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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Talis简称Tcoin。在2022年4月18日16时（UTC+9），完成了自面世

以来的第3轮换链，更换为TRC20的密币，Talis换链后享受到TRC20主

链带来的便宜和速度。

Talis词根的意思是“对等的”，符合区块链的特性，Talisman 具有护

身符、保平安的意义，TalisCoin是一个护身符，是一个能够保佑你平安的

Coin。

Talis不仅仅是一个密币，他代表了一个完整生态，已经具备了多样化

的场景应用。是Tokencan交易所、Tbonus Pro（以下简称TP）、芈钛

元宇宙、分布式存储端到端体系、NFTs交易所的治理币。

Talis已经具备了一个交易基础密币的所有功能。可实现质押、理财、

支付、借贷和社区治理等等各种功能。

Talis将随着Tenet集团的整体业务发展，更有价值。可以应用到各种

应用场景中，包括：挖矿、游戏、存币宝、TPDao、红包、盲盒、DAO社

区建设、打赏、抽奖、投票等。

运营5年来，Talis作为Tenet生态圈的纽带，让合作伙伴优雅的赚钱，

它将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T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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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okencan集团架构

（一）香港T网国际化交易所

T网是一个为资产提供流动性服务的国际化交易所。T网业务板块

丰富，可为项目方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为中介机构提供多重盈利

机会以及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得到了各大社区认可。

（二）深圳鲸算云大数据中心

鲸算云大数据中心承诺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技术及售后服

务。主要经营互联网数据服务，分布式云数据库服务，区块链技术研

发、服务器研发、IPFS分布式储存、数据库技术、加密算法芯片研

发、供应链与物联网技术开发及销售等。

（三）韩国GW科技有限公司

韩国GW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01月，是具有年轻的思维方

式、富有创意、勇于挑战的企业文化。专门从事碳排放、绿色经济、

项目孵化、支付系统及交易系统开发等领域。

（四）韩国TENET Data systems有限公司

韩国TENETDS成立于2021年08月，注册资金17亿韩元，是

IPFS(分布式存储技术)领域技术领先企，正在韩国构建IPES分布式

存储基础设施，同时栽培最尖端的IPFS技术研发团队。目前，在韩

提供分布式存储、超级计算、软件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

（五）日本GANADAIEO有限公司

日本GANADAIEO公司是专门流通产品及运营产品说明学院，有

着经验丰富的销售团队销售及说明TP的理财产品。目前，在日本提

供FIL理财产品、平台币理财产品、算力理财产品等，同时传递准确

无误的FILIPES分布式存储技术。

第一章   Tokencan集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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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强-董事长

1996 – 参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开发

2000 – 创立全球最大的艺术网站Artron.net，后工作于华为

2010 – 创立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创立文交所权益拆分模式

2016 – 参与贵阳区块链特区建设

2017 – Tokencan创立，11月18日正式上线

2018 – 创立韩国GW科技公司，韩国总部成立

2019 – 进军IPFS领域，2021年创立TenetDS 

金首露-COM

关系营销之父

“关系营销理论”集大成者

Unit-A团队主席

TSSO（ True Success System Corporation）主席；美国

国际尤尼体代表理事；韩国

G|oba|UntA名誉代表；日本

日本企业加密货币协会顶级顾问；日本

30+年全球营销经验，唯一曾在悉尼歌剧院演讲营销理论的大师，美国 SUCCESS 

MAGAZINE（成功杂志）首页报道，台湾WN-WNWN营销大会最强业绩嘉宾，

享誉全球，受邀出席指导各国企业。

付文青-技术总监

现任引力波区块链技术总监，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与技术专业，长期从事分布式

系统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研发，对区块链有深入研究，曾任职于阿里大文娱事业部和

新浪微博，负责相关业务线技术架构的设计及研发，现研究方向为Web3.0基建建

设技术和相关应用，探索Filecoin分布式存储生态，NFT、元宇宙的实现和应用。

二、核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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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往期成功项目回顾

FIL Bonus产品是为解决着力于挖FIL币的矿工的创新措施，此产

品既解决了挖FIL币矿工的FIL质押问题，也给投资者创造了低成

本的算力投资和质押币投资，满足了广大老百姓投资者的需求并

获得赞许。在韩解决了不少FIL矿池的面临的“无质押币”而无法

正常运营的难题，并且诸多友商纷纷借鉴及学习FIL Bonus模式。

1、募集额：无限FIL

2、周期：2021.01.17启动，周期1年

3、预期年收益：40%

4、收益分配：每周星期一（购买产品，7天之后开始计算收益）

5、募集单位：5枚、10枚、30枚、60枚、100枚、300枚、500

枚、1000枚

6、FIL投向：FIL矿池质押币

7、返还：质押满1年可进行返还质押数量

8、运营成果：filbonu 参与人数： 8994人，已到期并返还本金

的比例为65%

（一）FIL Bonus一年期产品（已完成）：

T500是Tokencan推出的第一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Defi产品，

T500支撑了万倍共识，支撑了“YLB循环模式”。Tbonus是未

来基于智能合约进行企业分红的样板。银行锁定资金，无损安全

投资。 

投资人将投资款锁定到指定银行，一年后可选择原价赎回投资款。

投资人投资获得的YLB，锁仓一年，到期可选择退回，或保留。

投资人锁仓YLB，可以获得48次的分红，分红来自Tokencan的

利润。

运营成果：共1660位用户参与，已到期用户的本金已经全部返还

到个人银行账户。

（二）T500一年期产品（已完成）:

1、销售额：无限FIL

2、周期：2021.02.06启动，周期1年

3、预期年收益：33.3%

4、FIL分配：1年到期后，发放用户购买的FIL

5、运营成果：共1280位用户参与，已于2022.02.06日到期，

用户购买的FIL已按约定时间转入用户账户中。

（三）6.66折购买Fil一年期产品（已完成）

          用户可以用当时市场价的66.6%购买FIL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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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户群：面向接受区块链矿业投资的普通客户，包括投资客户

及推广客户。当前主推Filecoin真实数据存储挖矿。

2、特点：把复杂的区块链矿业投资，变成人人可以参与的简单、

稳定、可靠的投资行为。例如，通过专业的矿业管理机构，把复

杂的Filecoin真实数据存储服务，变成一种简单的质押激励行为，

在客户的本金无损前提下，把每日挖矿收益中的80%分配给投资

客户及推广客户。

3、投资方向：由TenetDS、1475等资管机构负责投资管理。用

户质押的Fil全部用于Filecoin真实数据存储服务，把挖矿收入的

20%用于覆盖提供真实数据存储所需要的所有硬件、软件、机房

及Datacap的投入；另外80%用于客户分配。

4、运营成果：参与人数：2064人，每周可稳定获得收益

（四）挖矿宝（进行中）:

1、用户群：面向币圈用户

2、特点：官方直销，规则透明，收益可靠

3、投资方向：由TenetDS、1475等资管机构负责投资管理。官

方销售算力有两种方式，第一种为普通算力，用户的投资费用为

FIL节点存储设备的硬件费用，用户只获得Filecoin节点的硬件部

分产生的收益。用户在投资了普通算力后，获得升级的权利，在

用户选择升级后，将获得满算力，满算力产生的收益为Filecoin节

点硬件部分及质押部分收益，收益大大提高。

4、运营成果：参与人数：601人，每周可稳定获得收益

（五）官方算力（进行中）：

1、用户群：面向接受区块链矿业投资的普通客户，包括投资客

户及推广客户。当前主推Filecoin算力（有效存储空间）投资

2、特点：ZettaPool是一个非常成功的Filecoin算力理财产品。

它把复杂的区块链矿业投资，变成人人可以参与的简单、稳定、

可靠的投资行为。ZettaPool在韩国有近万名非常专业的推广

者，推广者除了获得销售奖励之外，还可以针对挖矿收益的20%

进行按比例分配。

3、投资方向：由TenetDS、1475等资管机构负责投资管理。此

产品在韩国、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饱受投资者和推广者的欢

迎。通过专业的矿业管理机构，可以把复杂的Filecoin的节点建

设和管理工作，简化为有效存储空间（算力挖矿）的投资行为，

并把每日挖矿收益中的80%分配给投资客户及推广客户。

4、运营成果：参与人数：439人，每周可稳定获得收益

（六）zetta pool（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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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okencan交易所治理币

Talis简称Tcoin。作为Tokencan交易所的治理币，在获得Tokencan业务的强力支持

后，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强劲，从之前的30韩元左右，直到目前在200韩元附近波动，价值增长

达到了6倍左右。

Talis在2022年4月18日16时（UTC+9），完成了自面世以来的第3轮换链，更换为

TRC20的密币，TRC20主链相比较之前的ERC20主链，有交易手续费低，交易速度高的优

势，这将有利于把Talis更广泛的应用到理财、支付、质押等场景中。接下来将在Tokencan中

创建Talis交易专区，做为可交易各种密币的基础密币。

（一）新币挖矿：

1、使用Talis可进行新币挖矿，新币上线前，按相关要求将Talis存入新币矿池中，可参与

新币挖矿。

2、新币将按照总的挖矿量，平均每小时释放。

3、Tokencan将每小时快照一次用戶投入的Talis与挖矿池的总投入数据，并按比例发放

挖矿奖励。

4、用户可以随时将某个矿池中的Talis赎回。

5、挖矿池中的代币被全部挖完后，参与挖矿的Talis及未领取的代币都将自动返回到用户

的现货账户中。

（二）Talis交易专区：

1、Tokencan将清理所有无交易、不活跃币对

2、打造上币团队，发掘或孵化有价值的新代币

3、为活跃币种和新币打造Talis交易专区

第二章   平台治理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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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bonus Pro（以下简称TP）平台的治理币

“Tbonus Pro(以下简称TP)"是香港T网和韩国TENETDS开发的数字资产管理及理财产品平

台。TP已成功进军至韩国、中国、香港、日本、印度等地区并设立合作公司，为业务搭建了夯实的

基础。TP为当地的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优质虚拟金融产品(FIL理财产品、平台币理财产品、算力设

备理财产品等)，并获得了良好口碑。

Talis作为TP平台的治理币，在TP将创建多种产品，比如：存币宝、及存币宝加息券、Talis红

包、抽奖、盲盒等等，可用来购买聊天道具、头饰、装饰品，开发相关游戏，扩大持有Talis持币用

户基数，有效提高用户粘性。总之，Talis将作为TP平台产品的主要基础密币。

三、芈钛元宇宙虚拟世界中的治理币

芈钛团队(Metatao)在全球艺术品市场耕耘20载，我们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品牌:由英文Meta(元)

和Tao(道)组合而成，“道”是老子在 《道德经》中所阐释的概念，“道”既是宇宙的本源，也是

万物的起始。代表Metatao是联通一切的“元宇宙”。韩文名메타트是对Metatao的音译。中文名

为英译谐音“芈钛”，“芈”字是古老的华夏姓氏，为祝融八 姓之一。“钛”为具有科技感的航空

金属。中文名“芈钛”寄意传承历史、创新未来。

芈钛元宇宙平台将把完整的艺术生态搬入元宇宙。我们可以把“芈钛元宇宙”理解为一款游

戏，一款重现艺术世界的元宇宙游戏。在这款游戏中我们将植入一个经济和金融系统，我们想要营

筑的是一个能全方位互动、具有沉浸式的艺术元宇宙世界。

在Metatao营筑的艺术元宇宙里，艺术家可以在其中建造画廊出售自己的作品，艺术机构可以

在其中创建美术馆来展示人类艺术的珍品，其实，具有艺术天赋的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召开发布

会来推介自己的作品......这是一个艺术的新世界，一定会成为新世代人类的艺术原乡。

Talis将作为芈钛元宇宙的平台币之一，实现项目融资功能，支付功能，以及借贷功能，使用

Talis标价或享受某项服务的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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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布式存储端到端运营体系治理币

Filecoin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分布式存

储文件系统，已经拥有了超过16EiB的存储

能力，并且大多数矿工还有大量的高配算力

机，目前大量的资源都在参与挖矿和维护共

识的阶段，海量的传统客户，特别是拥有巨

大的数据纯粹需求的客户并没有将其数据迁

移到filecoin网络。这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浪

费，我们所开发的端到端分布式存储系统目

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filecoin生态提供的

存储资源更便宜，更具备弹性，同时拥有更

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Talis做为分布式存储端到端运营体系治

理币，实现利润分配、交易、质押等功能。

五、NFTs交易所治理币

在高度数字化的社会环境中，NFTs正在成为一种向外界传达你是谁的资产，而不仅仅是内

容。面对人人都会NFT的未来，Metatao期待打造一个发行NFT的权威平台，一个NFT内容的生产

工厂，我们正在构建一套完整的创作流程“设计、锻造、上线、营销”，基于这样的流程，我们可

以为各路艺术家提供一个创作平台，一个NFT内容资产的全新管理模式。

随着多个系列的NFTs推向市场，在社区打造日渐成熟的基础上，Metatao团队也将打造

NFTs交易所，实现NFT挂单交易，Talis将作为NFTs交易所治理币，建立Talis交易专区，抵扣

交易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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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付功能

（一）NFT衍生品交易：针对Metatao推出的首个NFT“Taciturn-robot”，将开发一系列

的衍生品，包括但不限于：服装、包、钥匙扣等等产品，Talis将作为其中主要的支付工具。

（二）扫码支付：Talis扫码支付功能已完成，可应用在线下实体场景，包括：旅游村、协

议酒店、缆车等等

（三）手续费抵扣：做为治理币可半价抵扣Tokencan交易所、NFT交易所的交易手续费

（四）端到端冷数据存储：

1、DC冷数据存储：

（a）冷数据存储服务内容包括：冷数据存储服务、冷数据读取服务、自建私有存

储、资源利旧存储。

（b）应用Talis质押和锁仓的方式对用户进行分级，不同的锁仓和质押数量对应不同

级别，获得我们提供的对应级别的服务。

（c）不同的用户级别，提供不同的免费存储和读取额度，超出的部分可用Talis抵扣

或付费。

第三章  Talis相关功能

用Talis抵扣或付费

用户级别 Talis质押数量 锁仓时间

A类

B类

C类

2万

5万

10万

用户在使用T网提供的冷存储服

务期间，Talis将处于锁仓状态，

除了可按规定进行抵扣外，无法

交易或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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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缩减封装时间：用户在投资了一般算力或满算力产品后，可用Talis购买封装时间，

           规则如下：

1、购买时间：最少购买2天起，最多可购买26天；

2、购买价格：根据FIL当前币价，用户购买的算力数 X 全网24小时FIL产量 X 当前

      FIL币价/当前Talis币价 ≈ 缩减每天需支付的Talis数量。

（六）挖矿宝收益发放：现挖矿宝的收益每周发放，按FIL当天币价兑换成Talis发放。

（七）付费内容获取：可使用Talis购买各种需要付费的内容，包括：大V专题文章，付

          费操盘指导等。

2、冷数据存储服务产品：

产品名 单价 规则 

冷数据存储 

数据提前赎回

自建私有存储

资源利旧存储 

180天

 < 180天

180天

180~540天

免费 

抵扣

定制

20%

A类用户免费存储额度：50T

B类用户免费存储额度：200T

C类用户免费存储额度：1P

超出部分，可用Talis抵扣，5万枚Talis/PB/年 

（此数量根据Talis的价格，动态调整）

如提前赎回，不同级别的用户可享受不同额度的

免费赎回额度：

A类用户  免费提前赎回额度：0.5T

B类用户  免费提前赎回额度：3T

C类用户  免费提前赎回额度：20T

超 出 部 分 ， 可 使 用 T a l i s 进 行 抵 扣 ， 5 万 枚

Talis/PB（此数量根据Talis的价格，定期调整）

需要定制化服务，设备采购，运维服务；其中设

备在TENET指导下由用户提供，TENET提供存

储技术及运维服务；最少C类用户才享受此类服

务。Talis可用来支付运维费用，10万枚Talis/PB/

年 （此数量根据Talis的价格，定期调整）

举例：存储最小集群配置，

存储机器 4台     监控机器 2台 

跳板机 1台         前端机 1台 

多媒体 7台         网络 2台 

总价约142万元

集群设备改造，运维服务；

举例：釜山客户原有设备算力12T/天，搬迁到天

能节点每天基础算力为50T/天，可增长至新增

500T/天，7X24小时全天候系统稳定运维，版

本变更配置变更，版本更新发布进度跟进；

最小存储
时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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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押功能

（一）冷数据存储：应用Talis质押和锁仓的方式对用户进行分级，不同的锁仓和质押数

          量对应不同级别，获得我们提供的对应级别的服务。质押数量和级别对应见上。

（二）NFT项目孵化：使用Talis及社区，用于孵化合作的nft项目，互相引流，针对那些

          有较完整生态的项目。

（三）NFT白名单：对于某些稀有NFT，白名单用户才有资格去抢购，或者用较低价格

          购买。

（四）链游IGO：给Talis的持币人一定的IGO额度，针对长期有潜质的链游项目，和一

          级市场的投资用户。

三、理财功能

（一）持仓返利：持仓Talis返tmeta挖矿：总共拨出一定数量的tmeta，每周按照Talis的

           持币锁仓量进行释放

（二）挖矿：TPDao

（三）加息券：结合会员体系，在理财产品，比如：挖矿宝活期中，可用Talis购买加息

           时间，不同级别的用户增加的利息比例不同

（四）定投：用户可以一定额度，在一段时间内定投Talis，以享受Talis整体价值提升带

           来的升值收益。

（五）双币挖矿：币安上的玩法，用户可以买涨买跌，每周五为交割日，用户购买的时候

           系统自动确定一个交割价，到交割时，如果用户用usdt买btc涨，结算价高于交割

           价，用户得到U；低于交割价，不成交，用户得到U及年化利息，平台做好风控，

           可以保有大量的主流币。

四、借贷功能

（在芈钛元宇宙，Talis做为Tenet集团的交易基础密币，可对芈钛元宇宙中各种有价值的

数字资产进行标价，并应用Talis的借贷功能，进行抵押借贷。

五、交易功能

在Tokencan交易所和NFTs交易所，将打造Talis交易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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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alis挖矿

开发Talis矿机及挖矿软件，在购买矿机并质押Talis后，可按一定的年化利率算法，每

日产生挖矿收益。

二、TP DAO

（一）投资套餐规则：

1、第一期将募集Usdt，分为：100、500、1000、2500、5000、10000、

     15000、30000、50000 Usdt等9个投入档次

2、可升级所购买的套餐，一人不可使用多个账户

3、若收益达到300%时结束支付（重新购买商品时产生收益）

4、可以申请解除合同，解除之时产生解除违约金10%，其由本人(用户)承担。

5、销售收益达到300%时自动解除合同，若再次进入销售模式得重新购买。

6、若销售收益未达到300%的用户账号，项目到期(1年)之后自动解除合同。

7、解除合同之时，第二天将持有的Talis提币至官方地址，确认无误之后将USDT返

      还至用户

（二）奖励内容：

1、静态收益：（投资金额的年化收益率最多12%） / 每日进行支付，无推荐人也可

     以享受每天收益(随时可解除合同，产生10%的违约金)

2、推荐奖励：推荐人投资金额的最多4～10%（根据本人购买的套餐，因人而异）

3、领导奖励：推荐人为准，根据现有本人推荐人数和参与套餐来能享受最高伞下15

     级的40%（最多）收益

4、赞助奖励：小区业绩的6~10%（有着每日顶点，截止本人投资的金额MAX OUT）

5、赞助间接奖励：推荐人可获得的赞助奖励10%

注：所有奖金在收益达到本人参与套餐金额的300

第四章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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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币宝

（一）产品一：锁仓7天

募集期3天，预期年化收益10%

本息释放时间：本金及收益将于锁仓到期后发放。

（二）产品二：锁仓30天

募集期7天，预期年化收益15%

本息释放时间：本金及收益将于锁仓到期后发放。

（三）产品三：锁仓90天

募集期7天，预期年化收益20%

本息释放时间：收益将于每月1日发放，本金将于锁仓到期后发放。

（四）产品四：持仓，随存随取，年化收益6%

年化收益率：6 %

最少持币量：1000Talis

参与方式：用户只需账户持仓1000Talis以上即可每日获得收益，可随时充提及交易，持

                  仓越多，收益越多。

收益发放：T+1发放，当日系统将随机快照用户Talis持仓量，次日发放收益至账户

快照账户：仅快照币币账户中可用T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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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T网用户发出拼手气红包、普通红包和专属红包。

（一）拼手气红包：

可选择给同一社区的用户发起拼手气红包，可选择红包个数和红包总金额，社区用户在拆

开红包后，可收到红包总金额内随机数量的Talis，送完为止。

（二）普通红包：

可选择给同一社区的用户发起普通红包，可选择红包个数和单个红包金额，社区用户在拆

开红包后，将获得同样数量的Talis，送完为止。

（三）专属红包：

可选择给同一社区的用户发起专属红包，可选择发给社区里的某一个用户，设置发送金

额，社区用户在收到此红包后，将获得此数量的Talis。

1、每周定时在已有平台开启直播，包括：抖音、微信直播、一直播、Discord、Twitter

      Space、B站等等。

2、自研直播平台，功能包括：社区创建、打赏、直播、道具、大V专题，付费操盘指导

      等等。

五、红包

四、直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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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盲盒

（一）活动主题 

1、潘多拉盲盒，打开就有奖 

2、TP盲盒，抽取BTC 

（二）活动背景 

1、在TP用户缓慢增长，Talis在外流通量较多 

2、活跃用户少，留存用户少 

3、使用Talis抽取盲盒，可以活跃用户，引入更多的流量，收回市场上流通的Talis 

（三）活动玩法 

1、每次抽取花费100 Talis 

2、参与条件：所有用户均可参与 

3、奖品有：

一等奖：0.01枚BTC

二等奖：0.1枚ETH

三等奖：10枚FIL 

四等奖～十等奖：200～2000 Talis不等（一）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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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痛点：

随着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发展，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个透明的通用账本，任何人都可以从

中收集交易信息，PoW共识机制使得交易更加安全。随着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交易量在2017

年达到顶峰，低交易吞吐量和高交易费用导致比特币和以太坊等加密货币在其现有的状态下

无法扩展，且存储成本高昂，限制了需要大量存储空间的Dapp的项目发展。因此，Talis成

立并成为应对这些紧迫的可扩展性挑战的创新解决方案。Talis立志成为让所有Dapp享有低

廉的存储成本和高安全性交易的公链。

（二）规划：

1、Talis 致力于建立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基于区块链的操作系统之一，致力于成为 Web3.0

的基石，为 Talis 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去中心化应用程序提供高吞吐量、高扩展性和高可用性支

持。

2、Talis 协议遵循 Google Protobuf，支持多语言扩展，无论是 Java、C++、Python、Go 还是

PHP 等，均可在 Talis 协议上大放异彩。

3、 Talis 基于 Filecoin 分布式存储技术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分布式存储协议，以更好的满足现

实世界中多样化数据存储需求，使其更加稳定，数据永久保存，实现永生，且不会在中间状态下

异常终止。

4、 Talis 协议将会提供 RESTful HTTP API，让其很容易地在 javascript 客户端中使用，让

Web2.0 的用户很自然的过渡到 Web3.0 生态中来。

5、 Talis 在不久的将来会推出 TAVM 虚拟机，TAVM 是为 Talis 生态系统开发的轻量级图灵

完备虚拟机，与现有的开发生态系统无缝对接，为全球数百万开发者提供高效、便捷、稳定、安

全、可扩展的定制区块链系统。TAVM 虚拟机会兼容市面上主流的虚拟机，让所有的智能合约

都可以在 TAVM 上执行。

（一）痛点：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主流币越来越多，协议也越来越多，跨链交易已经成为了

Web3.0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现如今市场上的跨链成本高昂，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采取去

中心化交易所中转的方式以节省跨链带来的高昂手续费问题。

（二）规划：

Talis协议也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推出了Talis钱包，解决多链交易问题，适

用于任意的支付场景。

二、跨链钱包

一、Talis公链

第五章   Talis公链及跨链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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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is 拥有很多的商业生态拓展计划，其中游戏是生态中非常重要的一环，Talis 会专门为游戏

提供一套可靠的、安全的、稳定的支付解决方案，无论是 Web2.0 的游戏，还是 Web 3.0 GameFi，

均可接入 Talis 协议，开箱即用，降低门槛。Talis 项目方也会自主研发多款游戏，无论是小游戏，还

是大型制作端游，Talis 的身影无处不在，无论是游戏中的装备还是充值，Talis 都会丰富其中的各

类应用场景，降低支付门槛。

 因Talis协议的独特性，Talis还会提供对应的存储接口，因游戏需要存储大量的数据，Talis

会提供完善的存储接口，让游戏开发商可以享受低廉的、安全的分布式存储，无需担心数据丢

失，永久保存。

二、存储

一、支付

第六章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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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alis虚拟交易大赛

（一）大赛设计理念：

传统的币圈或交易所交易大赛，只是统计在一定时间段内的买入卖出量，按大小排序

决出排名，大赛方式单一，排名不透明，最终一等奖虽然设置的很大，但最终的获得者不

透明，还有量化参与，结果并不令人信服，已失去吸引力。

本次交易大赛的设计出发点，结合传统的竞技方式，分团队赛和个人赛，团队或个人

间PK，初始条件相同，进行虚拟交易，最终获胜者获得相应系列奖励，更具挑战性和趣味

性，公平公正。

（二）参赛方式：

1、比赛不限团体或个人，缴纳1000 Talis作为参赛费即可参与，主办方获得的参赛费将用

于赛事筹办费用，及获奖者奖励。

2、参赛团体或个人需在T网用邮箱注册新的参赛账户，并给自己战队取昵称，提供战队

logo（如有）。

第七章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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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赛规则：

1、大赛分预热期、报名期、大赛期和赛后总结奖励，4个阶段，每个阶段一周时间。

2、大赛形式为虚拟交易，在T网创建一个新的虚拟币对TalisS/usdtS中进行，此币对的单

币价格及交易价格波动严格按照Talis/usdt币对进行同步变化。

3、每个参赛的团队或个人，在T网参赛账户中将获得10万枚TalisS和2万枚usdtS ，作为初

始的虚拟代币。

4 、 在 虚 拟 大 赛 期 间 ， 参 赛 的 团 队 和 个 人 ， 使 用 参 赛 账 户 中 的 虚 拟 代 币 在 虚 拟 币 对

TalisS/usdtS中买入、卖出，进行波段操作，以最终实现盈利为目的。

5、参赛的团队和个人的交易手段，不限人工手动下单，或应用机器人依靠编写的做市算法

进行交易。

6、大赛出于提高广大用户交易水平，并且使大赛更加公平透明，将在大赛结束后，在征得

参赛团队或个人同意后，公布获胜者的交易记录，用于大家分析提高。

7、所有参赛团队或个人，最终根据账户余额进行排名，账户余额位于总参赛团队或个人的

前半数名次获得奖励，如排名虽然在前半数，但账户余额小于初始值的，无法获得奖励。

8、举例：如参赛团体或个人共10组，其中5组账户余额大于初始值的，可获得奖励。

9、主办方将实时显示参赛团队或个人战绩排行榜。

（四）大赛奖励：

1、大赛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鼓励奖。

2、主办方获得所有报名费其中20%作为大赛运营费用，其余的80%用于大赛奖励。

3、一等奖获得总奖池的20%；

4、二等奖获得总奖池的15%；

5、三等奖获得总奖池的10%；

6、鼓励奖分摊奖池中的剩余奖金。

7、所有获奖团队或个人，如愿意，将获得T网带单操作权利，有权获得所有跟单用户操作

手续费的50%（跟单功能待开发）

8、奖金于大赛结束后一周内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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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鸟打卡瓜分Talis

（一）活动设计理念： 

【早鸟打卡瓜分Talis】是T网推出的一款以促进健康早起为目标的习惯性养成活动。

用户支付10 Talis即可参与次日活动，如在次日早晨6:00～7:00成功打卡，可获得1～

100Talis的随机奖金收益，还可以养成早起的好习惯。

（二）活动入口：

登录【T网客户端-早起打卡瓜分Talis】，即可参加活动。

（三）打卡细则： 

1、用户支付10 Talis打卡金，即可获得次日早起打卡机会。所有用户支付的10 Talis打

卡金，将进入次日早起打卡奖金池中；

2、次日早晨6:30~7:00成功打卡的用户，可随机瓜分当日奖金池内全部奖金，瓜分奖

金最低1 Talis，最高100 Talis；

3、同一T网账号每天只有1次参与机会。涉嫌违法、违规参与活动的用户，平台将有权

取消您的活动参与资格，并回收您已获得的相关收益。

（四）奖金领取发放： 

1．打卡成功后，您所瓜分的奖金总额=1 Talis+随机奖池剩余奖金；

（1）10 Talis打卡金将在您打卡成功后直接转入到奖金池。

（2）随机奖金池剩余奖金将在打卡当日中午12时公布瓜分结果（如遇特殊情况，平

台将另行通知）

2．您可以在打卡当日中午12时进入【T网-早起打卡奖金池-我的战绩】。查看您的获

奖情况，并领取您的剩余奖金。

（五）用户邀请规则： 

1．新用户(从未参与早起打卡的用户)通过点击好友分享的专属链接，填写好友邀请码,

即可获得10 Talis奖金;

2．新用户成功支付1 Talis参与打卡活动,视为邀请成功,对应邀请人也可获得10 Talis奖

金。若新用户通过以上渠道接受邀请后,一周之内未成功参加打卡活动,则视为邀请失

败。您可在【早起打卡邀好友】查看好友邀请状态;

3．涉嫌违法、违规参与活动的用户,微博钱包平台将有权取消您的活动参与资格,并回收

您已获得的相关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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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名单

（一）300个白名单名额：

1．其中VIP_1邀请150人、VIP_2邀请100人、VIP_3邀请30人、VIP_4邀请20人。

2．当上一个等级选定人数超过上限时，自动顺位到下一个等级

（二）白名单积分规则：

1．持有Talis，每5000个Talis计1分；购买NFT，每个NFT计2分；及其它Tokencan产品(最多

20分)

2．邀请人数分数化(最多20分)

3．在社区等级分数化(最多30分)

4．VIP_1总分30分以上、VIP_1总分40分以上、VIP_1总分50分以上、VIP_1总分60分以上

（三）白名单奖励规则：

1．奖励相应级别的NFT或Talis

2．Tokencan集团发布的NFT或其它产品的优先购买权

3．参与DAO管理

4．Tokencan集团发布的相应产品级别相应的收益分配

二、社区贡献者

（一）4级社区贡献者：

邀请人数达到1人，邀请人和被邀请人社区等级达到15级

（二）3级社区贡献者：

邀请人数达到3人，邀请人社区等级达到20级，被邀请人社区等级达到15级

（三）2级社区贡献者：

邀请人数达到6人，邀请人社区等级达到23级，被邀请人社区等级达到18级

（四）1级社区贡献者：

邀请人数达到10人，邀请人社区等级达到25级，被邀请人社区等级达到20级

（五）社区管理者奖励规则：

1．奖励相应级别的NFT或Talis

2．Tokencan集团发布的NFT或其它产品的优先购买权

3．参与DAO管理

4．Tokencan集团发布的相应产品级别相应的收益分配

第八章  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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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1．双币挖矿机制
2．添加理财类服务优惠事件，推出存币宝加息券
3．在Tokencan交易所推出Talis交易专区

1．主打冷数据端到端服务优惠事件，包括质押优惠，及支付优惠
2．推出社区运营高端功能，包括Talis红包，Talis打赏
3．Talis虚拟交易大赛

9月
1．Talis矿机及质押挖矿
2．推出社区运营高端功能，包括抽奖、盲盒、投票
3．早鸟打卡瓜分Talis

10月 1．推出涨跌游戏
2．推出各种Talis的支付服务场景

通过Talin NFT的运作，构建Talis社区体系

发布质押类服务优惠事件，包括NFT白名单机制及NFT孵化机制，挖矿宝优先权机制

正式起到TP DAO理财产品

发布理财类服务优惠事件，包括Staking机制，积分宝机制

11月 推出链上聊天功能，可购买聊天室道具，头饰，装饰品

12月 推出Tokencan元宇宙虚拟世界，Talis成为虚拟世界中的治理币

1月 添加质押类服务优惠事件，链游IGO

1月 发布直播平台

2月 布直播平台

3-4月 推出Talis公链

5月 推出多链钱包

6月 推出游戏生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