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CCY是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公链，其理念是将分布式科技金融服务融入
生活，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打造分布式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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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Y公链

DCCY public 
Chain



DCCY公链简介

DCCY 将 Order Book(交易委托账本)和算法交易模式结合，实现交易即使结算，保证
用户资产安全。为此还提供商用框架，支持多语言开发。

DCCY不仅是分布式金融公链，而且兼有数据和模型流转服务，以分布式共享记账，互
助协作、全网记账等技术为基础，共识算法、透明记录为辅，构建全新普惠式的信用
体系。

DCCY提出分布式金融的解决方案，实现数据财富的转移、升级，从而推进全球金融生
态建设，打造公平公正的去中心化交易环境。

DCCY在去中心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还将在数字身份、卫生保健、产权保护，
食品安全，追踪溯源、农业供应链等领域开展积极的探索。
力求完善区块链造信任共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推动社会治理和完善公共领
域服务发展，开创新的生产消费形态。



Technical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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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优势



双合约层
DCCY 公链采用了双合约机制，有效降低开发者使用难度。支持JavaScript 和 C++进行
编程开发，既便捷使用，又拓展了底层技术的开发。

去中心化跨链
DCCY引入智能合约和矿工角色完善跨链机制，打造真正去中心化链。且基于智能合约，
杜绝中心化风险，数据公正。

去中心化交易所DEX
去中心化交易所在区块链上建立点对点的交易市场，交易记录与数据全部上链，公开透
明、不开篡改。用户保管自己的资产私钥，对其资产具有绝对控制权，而平台不触碰用
户资产，更无作恶可能。

闪电网络原子交易
通过哈希时间锁合约，提供无需任何第三方的场景下直接进行安全的数字货币交换的
跨链解决方案。即时结算的同时，提高交易隐私性以及降低交易手续费。

公链性能
1.TPS 达到了每秒 4,000 以上；
2.支持 BTC，ETH 之间的跨链，极大丰富了应用场景；
3.DCCY 具备可供商用的公链框架，极大提高开发者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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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链应用

Application of 
Public Chain



打造分布式金融
解决方案

信用体系构造 大数据交易DEFI去中心化金融

DCCY引入去中心化层来去中
介化，完善各项服务解放旧有
生产力，改善当前金融体系。

DCCY 以分布式共享记账，互
助协作、全网记账等技术为基
础，共识算法、透明记录为辅，
构建全新普惠式的信用体系。

基于区块链技术和链下 P2P 网
络构建跨机构的可信数据交换
环境，实现敏感隐私数据不出
库，降低数据提供方与需求方
的协作成本，促进产业互联网
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协同创新。



DEX去中心化交易所
传统交易所安全事故不断、操纵质疑加剧、政策监管趋严、资源越发集中受限，用户急需一个高安全性、高透明
度、高可靠性、上币公平公正的去中心化交易所，来拓展区块链世界。

智能映射
支持各种基于ETH、BTC及EOS网络发行的Token在DCCY公链上映射。DCCY将依托智能合约，一键完成部署。

去中心化外汇交易
基于“一篮子”稳定币计划，用户可在PAP-10基金中，自主完成世界各个币种之间的兑换，全程公平、公正、
公开、透明、安全。

去中心化私有银行
DCCY为用户打造专属私有银行，通过智能合约以P2P技术取消传统中间环节，让用户轻松在个人终端，享受便
捷安全服务。

去中心化借贷
DCCY去中心借贷协议将匹配借方与贷方完美链接，抵质押确认后即时划转资产、完成借贷行为，有效解决传统
借贷借款难、利率高、不透明化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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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篮子稳定币计划

DCCY自主开发的 AMT 智能合约，以去中心化的资产抵押方式消除市场信任风险。
基于此，DCNY佐以数字资产抵押开放式混合型基金（PAP-10），涵盖各大价值标
的，让 DCNY 和人民币完成强信任的锚定，并在此基础上，将人民币推向国际化
的结算场景，增加人民币在国际间清算的使用空间和使用频率。

未来还将以美元、欧元、日元等全球范围内多个流通价值较高的法定货币为基础，
打造DUSD/DEUR/DJPY等多种稳定币，进军全球稳定币市场，塑造全新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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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链映射或开发者自主研发DAPP

从EOS网络映射
EOS的源码安全始终饱受争议。DCCY为DAPP开发者而提供了一个低门槛，无上限的完善框架。

从TRX网络映射
TRX致力发展的DAPP生态已然崩塌，用户急需一个安全有公信力的公链来构建新的生态。

从ETH网络映射
ETH确认时间过慢，平均出块时间仅为15s。曾经的公链开创者止步不前，性能成为新一代公链竞
争的焦点。

DC联盟技术社区开发者独有DAPP
DCCY公链安全、高性能的技术让其广泛适用于科技、金融、安全信息等领域。社区开发者可在
链上进行全场景DAPP的探索，充分发挥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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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million rewards to help DCCY 
global exchange ecology



交易所上线DCCY奖励

DCCY基金会将对符合条件上线DCCY的全
球交易所，按先后顺序给予奖励。

交易所成功上线DCCY并向其会员进行宣发，
通过DCCY基金会审核后，可获得相应
DCCY奖励（共525万枚）。



对于上线DCCY映射版本USDT的交易所，

通过DCCY基金会审核后，可获得相应

DCCY奖励（共525万枚）。



交易所、媒体、APP参与
DCCY超级节点竞选奖励

交易所、媒体、APP宣布参与DCCY超
级节点竞选，上线相关Banner及公告。
并保留一个月。待2020年6月DCCY超
级节点竞选正式开始时参与竞选。

宣布参选并上线相关内容后提交DCCY
基金会审核。

通过审核后，可获得相应DCCY奖励
（共255万枚）。



区块链APP成为DCCY
节点奖励

DCCY鼓励其他APP开通DCCY的

钱包功能。开通DCCY钱包功能并

提交DCCY基金会审核。

通过审核后，可获得相应DCCY奖

励（共51万枚）并成为DCCY机构

节点。



DCCY线下圆桌会议

用户线下组织见面会讨论宣发DCCY

体系、技术及市场并将内容以视频的

形式上传至Youtube或腾讯视频。

完成上传后，将视频链接及截图发送

至DCCY基金会，通过审核即可获得

相应DCCY奖励（共500万枚）。



DCCY 超级话题

用户在个人社交媒体，如

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

发布DCCY相关话题。

成功后将内容链接及截图发送至

DCCY基金会，通过审核即可获得

相应DCCY奖励（共500万枚）。



DCCY KOL视频

DCCY邀请各行业KOL一起探讨DCCY

理念，并以视频的形式上传至抖音、

TIK TOK、火山小视频或Vigovideo。

完成上传后，将视频截图发送至

DCCY基金会，通过审核即可获得相

应DCCY奖励（共16.4万枚）。



DCCY媒体生态是DCCY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DCCY生态体系的落地形态之一。DCCY媒体生态将有助

于激励媒体及用户的原创内容产出，提高传播效率。

DCCY广邀各大媒体加入DCCY，媒体为DCCY开设相应

专栏并为DCCY撰稿即可获得奖励（共51万枚）。

DCCY 媒体生态



按照用户DCCY钱包持仓（除去机构节点
列表）快照数据发放奖励并公示。

DCCY双链钱包账户持仓竞赛分周赛，月
赛，季度赛及最终决赛。每场竞赛前10名
的用户可获得DCCY奖励（共395万枚）。

持仓竞赛

赛期 期数
奖励

每期奖池（枚） 总奖池（枚）
名次 DCCY（枚）

周赛 52

1 5,000 

28,500 1,482,000 

2 4,500 

3 4,000 

4~6 3,000 

7~10 1,500 

月赛 12

1 10,000 

44,000 528,000 

2 8,000 

3 6,000 

4~6 4,000 

7~10 2,000 

季赛 4

1 20,000 

104,000 416,000 

2 18,000 

3 16,000 

4~6 10,000 

7~10 5,000 

总决赛 1

1 300,000 

1,524,000 1,524,000 

2 250,000 

3 200,000 

4~6 100,000 

7~10 50,000 

随机空投548名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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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DCCY蒙眼竞拍奖励

DCCY基金会将额外追加等同于当日成功竞拍总额度10%的DCCY
用于奖励各类参与者

其隶属的机构节点获得等同于其成功拍得数量2%的DCCY奖励；

其推荐关系中距离该用户最近的4个社区节点各获得等同于其成功拍
得数量0.5%的DCCY奖励；

其推荐关系中与该用户构成直接推荐关系的用户获得等同于其成功拍
得数量5%的DCCY奖励；推荐关系中除直接推荐关系外向上十层每层
用户获得等同于其成功拍得数量0.1%的DCCY奖励。



打造分布式金融
解决方案DCCY蒙眼竞拍奖励

DCCY基金会将空投额外稳定币用于奖励各类参与者

成功竞拍获得1枚DCCY即可获得”一篮子稳定币计划”中发行的
所有稳定币各0.01枚（基于DCCY公链发行），需单笔竞拍
≥1000枚DCCY。

3月1日前DCCY钱包功能仍在扩充，奖励将在链上即时记录，待
功能升级完成后统一补发。升级之后空投奖励每日均会在竞拍结
算时全部发放，且均为上链交易，无任何锁定。



更多活动敬请期待

DAPP技术社区开发大赛

DAPP技术社区开发大赛技术社区的发展更需要开发者们进行交流，
而DAPP技术社区开发大赛则为他们开创了一个盛大的舞台。届时
技术人员可一同参与链上DAPP开发，以实力论证，以赛会友，更
有相应DCCY奖励发放。

完成智能映射获得奖励

完成智能映射获得奖励DCCY出色的公链性能，正在打造一个完善
的生态。DCCY欢迎其他公链token在DCCY链上完成智能合约映
射，可获得相应的DCCY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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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联盟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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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去中心化联盟

一个以技术为导向的社区自治组织，由各类计算机工程学，密码
学，数学，经济学，金融学人才自发成立。

如何重新构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联盟思考的究极问题。
目前的联盟根据各自不同的愿景，发挥其所长，在各个领域展开
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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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去中心化金融联盟

目前涵盖了传统证券、股市、银行业、信托、注册会计师、精算
师等高级金融人才，他们以联盟为中心，积极撮合各项金融业务，
改善现有金融体系，打造公平公正的交易生态环境。

让交易不再需要第三方中介

用智能合约缔造更公开透明的信任机制

真正实现普惠金融的未来

打造分布式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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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去中心化技术联盟

一群技术骇客，致力于DCCY的开发建设和治理透明度倡导及
推进工作，促进开源生态社区的安全、和谐发展。他们来自全
球各地，怀揣着科技改变未来的使命砥砺前行。

DCCY技术联盟正通过区块链技术介入到供应链网络，形成核
心企业内（从设计，到生产，到销售，到服务，到回收的上下
游的数据共享价值链），核心企业间（生产运维经验分享的价
值链）互信共享和价值交换，真正的用技术赋能实体经济。



联盟愿景--凝聚共识展望未来

在区块链的分布式网络上面搭建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平台，提供
去中心化的驱动服务，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硬件，以及去中心化的
存储。以跨链协同的方式，完善DCCY公链生态，加快数据上链、
资产数字化、分布式金融等各项建设。

联合更多参与者，包括供应链金融平台，核心企业、专业的金融
中介机构、资金方、保理机构等，来一同发挥平台资源优势，积
极在政府、互联网企业等层面进行挖掘和拓展，在区块链高效的
数据交换与去中心化应用的技术创新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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