提供全世界最低手续费的外币兑换服务。

点击此处查看外币兑换技术逻辑的详细内容

Eternal Wallet 的国际汇款功能，仅需几秒时间，以最低的手续费将货币汇到世界各地，实现全世

界领取金额最高的国际汇款服务。

https://www.atom-solutions.jp/en/intellectual/
https://www.atom-solutions.jp/pdf/Overseas_remittance_logic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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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 概要

Name of the Coin（代币名称）：The Transfer Token

Ticker symbols（简称）：TTT

Proof Type（共识算法）：Proof of Work 

Algorithm（算法）：Ethash

Token Standard（代币协议）：ERC-��

Total Supply（总发行量）：�,���,���,���

Issuance Date of Crypto（代币发行日）：  ����/��/��

Average Blocktime（平均出块时间）：�� ～ �� 秒

Block Size（区块大小）：��kb ～ ��kb

链接：

GITHUB    Bitcoin Forum    TTT 発行元    Etherscan Explorer    Sub Reddit

主网上线

TTT 是基于以太坊智能合约发行的 ERC�� 代币，计划今后迁移至主网上线。

TTT 市场供应分布计划

截止 ���� 年 � 月 � 日

市场流通量：             ���,���,���（约 �%）

运营团队持有量：    �,���,���,���（约 ��%）

共计：                          �,���,���,���（���%）

《今后的市场供应计划》

���� 年 � 月 至 ���� 年 � 月

直至 ICO 结束为止的期间，持有 TTT 的用户：    ��%

市场流通量：             少于 ��%

运营团队持有量：    ��% 以上

https://github.com/atom-solutions
https://bitcointalk.org/index.php?topic=5236953.0
https://www.atom-solutions.jp/zh/
https://etherscan.io/token/0x2494a68C1484376fEf880b4c24D91f049d29B02A
https://www.reddit.com/r/Atom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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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活动的市场投放

通过不定期举行的活动发放 TTT。

·寻宝活动（少于 �.�%）

·空投活动（少于 �.�%）

·各种活动赞助（少于 �.�%）

于 ���� 年起，每年投放不超过 ��% 的 TTT。

时间

���� 年 � 月

���� 年 � 月

���� 年 � 月

���� 年 � 月

���� 年 � 月

���� 年 � 月

���� 年 � 月

���� 年 � 月

���� 年 �� 月

���� 年 �� 月

���� 年 �� 月

市场投放量上限

少于 �������� TTT（�％）

少于 �������� TTT（�％）

少于 �������� TTT（�％）

少于 �������� TTT（�％）

少于 �������� TTT（�％）

少于 �������� TTT（�％）

少于 �������� TTT（�％）

少于 �������� TTT（�％）

少于 �������� TTT（�％）

少于 �������� TTT（�％）

少于 �������� TTT（�％）

市场总流通量

����� 万枚 ( 少于 ��％)

����� 万枚 ( 少于 ��％)

����� 万枚 ( 少于 ��％)

����� 万枚 ( 少于 ��％)

����� 万枚 ( 少于 ��％)

����� 万枚 ( 少于 ��％)

����� 万枚 ( 少于 ��％)

����� 万枚 ( 少于 ��％)

����� 万枚 ( 少于 ��％)

����� 万枚 ( 少于 ��％)

����� 万枚 ( 少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