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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FI��代币代表了��Trustlane��对开发��DBFI��应⽤程序和技术的承诺。基于��ERC-20��的代币还使公众、商业和⾦融部⻔
能够参与扩展⽣态系统。��DBFI总供应量99,999,999，计划预算开⽀如下：

加密技术⽬前被视为银⾏业和政府发⾏货币的对⽴⼒量。每个国家对加密货币的看法不同，这导致数字资产的程序不
⼀致，功能有限。加密技术⼴受欢迎，尤其是千禧⼀代和对��P2P、透明度、隐私、效率和灵活性感到满意的商业社区。然
⽽，加密技术的辉煌并没有在现有的货币体系中得到妥善实施。区块链和加密技术⾯临着许多问题，因为当前的实施缺
乏合规、税收、记录、安全和经济的系统原因。

Trustlane��LLC��的研发

DBFI代币-ERC20

加密挑战

针对加密货币的所有问题，Trustlane��LLC��⾃��2021��年��10��⽉以来，着重于对最新技术能⼒的需求、货币系统⽹络、时间
和交易流程、代币经济学、数字资产安全以及法律法规等关键点进⾏了深⼊研究.此外，还进⾏了这项研究，以在利⽤现
有⾦融秩序的同时创建⼀个加密社区⽣态系统。��Trustlane��LLC��基于充分的研究成果开发了⼀个基于混合区块链
的��DBFI（去中⼼化银⾏、⾦融和投资）平台。��DBFI��平台的⽬的是充当加密经济和法定经济之间的桥梁。��DBFI��还准
备作为⼀个公共平台，提供利⽤智能合约技术和��CBDC（中央银⾏数字硬币）的应⽤程序作为商业交易（B2B）、⾦融
部⻔和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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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于销售、营销和合作伙伴计划
● 40%⽤于应⽤程序、技术和⽣态系统开发
● DBFI创始⼈团队薪酬的15%
● 项⽬运营成本的10%
● 5%的应急储备
参会⼈员可下载会计师合法化的预算审计报表，可获取
每个季度在参与者的帐户⻔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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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FI代币的功能和使⽤

Trustlane��开发了⼀种混合区块链协议来运⾏基于加密的交易系统。

DBFI��代币可以使⽤第三⽅数字钱包、硬件钱包或冷藏存储。最受欢迎的免费数字钱包之⼀是“Metamask”。此钱包可在��iOS��和��
Android��上免费下载。⼀个临时帐⼾可⽤于存储尚未转移的代币。所有参与者的代币将在锁定期结束后⾃动转移。

DBFI��代币供应固定，价值动态，并在发布时系统定价。预计该代币将在公开交易所交易后的��6��个⽉内正式发放。��DBFI��代币在��
Trustlane��⽣态系统中充当交换媒介和合法⽀付⽅式。

DBFI��代币的发⾏是作为为商业社区、⾦融机构、投资公司和个⼈交易开发经济⽹络协议的承诺。

初始��DBFI��代币发⾏

DBFI��代币供需

混合区块链具有适合集成到基于加密经济的所有部⻔的优势和特性。混合区块链管理私有区块链平台，⽤于从公共区块链进⾏交易验
证。

预售和公开代币发⾏必须填写个⼈资料并填写申请表（⽩名单表）。在获得��DBFI��代币发⾏部分的批准后，将联系参与者。⾸次公开募
股和公开募股的参与者需要提供⾝份证明和居住证明。

每次在��Trustlane��⽣态系统中使⽤代币进⾏⽀付时，DBFI��代币的“销毁”阶段都会被系统地编程。��“销毁”是⼀种通货紧缩的⽅式，
因为它减少了代币的流通供应。采⽤循环平衡⽅法来确保作为平台⽀付收到的任何代币不会循环回流。��“销毁”阶段是⾃动化的，由可
靠、透明和记录在案的第三⽅管理。

注意：混合区块链⽹络为⽤⼾提供了更安全的解决⽅案

区块链项⽬总结

DBFI��代币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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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费（gas费）

DBFI��⽣态系统中的主要应⽤程序只能由具有先前注册的加密钱包的��DBFI��代币持有者访问。��Trustlane��还将建⽴⼀个内部
和公共交易所⽹络，以⽀持其他加密货币流动性，如⽐特币、以太坊等。

智能合约控制��Trustlanee��⽣态系统内的访问，以协调请求和合约逻辑、验证每笔交易、确认和发送安全消息。通过使⽤“DBFI��
应⽤程序⻔⼾”，参与者可以参与安全的业务、⾦融和消息交易，⽽⽆需任何⼀⽅的⼲预或验证，监管机构要求除外。

Trustlane��为结合确认、通信、交易、可访问性和安全性的问题提供了⼀个有趣的解决⽅案。记录可以安全存储，使⽤端到端加
密，公开认证、引⽤和记录，使交易数据被确认为可靠的确认。��DBFI��是⼀个加密交易系统项⽬，以适应

与⼤多数现有区块链不同，DBFI��区块链⽹络运⾏时⽆需⽀付汽油费。没有��gas��费⽤是��DBFI��区块链⽹络与其他公共区块链的
区别。

关于��Trustlane��项⽬

DBFI��平台配备了必要的应⽤程序来运⾏其参与者的��DBFI��代币功能。

DBFI��区块链以访问费运⾏，定期分配给访问��DBFI��平台上的应⽤程序的⽤⼾。按需交易费⽤向��B2B��⽤⼾收取，并且是基于⾦
融部⻔交易的百分⽐。

Trustlane��项⽬的主要⽬标是在不与法定货币和传统银⾏业务竞争的情况下，建⽴⼀个独特的加密⽣态系统。��DBFI��项⽬的
愿景是建⽴⼀个由��PT��IDFC��International��的⼦公司“Trustlane��LLC”创建的强⼤⽣态系统。在持牌公司开展这项活动的同
时，Trustlane��LLC��与具有⾦融和信息技术背景的战略合作伙伴合作，即��Eastern��Trust��Singapore（成⽴于��2010��年）。此
外，它还有Blackmaria��Pty��Ltd、Australia、PT等战略合作伙伴。

DBFI��代表“去中⼼化银⾏⾦融投资”，主要充当银⾏、⾦融和投资领域的中介和交易管理。

DBFI平台⽀持申请

Mandiri��Citikom��印度尼西亚。��Trustlane��由具有技术和⾦融⾏业经验的团队和合作伙伴协助。

Trustlane��Crypto��banking��根据银⾏标准管理数字资产，例如⽐特币、稳定币、CBDC��等。该平台的基础应⽤将作为数字资产
管理服务，消费者可以访问各种数字资产。��Trustlane��将使其成员能够利⽤不同的流动性供应政策获得⾼杠杆头⼨。

⽣态系统参与者通过访问“DBFI��应⽤程序⻔⼾”完全控制��DBFI��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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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和B2B。该平台使其参与者的交易活动⾃动化。使⽤公钥作为社区标识，DBFI��利益相关者可以访问��DBFI��平台。通过拥有DBFI代币
和DBFI稳定币，终端⽤⼾可以接⼊DEFI（去中⼼化⾦融）、交易、B2B交易、通信、机构间确认等应⽤。

机构可以沟通、去中⼼化、低成本和安全。此外，OSM��可⽤作政府、军事和⺠⽤机构之间的通信技术。��OSM��是所有⾏业的交易和通信⽹
络的演变，它使⽤唯⼀的加密标识符作为各⽅合同活动之间的桥梁。

DBFI平台技术

DBFI��⽣态系统基于智能合约执⾏数字资产功能，该智能合约被编程为在银⾏、⾦融和投资领域执⾏交易订单。稳定币是应⽣态系统参与
者的要求专⻔为交易发⾏的。信任通道

DBFI��⽅⾯技术总结

DBFI��开发混合区块链，这是⼀种结合了公共和私有区块链组件的独特技术。使⽤混合技术，任何外部攻击只能到达��50%��的��DBFI��节点
⽹络。节点是��DBFI��区块链⽹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个跟踪加密交易的去中⼼化分类账。��DBFI��区块链由节点和⽹络参与者组成，
⽤于在发送信息时验证和传输交易。��DBFI节点基础设施⽀持各种操作系统（OS），例如Windows发⾏版（7,8,10），Linux发⾏版
包括Ubuntu，Debian，Mac��OS等。DBFI节点开发具有银⾏级连接性以配置智能合约，发送/接收交易，并从区块链请求数据。��Node��
使⽤��JSON-RPC、REST��和��Websockets��等��API。

DBFI��依靠智能合约来管理复杂的⽣态系统，其中包括：密码⾝份、⾃动化特性、底层合约、时间戳等。DBFI��项⽬基于��3��个⽀柱，即：

DBFI��智能合约

Trustlane��还开发了“开放式智能合约��(OSM)”，这是存储在由��DBFI��平台中的团体和财团定义的区块链中的程序。��OSM��可以⾃动
执⾏⾦融、银⾏和企业对企业��(B2B)��系统中的合同。还可以对��OSM��进⾏编程，以在不需要中介的情况下在⾦融机构内部/之间安全地
传递消息、通讯员和安全虚拟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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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权
•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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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币可以⽤作��Trustlanee��⽣态系统中参与者承诺的中介。稳定币以后可能会被分配⽤于传输和访问费⽤，以取代有限
的��DBFI��代币供应。通过将法定现⾦存放在托管银⾏来保证稳定币的稳定性。稳定币的⼀些特征包括：公⽤事业、代币、访问、
资产、投资和商业⼯具。

什么是中央银⾏数字货币？

DBFI项⽬实施阶段：

DBFI��开发团队由��Trustline��编程专家和全球签约的⾃由职业者组成。��DBFI��开发团队预计在��3��到��5��年内完成该项⽬，使
⽣态系统充分发挥作⽤。

DBFI��应⽤程序开发的第⼀阶段包括：

DBFI��平台是⼀个使⽤密码技术的交易⾃动化平台，通过接⼝应⽤程序��(Dapps)��运⾏。��Dapps��在安全的区块链⽹络中进
⾏点对点通信、消息传递和交易。

DBFI��项⽬扩展计划：

DBFI项⽬实施分为3个阶段：

DBFI��平台还可以⽤作全球所有中央银⾏法定货币和��CBDC��之间的桥梁。

硬件技术规划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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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位于多个地点的绿⾊能源数据中⼼
• 通过卫星连接开发专⽤⽹络

第 3 阶段——开放智能合约——B2B/机构代币化项⽬。

• 数字资产和投资组合管理、交易结算和兑换。
• B2B 平台、财务⾃动化系统、投资管理。

第⼀阶段——混合区块链开发
第⼆阶段——供应链平台（B2B）

• Crypto-ID、智能合约、安全消息、KYC 数据库等。

• ⽤于第三⽅集成的云 API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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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数字货币（CDBC）是⼀种数字代币，类似于加密货币，是中央银⾏发⾏的。它们与该国法定货币的价值挂钩，
并得到政府的全⼒⽀持。

路线图列表：标记为绿⾊的已完成。

根据国际货币基⾦组织的说法，由于交易费⽤低，CDBC��⽐实物法定货币更具成本效益。��CBDC��的存在提供了以下好
处：

✓��

DBFI��项⽬路线图阶段：

DBFI��项⽬在进⾏⼴泛研究后于��2021��年��10��⽉启动。��DBFI��路线图基于以下概念：充⾜的⼈⼒资源、及时性、市场潜
⼒、DBFI��代币流动性、代币经济��(ROI)、扩张机会、项⽬连续性和积极的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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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案的研究与制定
✓ ⽣态系统规划

✓ 系统和线框设计
 ✓ 获得加密活动许可证
✓ DBFI代币开发
✓ ICO ⻔户开发
 ✓ ⾸次发⾏准备（Pre-ICO）
 ✓ Trustlane 项⽬正式启动
✓ 公开发⾏ DBFI 代币（ICO
✓ 最终项⽬开发

✓ 基本⼯作和管理

✓ ⾸次启动 BETA 应⽤程序
✓ 启动内部/外部加密交换
 ✓ 向监管机构注册代币
✓ 代币在主要交易所的公开交易
✓实施所有DBFI项⽬计划

● 更⾼效、更安全的⽀付
● 允许消费者直接使⽤中央银⾏
● 消除商业银⾏倒闭⻛险
● 易于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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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FI��代币发⾏计划：

：动态值

退款政策 最后⼀次��ICO��结束后��30��天，但须低于最低软上限价值。

⾸次代币发⾏��-��ICO

基于��ERC-20��的��DBFI��代币发⾏使公众、企业和⾦融部⻔都能参与其中。��DBFI��ERC-20��代币充当��Trustlane��⽣态系统中的交换媒介
和法定货币。��Trustlane��LLC��准备向投资者和加密爱好者介绍建⽴在以太坊��ERC20��区块链上的��DBFI。

总供应量：99,999,999

DBFI��代币公开发⾏��(ICO)��阶段相同，发⾏价格不同。公开发售价格可在��DBFI��代币购买⻔⼾⽹站上获得。��ICO��前阶段的销售收⼊将⽤
于资助��ICO��阶段。

令牌摘要

：静态电源

DBFI��代币��Pre-ICO��阶段如下：

定价模式

：1.00��美元��-��第��1��阶段：1,000,000��代币价格��-��第��2��阶段：
5,000,000��代币价格：待定��-��第��3��阶段：10,000,000��代币价
格：待定

⼩数位数：18

初始报价��-��预��ICO

供应模式

⾸次发⾏��(pre-ico)��是指在公开发布之前提供代币。这允许投资者在公开发⾏��(ICO)��开始之前购买代币/代币。当所有代币全部售出时，
Pre-ICO��阶段结束。��Pre-ICO��阶段的⽬标买家是来⾃公司和⾦融机构的投资者。通过预��ICO��购买的代币可以存储在��Trustlane��⻔⼾
中，并可以在代币锁定期结束后转移。��Trustlane��在三��(3)��个发⾏阶段提供��pre-ico��代币，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修改后的代币价格。

最低资本��‒��软顶：1,000,000��美元

令牌代码

最⼤资本��‒��硬顶：75,000,000��美元

:��DB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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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ICO��和��ICO��包含条款：

DBFI��代币公开发⾏��(ICO)��阶段如下：

-��上市后预估代币价格可达10.00美元

-��预��ICO��和��ICO��参与者填写⽩名单表格��-��将通过电⼦邮件或电话联系参与者以
签署购买合同��-��仅通过��DBFI��代币购买⻔⼾付款。

-��第⼀阶段：10,000,000��代币价格：待定
-��第��2��阶段：25,000,000��代币价格：按需

-��接受的付款⽅式包括⽐特币、以太币、法定货币和银⾏卡。
-��Pre-ICO��参与者的最低购买量为��1000��个代币。

*

-��第��3��阶段：25,000,000��代币价格：按需

*

-��ICO��参与者的最低购买量为��10��个代币��-��⼀个帐⼾的最⼤购买量为��
10,000��个代币��-��对于超过��10,000��个代币的购买，需要额外的⽂件。

根据交易时的⾼需求假定��DBFI��代币价值。

免责声明：��

DBFI��⽩⽪书仅供参考和参考。参与者应充分了解购买加密代币所涉及的各种⻛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问题、市场波动和监管不确定
性。��DBFI��代币产品在不允许加密交易的国家/地区不可⽤。⿎励参与者研究各⾃司法管辖区的加密货币法规。本⽩⽪书不是对任何
⼈的投资和招揽要约。��DBFI不是受证券法保护的证券产品，不被指定为证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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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交换

战略合作伙伴：

-��加密存储

关于��Trustlane��：

Trustlane��LLC��是获得许可的加密公司，可以从事以下活动：

-��加密硬币

接触��：

-��加密银⾏和投资

雅加达��SCBD��财政部⼤厦��6��楼
PT��IDFC��国际区��8。⾃由贸易区

内部编号��1B-7T/469,��Poti,��
4400��Georgia

info@idfc.international

Trustlane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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