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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談到擺在他們被群眾信賴傳統的金融機構如銀行和政府始終失敗。2008年，雷曼兄弟申請破產，市場被執行之前，這也和全球

經濟暢旺，直到有一天突然雷曼兄弟下跌，金融體系凍結，以及世界經濟幾乎崩潰。比特幣儘管聲稱已經徹底改變了對這個概念

通過消除交易活動的中介作用，對等支付還是提供了一個透明的帳，因此，去priving從急需的隱私的用戶。這也很明顯，由於巨

大的負荷和太多的交易在同一時間發生，比特幣已經呈現出疲軟的諸多跡象，如：倦怠比平常時間多為交易（甚至達到在某些情

況下天），更高的交易費，上池系統和大型組織礦工高度依賴。考慮到巨大的潛在市場密碼已經，並促進社會與cryptocur- renc

y是完全加密的，私下和真正意義上的高效率，我們高度體驗fintech專家的團隊已經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並制定了現代cryptocur

 -  rency稱為PRiVCY硬幣。本白皮書對我們的研究和計劃 - 寧的詳細說明。它還旨在顯示當前狀態和PRiVCY硬幣生態系統的未

來計劃，其相關產品和如PRiVCY電子商務插件解決方案，PRiVCY信使-A TRU- LY分散的，加密的和匿名的使者，PRiVCY硬幣

支付網關PRiVCY硬幣的生態系統中。它的目的，我們是如何使用我們的團隊的專業知識，以較低的成本，最少的費用以更高的

速度，效率和更高的收益提供完整的隱私分散的金融服務，告知我們的讀者。

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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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責聲明

請仔細閱讀此免責條款部分。如果你是在動作你應該好好利用任何疑問，應諮詢自己的法律，財務，稅務或其它專業顧問

（S）。

這份文件是一個白皮書列明PRiVCY硬幣平台和PRiVCY硬幣生態系統的當前和未來的發展。本文僅供參考之用，並非未

來意圖的聲明。除非明確另有規定外，本產品，並設置了本文的創新目前正在開發並且當前未被部署。PRiVCY投幣不作

任何保證或陳述的成功去velopment或實施這樣的技術和創新，或在文件中指出的任何其他活動的成果，並拒絕通過法律

或其他默示任何保證，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任何人有權就靠這個文件的內容或從中得出任何推論，包括有關與PRiVCY

 COIN或任何相互作用在本文所提到的技術。PRiVCY硬幣將不會承擔任何損失或任何種類dam-年齡的所有責任（無論能

否預測），這可以作用於任何相關的信息和PRiVCY硬幣，該硬幣PRiVCY平台或PRiVCY硬幣生態系統的意見的任何人出

現包含在此紙或者是與任何疑問連接可用，儘管有任何疏忽，過失或缺乏護理的任何信息。本出版物包含的信息是從由P

RiVCY硬幣認為可靠的來源獲得的數據中得出，並以誠信給出，但不作任何保證或瓜拉尼T卹，表示由PRiVCY COIN相對

於準確性，完整性或適用性做出信息呈現。它應該不依賴於此，不得授予局長，你或者任何證券或其他權益持有人或任何

其他人的員工，債權人，持有人的權利或補救。表達的任何意見反映了這一論文的作者目前的判斷，並不代表PRiVCY硬

幣的意見。本文所反射的意見可能會改變，而不通知和見解不一定對應於PRiVCY硬幣的意見。

PRiVCY COIN可以修改，修改或更新文章，並通過其社會渠道和社區事件通知讀者或收件人或其任何事本文所述，或者

任何意見，預測，預測或估計此闡述，變更或subse-吸收的敷料變得不準確。

PRiVCY硬幣，它的創始人，董事，僱員，承包商和代表沒有任何責任或義務向任何人或收件人（不論是由於疏忽，過失

虛假陳述或以其他方式）的任何聲明，意見或信息所產生的，明示或暗示，所產生的，包含在或者從或不作為從該PA-每

而得。無論PRiVCY投幣，也不及其顧問已經獨立驗證的任何信息，包括本文件所載的預測，展望和預測。

此白皮書並不構成任何形式的招股說明書或要約文件，並不旨在構成證券的要約或在任何司法管轄區證券投資邀約。此白

皮書並不構成或任何意見，以形成任何意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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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或由PRiVCY硬幣（以下簡稱“Distrib-尤特”）的分銷商/供應商的任何要約的任何招攬購買任何PRiVCY硬幣也不得

全部或任何部分也沒有了它呈現的事實形成的基礎上，或可與任何合約或投資決定的依靠。該經銷商將PRiVCY硬幣平台

（“PRiVCY硬幣平台”）的子公司，並部署銷售PRiVCY硬幣的所有收益用於資助PRiVCY硬幣平台cryptocurrency項目，

企業和運營。任何人勢必訂立任何合約或結合相對於PRiVCY幣的買賣，沒有crypto-貨幣或其他支付形式的法律承諾是本

白皮書的基礎上被接受。作為分銷商之間，你作為一個購買者，以及有關PRiVCY硬幣的任何買賣，（如本白皮書稱）的

任何協議將僅由sep- arate文檔管轄列明的條款和條件（在此類協議“條款和條件”）。在T＆Cs和本白皮書之間的任何不一

致的情況下，應以前者為準。沒有監管機構審查或批准的任何的載於本白皮書的信息。沒有這樣的動作已經或將要在法律

，法規規定─發言：或任何管轄權的規則所採取。這個白色 - 論文的出版，發行，傳播，並不意味著適用法律，法規規定

或規則得到遵守。有與PRiVCY硬幣平台和/或分銷商及彼等各自之業務及營運，該PRiVCY硬幣，在相關的交流PRiVCY

硬幣購買和PRiVCY硬幣錢包（每個在本白皮書稱）相關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此白皮書，其中的任何部分以及它們不能被帶往或傳送到本白皮書的分佈，傳播是被禁止或重新stricted任何國家的任何

副本。該白皮書的任何部分將被複製，分發或傳播不包括本條題為“免責聲明”下面的章節，“不陳述與保證”，“陳述與保證

被你”，“警戒注意在前進-Looking報表“，”市場與行業信息和其他人“，”使用條款“，”不建議“，”沒有進一步的信息或更新

“，”限制的分佈與傳播“，”證券中沒有報價的不同意，或註冊“和”風險和未確定性“。

在適用法律，法規和規章，PRiVCY硬幣和/或允許的最大範圍內的發行商不得對任何類型的任何間接的，特殊的，偶然的

，間接的或其他損失承擔責任，侵權，合同或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於收入，收入或利潤，以及使用或數據丟失的損失）

，所產生的或與任何接受或依賴本白皮書或您的任何部分連接。PRiVCY硬幣和/或分銷商不作出或意圖作出，並特此聲明

，任何形式的任何陳述，保證或承諾任何向任何單位或個人，包括任何陳述，保證或承諾有關的真實性，準確性和任何的

載於本白皮書的信息的完整性。

本白皮書中沒有的信息應被認為是商業，法律，財務或有關PRiVCY硬幣，分銷商，該PRiVCY硬幣空投稅務諮詢和銷售

的上市交易所。您應該諮詢您的法律，財務，稅務或其他專業顧問重新褒貶PRiVCY硬幣和/或分銷商及彼等各自之業務及

營運，該PRiVCY硬幣，該硬幣PRiVCY銷售上的交換。你應該知道，你可能需要承擔任何購買PRiVCY硬幣的金融風險為

無限期。

2.1限制使用分發和傳播

本白皮書或其任何部分的分佈或傳播可以通過法律，法規要求和規則的任何司法管轄區的禁止或限制。在這種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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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任何限制適用，你告知自己，並遵守所有的限制條，其費用自理，無責任PRiVCY硬幣適用於您對本白皮書或該部分

（視情況而定）的財產平台和/或分銷商。人向誰該白皮書的副本已經分發或disseminat-版，提供訪問或否則誰擁有在他

們身上的白皮書不得分發給任何其他人，複製或以其他方式分發本白皮書或此處包含的任何信息，任何目的任何或允許或

導致發生相同的。

2.2風險和不確定性

PRiVCY硬幣（如本白皮書稱）的準買家應仔細考慮和評估與PRiVCY硬幣，分銷商及彼等各自之業務及營運，該PRiVC

Y硬幣時，PRiVCY投幣售，所有資料載於相關聯的所有風險和不確定性此白皮書和T＆Cs的之前，任何購買PRiVCY硬幣

。如果有任何此類風險和不確定性，發展到實際事件，業務，財務CON組dition，經營成果和PRiVCY硬幣和/或分銷商的

前景將重大不利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你可能會失去全部或PRiVCY硬幣的價值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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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背景 

金融，像大多數的人類發明，也在不斷發展。在開始的時候是基本的：食物被交易牲畜，和牲畜的木材，或玉米資源。它

發展到貴金屬，如銀和金，這是在貨幣如美元，金融機構和政府控制的，並出具形式其次是中央計劃經濟。

這些集中的部門，但是，一直當談到放在他們通過群眾的信任失敗。2008年，雷曼兄弟申請破產，這之前，市場表現良

好和全球經濟暢旺，直到有一天突然雷曼兄弟下跌，金融體系凍結，以及世界經濟幾乎崩潰。根源不只是魯莽借貸和缺乏

透明度，而是金融業未能與創新跟上。該銀行的倒閉已成為金融危機的決定性時刻，各國央行和政府在趕赴美國和歐盟救

助其他陷入困境的銀行。

從那時起，全球經濟一直在努力從震驚中恢復過來。國內生產總值，還是經濟增長，仍低於危機前的水平。雖然有增長，

它已經痛苦地低迷在最近幾年。在美國，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上升

在2016年為2.4％，同為2014年和2015年，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英國面臨著一個更不確定的未來，因為它投票離開歐

盟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為2.2％，2015年比2007年2.6％。

由於飛機墜毀的失業率已經下降，但仍存在勞動力市場的特別差的領域：工資增長。在危機之後，投資者衝進黃金。傳統

避險的價格飆升，但這一跡象表明一切都沒有得到很好的，黃金價格仍然很高。就在幾個月前投資者比爾·格羅斯和杰弗

裡·岡拉克表示，黃金是他們唯一的資產值得購買的這些日子。

這導致了金融危機除了諸多原因，一些值得關注的點是缺乏隱私和無論從投資者和企業，流動性低，集中控制和單點故障

被這些金融機構提供投資，巨大的費用似乎漠視。為了避免這樣的危機在未來，走出邁向崩潰，不公平，低效率的銀行體

系憤怒，失望和缺乏引起的變化的，具有前瞻性的交易商和經紀人正在尋找將disinter-調解和商品化的解決方案今天的現

狀。是需要一個新的生態系統，所有這些問題都解決深刻，並且用戶不必依賴於中央機關，其行為可能會導致系統崩潰。

其結果是，被中本聰在引入了一個名為Bitcoin的新金融生態 

2009年，旨在深刻地解決這些問題，並減輕用戶不依賴於中央機關，其行為可能會導致系統崩潰。比特幣採用密碼技術

來掩飾身份，並有一個透明的公共總賬，這否定了比特幣和cryptocurrencies的思想根源，從需要下放當前貨幣體系，轉

變政府和大銀行認為群眾的力量和控制桿。由於cryptocurrencies的曙光，尤其是比特幣（BTC）的目的是要促進支付系

統的新品種。其中任何對等網絡的重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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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系統是它具有優異的隱私或至少一定程度的隱私。Bitcoin的白皮書有專用剛剛隱私部分。它詳細介紹了如何BTC有不

願透露姓名的水平，這需要用戶保持他們的公共地址匿名。自創建以來的Bitcoin，雖然時代已經改變，它不再是可行的，

保持你的錢包地址從您的身份單獨由於大多數菲亞特匝道，如Coinbase和類似的網站，被要求遵守KYC（了解你的客戶

）法律。公共錢包是由任何人查看 - 能夠並不僅包括了錢包的餘額，還多少錢已收到，並支付（包括發送者和接收者的公

共錢包地址）。這可能是偉大的一個非營利性或其他公開透明的實體，但我們真的希望任何人，大家看我們有什麼而我們

的人送？

要成為一個分散的，私人的，更民主，更高效的支付和交易的手段：因此，這裡聲稱比特幣，儘管已實現了巨大的成功，

至今未能兌現自己最初的承諾有道理的。因此，有很多人希望投資於blockchain技術。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已經意

識到，這些比特幣仍然是基於該技術，當它面臨著巨大的負荷變得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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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問題描述

比特幣已經徹底改變了對這個概念通過消除交易活動中介的角色同行付款。然而，也就是因為它的透明性，硬幣持有人被

剝奪了急需的隱私成為現實。此外，它也是顯而易見的是，隨著時間，做一個簡單的事務需要過程becom-荷蘭國際集團

繁瑣，同時對於普通用戶。由於巨大的負荷和太多的交易在同一時間發生，比特幣已經呈現出疲軟的諸多跡象，如：倦怠

比平常時間多為交易（甚至長達十分鐘在大多數情況下），較高的交易費用，高度依賴在池系統和大型組織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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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解決方案 -  PRIVCY COIN 

考慮到巨大的潛在市場密碼已經，並促進社會與cryptocurrency是完全加密的，私人和高效，在真正意義上，我們高度體

驗fintech專家的團隊已經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並培養─荷蘭國際集團的現代化所謂PRiVCY硬幣年齡crypto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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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NTRODUCTION TO PRIVCY COIN

PRiVCY硬幣是一個對等網絡cryptocurrency，可以被稱為隨著技術的改良版本上的Bitcoin建，因為它允許完全的私人交

易，更快CON組firmation率，並通過樁證明以及組合達成共識工作的技術，而不是只依賴於戰俘。 

PRiVCY投幣實現即時，近乎零成本的交易給任何人在世界任何地方。它是一個開源的全球支付網絡是不上，如銀行或任

何政府權力集中是depen-凹痕完全分散。通過計算的推動和保證由數學，PRiVCY投幣網絡使個人控制自己的財務狀況自

己。通過TOR正在操作網絡 - 一個高度安全的專用網絡 - 我們blockchain網絡，確保你的錢包IP保持隱藏任何tran- sactio

nal活動，所以貴的地理位置。

此外，在追求提供急需的隱私，並確保所有交易保持完全匿名的，我們已經制定職責範圍和Crypto-造影的組合，這將是

獨一無二的，確保您的交易將不被追溯到你。它會增加你的匿名不是2倍，但此後近4倍。我們要創建不僅是我們的社區，

但被大家所，在那裡你會不會需要任何個人信息，以得到你應得的匿名註冊訪問的東西。

它解決了通過速度為特色交易確認時間和提高存儲效率與比特幣相關的問題。PRiVCY硬幣是由數百名技術人員，礦工，

投資者從世界各地所有的合併的源努力創建的項目。出了愛和激情的fintech，球隊一直在努力解決與在cryptocurrency空

間相關的問題。這讓我們創建一個新的數字資產，硬幣，提供對blockchain叉頂部先進的功能和效率。建立在比特幣的位

酷睿平台，PRiVCY硬幣肯定會比Bitcoin的更先進，最終成為今天的領先cryptocurrency。PRiVCY硬幣通過採取從銀行和

政府財政的控制繼續在Bitcoin的使命，並給它回到原來的值得即普通的人，但具有完全的隱私，並提供更快的速度，而不

依賴於池或中央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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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RIVCY硬幣的特徵

7.1隱私

這是一個普遍的誤解，認為比特幣和其他cryptocurrencies完全匿名的，並且交易是私人和下落不明。事實上，許多bloc

kchains只是掩飾用戶身份，同時保留對blockchain發生的所有交易的公共記錄後面。總帳的數據通常包括有多少令牌的用

戶已經收到或歷史交易，以及他們有自己的錢包內的任何cryptocurrency的天平發送。

還有，即使他們的身份偽裝的一個問題，用戶仍然可以根據blockchain內的活動標識。雖然這是事實，你可以用比特幣交

易，而不必提供你的社會安全號碼或銀行賬戶，還是有上有可能被鏈接回你的數字台賬數據。例如，美國國稅局最近贏得

了官司反對cryptocurrency交換Coinbase要求它交出有關誰願意交換了2013年至2015年之間超過$ 20,000比特幣的價值超

過14,300用戶，而此舉被做，使國稅局可以資本增益逃稅者後可能走了，這裡的大主題是，這些交易並不像看起來那麼匿

名。 

隨著PRiVCY硬幣，用戶可以享受使用blockchain的優勢，同時仍然確保他們的信息是私有的，完全匿名的。你自己，發

送和接收硬幣的數量是無法觀測的，可追溯，也可鏈接通過在Blockchain交易歷史的方式。

我們如何提供隱私？ 

PRiVCY投幣使用Tor發送難以追踪的交易。PRiVCY硬幣還採用了允許發送者使用的一次性用戶地址的交易隱身地址，這

保持交易私密。收件人只需要一個地址，但他們收到發送的值之前，該塊被發送到不同的地址在哪裡，他們不能連接到發

件人或收件人的個人地址鏈。這將確保只有發送者和接收者可以一致地知道在哪裡支付起源和他們在那裡發送。

7.2更迅捷的交易確認時間

與比特幣是需要時間和有時甚至幾天的交易被確認，PRiVCY硬幣將使用的技術，確保交易速度更快，無論事務負荷和頻

率是什麼。PRiVCY使用技術，讓PRiVCY硬幣與近乎瞬時的交易系統，如信用卡銷售點的情況下競爭，而不是靠集中授

權。通過使用礦工和Stakers之間達成共識，交易的信號被鎖定，只有在特定的瞬間交易可支配。供應商廣泛接受PRiVC

Y硬幣和DS的可以通過縮短從只要交易的確認延遲一個小時（以比特幣）到只有幾秒鐘重新volutionize PRiVCY硬幣，作

為結果，將會使PRiVCY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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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日常事務性活動，如購物，餐飲和旅館式辦公等使用  

7.3分權治理

PRiVCY硬幣通過允許COM的群落即PRiVCY硬幣持有者參與和工作為專用節點PRiVCY硬幣blockchain網絡達成共識提供

了分權治理。該blockchain能夠處理事務的任何量volu-我，所有的時間，而不必在網絡越來越下降或顯示低迷的跡象的機

會。所有節點都具有平等的權力和控制。沒有創建貨幣，maintai-斯內德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或公司，即中央權威，從而不

同於傳統的金融機構，允許集中控制表示，PRiVCY錢幣提供了完整的分權化，這意味著沒有單點的風險失敗。

7.4增強的安全性 

基於工作（戰俘）的證明和樁（POS）的共識模型驗證的組合，PRiVCY硬幣將實現分佈式共識的每一筆交易，從而提高

您的數字資產的安全性。PRiVCY硬幣讓你獲得過的所有交易深刻的信息。該代碼不能被破解或未經授權的更改改變。該

系統是分散的，對從單一用戶影響安全的保護。

7.5 EASY交易 

您可以PRiVCY硬幣在世界上，只要收件人連接到互聯網傳送到任何人，任何地方。所有你需要做的就是要求一個接收器

錢包地址或公鑰，然後輸入你想在我們的專用錢包送的硬幣數量。一旦輸入所需信息並確認後，交易將在幾秒內獲得證實

。每枚硬幣是值得的相同值，因此是相互互換。沒有硬幣的潛在風險也不黑名單貶值由於自嘲交易記錄。

7.6的巨大潛力 

你可以擁有成為世界領先的支付系統的真正潛力的一個項目的一部分。對於PRiVCY硬幣生態系統隨著時間更多的需求將

提高硬幣本身的價值。在PRiVCY硬幣投資將從PRiVCY硬幣的提價對市場交換獲取利潤。PRiVCY硬幣的價值將從市場需

求增加。

7.7用戶友好的和專用錢包

與PRiVCY投幣所有交易可以通過我們與任何主流操作系統如Windows，Linux和Mac網站上提供PRiVCY硬幣錢包應用可

以輕鬆完成。我們也致力於在世界上最好的，最安全的Webwallet。此外，在未來，我們計劃擴大我們的錢包由著名錢包

包括硬件錢包的支持。這些錢包的加密技術將允許您保護您的PRiVCY硬幣，這樣就可以查看交易和帳戶餘額。

7.8 PORTABLE

PRiVCY硬幣被設計成便攜式的。在當前的主要貨幣，也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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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身攜帶大量現金。現金數以百萬是有風險的攜帶有幾個原因，這就是為什麼cryptocurrency投資者更喜歡其他貨幣。隨

著PRiVCY硬幣，你可以輕鬆地隨身攜帶一百萬美元的價值PRiVCY硬幣的價值的數據空間幾兆字節。

7.9 UTILITY和可接受

不同於與他們的可接受掙扎，主要依靠交易所和市場供應和控制他們的價值需求的炒作傳統cryptocurrencies，PRiVCY投

幣旨在通過市場接受作為PRiVCY硬幣關聯的商家一個帳號的媒體提供固有的效用。目前，我們正在與許多客商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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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技術架構

在其最核心，現代銀行制度是基於一個簡單的模式 - “信任”。我們給我們的錢到銀行，他們為我們提供的服務回報（存款

，貸款，和投資）。雖然我們可以執行這些服務自己，它已被證明更方便地使用這種集中的，基於信任的系統。為了減輕

由這樣一個全球性的集中式系統呈現濫用的可能性，基於分散blockchain資產，如比特幣，相繼出台。

為了保持系統正常運行，並實現我們的專用blockchain-隱私共識機制，PRiVCY硬幣採用了另一種共識的機制，是工作

（戰俘）的證明雜木國家利益關係的證明（POS），協商一致通過實現鑄幣。這是PRiVCY硬幣金融生態的骨幹，因為它

提供驗證交易活動的decen- tralized能力。它有利於信任用戶的點對點活動，即PRiVCY硬幣的產品和全球各地的服務，

並在許多不同領域的第三方產品。交易的驗證是一種高效節能的人為NER通過展示擁有硬幣的證明，也通過傳統的採礦設

備來完成。任何持有PRiVCY硬幣的特定股權，或具有採礦設備可以使用我們的挖掘模型，賺取通過跑馬圈地和挖掘豐厚

的回報。我們使用的共識模型說明如下：

8.1 PROOF-OF-WORK

為了保證在分佈式網絡，確保用戶不能雙花自己的資金，雙向tcoin採用了驗證的工作（POW）算法，這需要通過礦工二

stributed共識大量的人池誰在地理上分開的證明商定的交易或塊是有效的，哪些交易是無效的添加/拒絕到blockchain-們

為了使網絡不合算的攻擊花費一定量的計算資源。工作證明可以作為一個威懾協議，以阻止網絡攻擊，如分佈式拒絕服務

攻擊（DDoS）攻擊，它攜帶發送多個假請求的計算機系統的排氣網絡資源的目的的主要目標。它涉及到用於掃描的值，

當散列，如與SHA-

256，散列開始與多個零比特。所需的平均工作是在所要求的零比特的數量指數，並且可以通過執行單個散列來驗證。該

證明的工作也解決了多數決定表示deci-錫永決策的問題。如果大多數是基於一個IP地址的一票，它可以由任何人能夠分配

多個IP被顛覆。驗證的工作基本上是一個CPU一票。大多數人的決定是由最長的鏈條，其中有證明的工作最大的努力inv

e-它STED表示。如果大多數的CPU功率是由誠實的節點控制，誠實鏈將增長最快，超過任何競爭鏈。要修改過去塊，攻

擊者必須重新進行驗證的工作塊和之後的所有塊，然後趕上及其周圍，通過誠實節點的工作。稍後我們將介紹的是一個較

慢的攻擊者赶超的概率為後續塊添加成倍減少。為了彌補在 - 壓痕硬件速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運行的節點不同的興趣，

該證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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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是由移動平均靶向每小時塊的平均數量來確定。如果他們發生得太快，難度增加。

只有不斷進行加密計算所需要的計算能力隨著難度的增加，從而消耗更多的筆電。從長遠來看，這將是適得其反的crypt

ocurrency的健康礦工將不得不出售他們的硬幣的實質部分為法定貨幣，以足了電費，貶值cryptocurrency的價格。因此，

可以推斷，戰俘網絡是不理想的經濟，因為只有礦工可以接收塊獎勵和交易費用，以換取寶貴resour- CES上，而普通用

戶沒有看到拿著自己的硬幣任何投資回報率。

8.2 PROOF-OF STAKE

股權證明打開大門的，為了從形成更好的勸阻集中卡特爾運用博弈論的我 -  chanism設計技術更為廣泛，如果他們不形成

，從有害到網絡的方式行事。這也是通過實現以更低的成本和更節能的方式相同的分佈式共識，工作算法的證明一個更好

的選擇。該交易確認機制從資源消耗的舉證責任轉移到持有合計持股比例轉移 - 交易是通過誰持有大量balances-和更大

的用戶持有的餘額，他們越有可能獲得的費用和簡單的節點證實塊的獎勵。雖然這顯著減少，以確認交易所需的資源數量

，並有效地使普通用戶看到的餘額積極的投資回報率，該系統仍然需要用戶在任何時候都保持連接，通過高帶寬連接，這

樣做，而且對於自己的錢包被解鎖24/7。在其中所有上述條件不具備任何時間內，用戶通過網絡跳過，不接受他們的股權

獎勵的公平份額。

8.3 PRIVCY COIN  - 結合了最好的兩個戰俘和POS的

PRiVCY硬幣是一個混合動力系統，它涵蓋解決有關安全和權力下放時考慮sustaina-相容性和可擴展性的固有問題驗證的

樁驗證的工作和這兩個概念。在最初階段，PRiVCY硬幣將是一個戰俘中心的硬幣去哪兒網循環是通過傳統的開採增加，

礦工與塊的獎勵回報。為在嬰兒期階段，其中散列晝夜溫差ficulty水平低和獎勵到工作比高指數生長的已證實的方法。

作為PRiVCY硬幣的價值，網絡循環和散列難度增加，用戶rewar- DED與通過POS算法硬幣。因此，作為傳統的採礦隨時

間變得更小有益的，一個進展到的PoS增加可持續性作為網絡的能量需求顯著降低。此外，因為它變得更加顯著難以獲取

所有PRiVCY硬幣的51％，而不是所有採礦功率51％和的PRiVCY硬幣的價值增加和流通成倍更加困難這增加了安全性。

8.4 PRIVCY COIN誘因鉚接

• 錢包是建立以股權您的可用餘額的硬幣。您需要在您的餘額硬幣，以股權。越多的硬幣，你有你的平衡，較高的跑馬

圈地體重，而且越有你會得到回報。每塊被以分鐘處理，並獎勵是對於由鉚接過程處理的每個塊硬幣。

• 鉚接ROI是10％之間在年1，第2年7％，在年3 5％，1％年後，以此為鉚接需要被正確地完成不是一個固定的投資回

報率。具體操作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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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利益，你的硬幣以成熟的24小時 

• 入股你必須有你的錢包解鎖跑馬圈地

• 24小時後，錢包將開始採礦作業，用你個硬幣，你將有跑馬圈地的重量。

• 較高的權重，更快的回報 

• 有硬幣，並且每一個跑馬圈地的平衡，它會一分為二放樣之後，給你更多的機會找到一個塊 

• 困難是重新定向每個塊，讓你有更多的跑馬圈地地址，更高的機會找到一個塊 

• 如果將平衡（使用硬幣）的硬幣不會再成熟最終，他們將需要另一個24小時內成熟。

8.5 PRIVCY MIXING PROTOCOL  - 者匿名ENHANCED

為了確保所有交易仍然提供匿名和最大的隱私，我們正在開發混合技術。這項技術將使cryptocurrency交易匿名。由於傳

統cryptocurrencies是公共，開源的賬簿，其記錄在blockchain所有交易，這意味著如果你犯了一個交易與這些開源的硬幣

，如比特幣，例如，那麼這項交易將被記錄為全世界看到。實際交易不會有你的名字連接到它，而是與帳戶相關聯的數字

和字母組成的字符串。此外，它不會洩露您發送您的Bitcoin為之方的身份。

然而，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是遠遠不夠的匿名性。究其原因是因為很多人擔心的是，由於台賬公職，最終，他們的交易將

被黑客追溯到他們，或者誰是尋找關鍵的財務Informa公司重刑公司資金雄厚。這是誰想要隱私的最高級別的人不能接受

的。所以，很多人轉而到硬幣混頻器來實現這些高層次的隱私。

如果兩個或更多的人想混淆他們所控制的硬幣的小徑，他們可以簡單地相互交換他們的硬幣。這種交流的每個參與者都將

最終控制錢幣史，這不是他們的，而擺脫那些反映自己活動的任何硬幣的自己。同樣，PRiVCY調音台的工作原理是在執

行交易時基本上是把你的PRiVCY硬幣，與其他硬幣的巨型一堆混合，然後向您發送總量PRiVCY硬幣的小單位到您選擇

的地址。PRiVCY混合服務會為會員提供投幣式混合硬盤的情況下，這將是非常容易使用，將讓你的硬幣下落不明。另外

，除了混合服務，它將允許開發團隊增加額外的硬幣協議，如RingCT，CoinJoin和ZK-Snarks。我們的目標是使這個硬幣

意味著它的名稱，用途，並使其盡可能容易不容易被用戶的專家。我們的目標是，PRiVCY硬幣反映了它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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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勃·發送500金幣給他唯一指定的地址。 他可以創建鮑勃·發送500金幣給他唯一指定的地址。 他可以創建

一個新的 

每次他想要的時間解決 

補足了平衡。 

錢包NO.2

BOB的混音平衡

500枚

您的餘額

500

Bob擁有1200金幣，他很想送500匿名。 

於是，他決定將它們混合。

錢包NO.1

BOB轉撥

500 PRIV

您發送

500

您的餘額

0

-  300私法

-  60私法

-  140私法

他支付300私法的蘭博，60 PRIV用於醫療目的和140私法的約專輯。硬幣支付 錢包地址NO。3 *** ， 這不以任何方式連接到電子錢包 地址NO.1他支付300私法的蘭博，60 PRIV用於醫療目的和140私法的約專輯。硬幣支付 錢包地址NO。3 *** ， 這不以任何方式連接到電子錢包 地址NO.1他支付300私法的蘭博，60 PRIV用於醫療目的和140私法的約專輯。硬幣支付 錢包地址NO。3 *** ， 這不以任何方式連接到電子錢包 地址NO.1他支付300私法的蘭博，60 PRIV用於醫療目的和140私法的約專輯。硬幣支付 錢包地址NO。3 *** ， 這不以任何方式連接到電子錢包 地址NO.1他支付300私法的蘭博，60 PRIV用於醫療目的和140私法的約專輯。硬幣支付 錢包地址NO。3 *** ， 這不以任何方式連接到電子錢包 地址NO.1

要么 錢包地址NO。2要么 錢包地址NO。2

只有Bob知道此交易並以任何方式連接鮑勃這些事務進行的。 

* * * 錢包地址NO。3 - 是預加載的地址，不必錢包NO1或NO2的任何連接。雖然Bob的硬幣舉行錢包地址NO。2他使支付從一個完全無關的錢包，這樣他就可以感到安全和下落不明錢包地址NO。3 - 是預加載的地址，不必錢包NO1或NO2的任何連接。雖然Bob的硬幣舉行錢包地址NO。2他使支付從一個完全無關的錢包，這樣他就可以感到安全和下落不明錢包地址NO。3 - 是預加載的地址，不必錢包NO1或NO2的任何連接。雖然Bob的硬幣舉行錢包地址NO。2他使支付從一個完全無關的錢包，這樣他就可以感到安全和下落不明

。一旦錢包地址NO。3變空，我們的自動系統會創建一個新的地址，並從調音台所有的硬幣發送給它。因此，沒有人知道，如果Bob的硬幣花，部分失效或根本未全部用完。

-  300 PRIV

PAYS

-  60 PRIV

PAYS

-  140 PRIV

PAYS

幾天後，Bob決定度過他的硬幣。

一旦鮑勃花了平衡，他決定 刪除帳戶 。一旦鮑勃花了平衡，他決定 刪除帳戶 。一旦鮑勃花了平衡，他決定 刪除帳戶 。

這將阻止任何人恢復Bob的交易的任何數據。即使PRiVCY開發團

隊不會有這些信息。

您的餘額

0

刪除帳戶

像BOB，刪除自己的帳戶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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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PRIVCY MESSENGER 

隨著現代社會的迅速發展的技術，危及個人隱私的風險越來越大。該網站是一個非常不安全的地方是並沒有的極高多的情

況下人們的數字隱私受到損害時。當涉及到短信的應用，用戶大多需要驗證他們的身份，提供大量的個人資料，包括電話

號碼，地址，照片，這使得它們容易受到其旨在竊取個人信息的攻擊。私人和企業數據的絕對安全和控制是在信息時代的

優先級。對於需要安全信息交換天天成長，如消費者尋找對relent-少黑客和跟踪保護。這樣的應用程序應該允許用戶與朋

友，同事，和客戶安全地交換機密信息，不傳輸數據的恐懼受到損害。

今天的社會網絡和使者多數主張為他們的用戶提供的匿名性和安全性，但要求其使用多個隱私相關的條目：電話號碼，攝

像頭使用，麥克風使用，位置數據，電子郵件地址，社交網絡帳戶AC-塞斯，被轉移到了可以使用的數據未經所有者許可

的服務器的所有信息。 

我們的目標是扭轉這一趨勢，並提供所謂的革命制度黨，VCY斜挎一個真正的私有，匿名Messenger使用blockchain技術

和職責範圍的技術複雜的組合，並確保在私有數據傳輸安全急需的信任。PRiVCY Messenger是一個分散的點對點連接平

台，使用戶能夠在一個完整的私人和匿名的環境中聊天，這意味著通過PRiVCY信使您發送每封郵件進行加密，並發送至

您想要recei-的人通過這五個其他人的網絡，而不是通過任何服務器去。PRiVCY Messenger將努力隱藏和不干預檢索數

據的可能性被交換，如文本，甚至你共享的文件。在這個時代，我們都在尋找選項，使人們無法看到你分享什麼，或者你

寫信給你的朋友或家人。我們相信你有權與你沒有任何人找出你分享什麼信任的人分享您的個人信息。

一些功能PRiVCY使者將提供有： 

• 分權治理意味著沒有中央機關能夠處理數據或平台本身 

• 所有消息都被直接存儲在其中提供不變性和容易獲得的blockchain

• 沒有IP地址跟踪 

• 用戶的地址簿是完全沒有私人平台被賦予任何訪問

• 沒有獲得用戶的位置信息

• 用戶可以完全是匿名的，即無需執行任何KYC 

• 所有消息都完全加密的發送者的設備上，並且然後解密的reci- pient側

• 客戶端應用程序並不會在網絡上傳送用戶的私鑰或記憶詞組

• 任何用戶隱私數據被轉移

• 消息歷史從不存儲在設備上，並直接從blockchain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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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PRIVCY插件ECOMMERCE

當涉及到付款處理器在電子商務，通常，信用卡，貝寶，COD（貨到付款），是最有名的。然而，隨著cryptocurrencies

的出現，這一趨勢正在迅速轉變。招商有興趣接受這是更高效，即時，安全的數字貨幣。根據我們的路線圖，我們設想開

發的插件，其中PRiVCY硬幣持有人可以使用他們的數字資產作為支付媒介和購買所有世界各地的客商從項目。雖然，當

談到接受cryptocurrencies作為支付方式存在的各種在市場上的競爭對手，我們提供與急需的匿名性和完全的隱私，基於

傳統的加密電子商務插件缺少用戶。

我們的目標是創建插件為主導的電子商務平台，包括但不限於Woocommerce，Opencart的，Shopify和Magento的等方面

將不再與PRiVCY硬幣限制的插件，因為PRiVCY硬幣的用戶將能夠履行其付款世界上的任何部分。這些插件將進一步讓

商家或網站所有者可以直接在網上銷售自己的產品，並接受PRiVCY硬幣作為支付方式對他們的網上商店。所有的交易數

據將被加密。開發團隊也正在研究一個新的網頁設計和頁面，將提供給所有電子商務用戶必要的支持。PRiVCY硬幣尚未

採取匿名cryptocurrency支付受理市場。這是努力通過使即時付款，停止信用卡詐騙和退款詐騙。你不會有等待獲得報酬

週或數月。

這裡有一些原因，你的網站可能會從接受PRiVCY硬幣和效益PRiVCY插件將提供中受益：

最低的成本： 

在大多數情況下，PRiVCY錢幣交易來要小得多加工費，而在傳統的集中式的電子商務平台，由銀行扣除的順序一個大的

份額。使用PRiVCY插件，用戶可以在訂單總額的很小％接受自己選擇的任何加密的貨幣，在接受PRiVCY硬幣是完全免

費的。

數字： 

作為一個數字現金系統，PRiVCY投幣不需要第三方銀行實體處理交易。所有交易都完全對等和分散。此外，戰俘和POS

的COM的bination來達成共識，這意味著永遠不會有任何雙重支出或安全漏洞。

簡單的實現：

網站和網上商店的業主可以在我們的插件直接集成到他們的商店，而不必依賴於經驗的開發人員。與簡單的直觀的界面，

了解FE-atures將實施可確保插件集成成為了幾個步驟的過程在幾分鐘內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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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隱私： 

該插件，分散的應用程序的執行確保沒有安全brea- CHES。不像信用卡和銀行支付，沒有個人信息需要在為了做到這一

點，這可能會緩解消費者對網上付款是要考慮的。

簡單： 

PRiVCY硬幣是完全對等網絡，因此用戶不必擔心消費者提供了一個兼容的財務解決方案支付。只要他們有一個PRiVCY

硬幣的錢包，就能夠把自己的錢包與我們的電子商務插件整合，並直接辦理的電子商務活動。

方便： 

沒有等待期，然後才能訪問你的新基金。一旦錢從tran-客戶的錢包給自己sferred，錢是你的使用。要知道，付款不能被

逆轉 - 在兩端 - 這意味著，如果你打算發行退款，它不是簡單用比特幣的事。

欺詐： 

通過加密支持和戰俘和POS共識mechani- SM的組合擔保，全部通過PRiVCY插件發生的交易是安全的，幾乎不可能被破

解。而且由於付款不能被逆轉，你將不必擔心欺詐付款，你必須支付這些退款隨之而來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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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LOCKCHAIN規格

戰俘X13 

算法塊1  -  900  -  $ 10私法

PRIV /塊塊1001 +>  -  7 $ PRIV /塊付款/減半，直至戰俘被淘汰的PoS 60塊目標

第一年= 10％第二年= 7％第三年= 5％+ 4> = 1％ 

當前節點ADDNODE = otwsvate4vvogbrt.onion：17770 addnode的= nufiijz

po7ac2k6u.onion：17770

PRiVCY硬幣白皮書



PRiVCY白皮書1.0版（八月2018） 24

PRIVCY硬幣10技術信息

全名： PRiVCY全名： PRiVCY

交易代碼： PRiVCY交易代碼： PRiVCY

算法： POS和戰俘算法： POS和戰俘

阻塞時間： 60秒阻塞時間： 60秒

戰俘獎勵： 7私法戰俘獎勵： 7私法

最大POS下獎勵： 10％最大POS下獎勵： 10％

最大電源： 30 000 000 PRIV最大電源： 30 000 000 PRIV

總premined硬幣： 21 000 000 PRIV總premined硬幣： 21 000 000 PRIV

• 營銷和賞金基金 2500000營銷和賞金基金 2500000

• 贈品 500000贈品 500000

• 空投 11000000空投 11000000

• 發展基金 4000000發展基金 4000000

• 創始人獎勵 3000000（鎖定直到AD的端部）創始人獎勵 3000000（鎖定直到AD的端部）

手續費： 分鐘0.001 PRIV手續費： 分鐘0.001 PRIV

數據塊大小： 1.5 MB數據塊大小： 1.5 MB

交易確認：

5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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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營銷政策 

11.1利用社區來培育貨幣

為了使PRiVCY硬幣適銷對路，我們按照第一步是要找到一個社區，並建立一個貨幣在他們身邊，而不是建立一個貨幣，

並期望每個人都展現出來。我們專注於讓自己的需求敏感，是有關他們的文化底蘊和背景。我們打算舉辦研討會，利用營

銷活動，論壇，博客和使用我們的社交媒體平台，進一步提升並獲得我們尊貴的投資者的信任，以及進入一些關鍵的合作

夥伴/贊助合同。

11.2社區建設戰略

我們所採用的媒介社區建設的包括但不限於： - 

一，口碑營銷

這意味著當你被你直接信任的人告知。因為它說，沒有比市場口碑好，我們正處在一個巨大的優勢，因為我們已經開發了

網絡。

II。加密博覽會

為了傳播我們的信息響亮而明確的，以我們的潛在投資者，我們將創建宣傳活動都在世界各地，並參與加密博覽會。我們

正在尋找贊助商將積極參與這些博覽會確保PRiVCY硬幣的馬克西 - 媽媽曝光的事件，我們的營銷團隊。

III。戰略聯盟

我們也繼續不時地與世界各地的鑰匙商人合作，以時間，因為它是雙方當事人有利，在提高硬幣的可接受性幫助。 

IV。明星代言

為了確保最大外伸距向公眾開放，我們將進行其中PRiVCY硬幣被名人來自不同行業的認可，以確保gre-亞特能見度硬幣

和我們的平台事件和廣告。 

五，空投和網絡營銷策略 

我們正在進行一個20週空投和將推出的延長長度鼎我們的社區的聯盟營銷政策，並確保達到對人的最大數目我們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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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吸引和令人信服MERCHANTS

其中的一個cryptocurrency最重要的方面是：市場這麼好，它的礦工和持有人有地方花錢。我們知道我們的目標群體，並

擁有最好的策略到位，甚至說服那些誰不知道密碼的。我們的目標是讓貨幣AC- cepted在網上商店的支付解決方案，使他

們的注意力。要做到這一點，我們的方法不只是與簡報教育他們，而且要激發他們學習和發現我們的錢幣的投資優勢。錢

是一個總賬，它是一種工具，人們為實現自己的目標，並滿足他們的需求的方式使用。我們的目標是幫助人們實現這些願

望和需求，為他們提供合適的創業公司進行投資。我們知道，商戶採用類似於礦工採納，但是，它僅僅是了解他們的觀點

截然不同的事。



PRiVCY白皮書1.0版（八月2018） 27

12路線圖PRIVCY COIN

Q3-Q4 2017年

理念種子 

初步的研究和團隊建設Blockchain發展初始化

戰俘共識模型對其進行初始化網站開發初始化

錢包發展初始化的PoS功能加入公關營銷策略

制定 

Q1-Q2 2018

社區發展入門網站發布Mainnet發布團隊拓展

 

Q3-Q4 2018

空投 

公鑰密碼有影響力的白皮書V1.0發行上市對加密的

交易往來PRiVCY混合協議發布的電子商務插件釋

放贊助營銷的增加存在的SEO活動令人興奮的合作

夥伴關係

Q1 2019及以後

新應用程序的Android / iOS的錢包改進隱私功能隱

私HODLers驅動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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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只基金分佈 

我們的目標是使PRiVCY硬幣為主導cryptocurrency cryptocurrency，並設計了一個合適的計劃，這將使我們的夢想實際的

實施。PRiVCY使用免費20週空投，其中11 000 000 PRIV將平均分配給註冊用戶。繼續執行戰略將發展基金，賞金/市場

基金及贈品基金資助。

Founders Fund的將被釋放，空投結束後PRiVCY的三位創始人之間平分。

營銷和賞金基金 2500000營銷和賞金基金 2500000

贈品 500000贈品 500000

空投 11000000空投 11000000

發展基金 4000000發展基金 4000000

創始人獎勵 3000000創始人獎勵 3000000

總 21 000 000總 21 000 000



PRiVCY白皮書1.0版（八月2018） 29

社會渠道

網站： https://privcy.io/網站： https://privcy.io/

BitcoinTalk論壇ANN： https://bitcointalk.org/index.php?topic=4503790.0BitcoinTalk論壇ANN： https://bitcointalk.org/index.php?topic=4503790.0

GitHub的： https://github.com/privcycoin/privcyGitHub的： https://github.com/privcycoin/privcy

錢包下載： https://github.com/privcycoin/privcy/releases/錢包下載： https://github.com/privcycoin/privcy/releases/

WebWallet： https://privcy.zone/WebWallet： https://privcy.zone/

資源管理器： http://explorer.privcy.io/資源管理器： http://explorer.privcy.io/

不和諧： https://discord.gg/dTar3DP不和諧： https://discord.gg/dTar3DP

龍頭： http://faucet.privcy.io/龍頭： http://faucet.privcy.io/

推特： https://twitter.com/PRiVCY_COIN推特： https://twitter.com/PRiVCY_COIN

Facebook的： https://www.facebook.com/PRiVCYCOIN/Facebook的： https://www.facebook.com/PRiVCYCOIN/

reddit的： https://www.reddit.com/r/PRiVCY/reddit的： https://www.reddit.com/r/PRiVCY/

Instagram的： https://www.instagram.com/privcy_official/Instagram的： https://www.instagram.com/privcy_official/

按照我們的官方電報頻道： https://t.me/PRiVCY_announcements按照我們的官方電報頻道： https://t.me/PRiVCY_announcements

加入我們的官方電報組： https://t.me/PRiVCY_community加入我們的官方電報組： https://t.me/PRiVCY_comm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