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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Coin数字资产
社 交 交 易 平 台 介 绍

Real Coin平台多元
化产品提供。

 Real Coin平台还提供多
种传统金融工具，创建
一个以Real为媒介，不
同市场互联的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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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 产品介绍
传统

金融产品

数字资产在2017年
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



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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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产在2017年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CoinMarketCap数

据显示，自2017年1月初开始，数字资产总市值从170亿美

元上涨到超过6, 500亿 美元，2021年11月更是突破18,000

亿美元。

随着区块链底层技术快速发展, 传统金融机构持续进场，相

关概念的接受度和公众认知不断提高，2022年数字资产行

业势必会更上一层楼。伴随市值大幅增长，数字资产交易在

世界范围内也极其火爆。

2017年初，数字资产全球日均交易量不足2亿美元, 但这一

数据在2022年达到677亿美元，彰显巨大的市场潜力。

目前，全世界十大交易平台日均交易量约为20亿美元，以

0.1%的手续费来计算，各交易平台的单日收入也达到了 

100万美元。随着区块链市场的迅速扩张，更多的投资者将

会参与到数字资产交易中，交易平台仍然有巨大的上升空间。



产品介绍

除了以上几点，Real Coin还将建立完善的保护机制。现有的交易平台一旦出现漏洞或被黑客盗取等事件，

用户的损失很难得到补偿，为保护平台用户，Real Coin设立了投资者保护基金。

新币上市审查社交交易跟单系统 产品风险控制
全面的

行情资讯系统



产品介绍

币币交易区 OTC交易区 通证衍生品

通证期货 永续合约 创新型产品

币币交易区分为主流币种区、潜力币种区、上
新币种区三大板块。

受市场预期以及流动性需求的影响，通证
价格变动较大。为了合理对冲价格变动的
风险，Real Coin将开发通证远期合约。

相对于通证远期而言，通证期货是更为标准化
的合约，标准化具体体现在由Real Coin统一规
定合约的单位数量和交割日期，所以通证期货
釆 用公开竞价的交易平台交易模式，目前平台
提供市值前10的通证期货。

Real Coin平台将提供创新型类保险产品，
由Real Coin平台承担一部分用户的投资
风险。

Real Coin平台将提供永续合约，该合约能够在
高杠杆的情况下复制现货市场的情况，目前Real 
Coin提供最高达100倍的杠杆。

Real Coin交易平台还将设置OTC交易区，推出
OTC法币兌换，用户可持法币在OTC交易区直接
兑换BTC、ETH、USDT等数字资产。目前Real 
Coin将支持市面上主流的法币。



传统金融产品

Real Coin将推出定期理财产品，该产

品属于固定收益率类产品，平台目前

主要联合国内外知名金融资产交易平

台及知名担保公司向投资者提供多种

理财选择。

定期理财

股票是中长线投资之选，也是古典

金融市场中最为重要的投资工具。 

Real Coin平台也将提供现有的国

内外各板块股票。用户可以在Real 

Coin 平台的产品分区找到可进行

交易的股票列表。

股票

外汇交易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日均交

易量在5万亿美元以上。这是一个波动频繁

且剧烈的市场，数秒钟内即可岀现多种变

化。因此，外汇交易者通常都非常活跃，

从建仓到平仓有时只间隔几分钟，Real 

Coin平台也将提供相应的外汇交易市场、

外汇交易对以及外汇杠杆。

外汇

部分大宗商品被认为是避险资产，

意味着在高风险的资产组合中加入

这些大宗商品可以降低资产组合的

风险，增加收益的稳定性。Real 

Coin平台也将增加大宗商品交易：

比如黄金、原油、天然气等。

大宗商品

Real Coin平台也将提供债券交易

分区，根据债券的信用等级进行

分类, 以供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

者选择和投资。

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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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Coin数字资产社交交易平台技术介绍

0

5

10

15

20

25

30

35

1/5/02 1/6/02 1/7/02 1/8/02 1/9/02

       为了实现顶尖的信息流处理能力，确保精准
的信息到达和无误差的处理结果，Real Coin交
易平台采用自主开发的Matrix引擎系统，该引擎
系统经测试将实现极限峰值达到500万TPS的交
易处理速度，交易撮合效率高出同行业35%-
40%,为平台稳定高效运行提供了基础技术支撑；
同时，Real Coin平台将整合优化各个节点云计
算的配置，使Real Coin能够达到国际顶级股票
期货交易平台的处理速度。



Real Coin数字资产社交交易平台技术介绍

钱包系统
Real Coin钱包系统釆取冷热钱包分离管理，并使
用多重签名技术，实时监控钱包和资产的状态，
同时通过特殊的私钥管理方式，在保证用户充提
效率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提高钱包的安全性。

去信任化的交易机制

Real Coin采用分布式的网络构建，不仅能够消除
中心化体系下的单点故障问题，保证无间断运营，
还由于每笔交易都是自动操作结算，完全消除了
交易对手风险。

性能扩展系统
Real Coin建立基于负载均衡技术的冗余扩展系统，
负载均衡就是将收到的请求按照一定的算法分发
到不同的服务器上的过程。

中继方(re layer )概念
从技术角度而言为实现跨链的去信任交易，需要
两个计数器事物都在 各自的链上创建任务，并
且他们的任务处理需要保持一致，即两者都被执 
行或者两者都未被执行。

钱包系统

性能扩展系统



Real Coin数字资产社交交易平台技术介绍

高安全性

透明性

急速交易 1 高安全性
Real Coin交易平台将建立在自主研发的底层区块
链网络之上，并借鉴以往成熟的公链系统，确保实
现最高级别的安全性。

2 急速交易速度
Real Coin自主研发的底层区块链网络保证了用户
可以享受顶级的交易速度体验，最高交易速度可达
百万量级。

3 透明性
Real Coin交易平台会将交易信息上链，杜绝交易
平台运行中可能出现的虚增I0U、挪用用户保证金
与市场做对赌等行为；降低交易平台的使用风险，
增加交易平台的透明性。



Real Coin数字资产社交交易平台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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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交易成本

Real Coin交易平台将提供灵
活多样的交易方式供用户选
择。交易资金量大的用户可
以选择交易全流程信息上链，
在这种方式下，交易的安全
性具有最高保障。

01

使用基于原子互换技术
的Real Coin交易平台，
可以用于在无须信任的
情况下与持有不同链的
账户交换资产。

极低手续费

原子互换市场中，供需调节
的市场机制决定了提取费用。
在初始费用 过高的情况下，
只有大量数额能够通过提款
机制提取。

数据上链
Real Coin平台将实现所有数据
上链，包括用户的评论、发表
的文章、 用户社群之间的聊天
记录、用户的交易记录等。其
唯一目的就是保证任何在Real 
Coin平台上发生的数据都得到
有效保存，并确保其不被篡改。

02

0403
跨链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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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服务

   1.优秀投资人排行榜

2.优秀投资人专栏

   3.全球7*24资讯系统

 4.多样化分析系统

社交交易系统

Real Coin专注于实现“社交”与

“交易”的结合，重新定义金融

产品的交易方式，不仅提供了一

个让交易者们互相分享想法和经

验的平台，同时可以关注优秀投

资人或其他人分享的投资组合，

实时复制其操作。



全方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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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Coin交易平台提供专业、全能的

交易分析。

Real Coin为用户提供了超过50+种智

能绘图工具来帮助用户进行趋势分析

和寻找投资机会。

Real Coin将提供特有的价差分析工具，用

户可以选择自己想要进行价差分析的一组，

不同的数字货币之间、不同的交易标的之

间，甚至用户可以根据选择标的的不同进

行计算公式的调整。



全方位服务

币种分析

Real Coin将为用户提供数

字货币的币种基本信息、

持仓地址排名以及Top。

人工客服

Real Coin平台自成立之日起便坚持

“客户至上”的核心价值理念，开设专

门的客服热线，为不同国家的用户提供

7*24的人工客服服务，第一时间帮助客

户答疑解惑，缩短客户的等待时间，大

大提升客户的投资效率和平台体验。

行情分析系统

除了提供给用户强大的交

易分析系统，Real Coin还

将为交易者提供全面的行

情分析系统，帮助用户从

市场资讯、币种信息等方

面进行全面的分析。

多图布局工具

Real Coin实现在一个浏览

器页面上可以同时打开8个 

图表，从而观察不同的市

场走势，或者相同交易标

的的不同周期的走势。



全方位服务

多平台终端

Real Coin将在提供Web浏览器、

Windows系统、Andriod系统、IOS 

系统四种交易客户端，并在后期

逐步进行MAC OS系统、H5移动浏

览器等其他客户端的研发。

智能风险偏好评估系统

Real Coin交易平台依托大数据

管理与用户自画像分析，为用

户提供智能风险评估系统，对

客户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能力

进行智能评估。

智能下单执行交易

Real Coin提供挂单交易。投

资者指定交易币种、金额以

及交易目标价格后，一旦报

价达到或优于投资者指定的

价格，即执行投资者的指令，

完成交易。



全方位服务

Real Coin交易平台将

支持英、法、中、日、

韩等10余种主流语言， 

让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投

资者均可以无障碍使用

Real Coin交易平台。

多语言支持

加密资产市场的迅速繁荣对

交易平台的服务水平提岀越

来越高的要求, 但是现有的

交易平台存在着诸多问题，

难以满足投资者多元化的投

资需要,交易流程繁琐。

全网交易

机构会监控并保留其交

易员的头寸，触发器和

交易前限制的细节。

审计和合规性需求

投资组合是由不同用户界面的多个

交易平台上分散化的订单构成，在

这些不同的交易平台执行订单使得

风险管理也因多样化的订单和差异

化的价格而变得更具挑战性。

风险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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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Coin资质（团队介绍）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具有国际再生能源发展的背景，从工厂
建设到通过独立能源供应商进行能源销售。
Nikolaj负责整体战略和商业开发。

Facebook旗下虚拟现实（VR）设备厂
商 Oculus的前首席执行官（CEO）首
席技术官 Brendan Iribe曾是大型国家
DSO的首席技术官，在绿色能源整合
和智能电网事业的各个方面有着7年的经验。

联合创始人 
具有监管和金融科技背景。
在过去的五年里, 他领导了一个律师团队，
负责Baltics-Sorainen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的
所有金融科技、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相关业
务和监管。

Martyniuk

ArtOras Asakavicius

Brendan Iribe



Real Coin资质（基金会介绍）

世界对冲基金会从2017年开始筹备创立，于2018年在美国丹佛市注册，是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 最大的、独立性非
政府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组织之一。由多家知名的基金会共同投资创立。
 
世界对冲基金会的宗旨是通过整合多种 社会资源，为从事文化事业的 文化工作 者提供持久、量身定制的专业服务，
友好、科学的传承人类的文明。



Real Coin资质
（基金会介绍）

该基金会于2017年在美国丹佛
市成立，由一群热衷于探索超
文化文化和科学领域新发展的
热情人士组成。他们在美国和
国际舞台上开展了将科学界和 
商业界联系起来的有价值的项
目。 他们激励人们，他们渴望
探索科学和活动的新发展以造
福社会，并树立健康的观点。



Real Coin数字
资产社交交易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