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CTEC 相关问答

CTEC中国社区整理

1. CTEC 是由谁发起?

答: 无从而知，正如 BTC 的创始人中本聪谁知道是哪里人、哪里发

起的一样，CTEC 的创始团队也是匿名的极客团体，真正的区块链本

身就是去中心化的。

2. 我投入的 BTC或 ETH 去共振能得到什么?

答: BTC和 ETH投放到池内进行共振之后，您就会获得等值的 CTEC，

价值对等的兑换不存在任何损失。

3. CTEC创始团队的最终用意和目的是什么?

答: CTEC设计的初衷是要做超越 BTC、ETH 的新一代加密数字货币，

一直以来，正义、平等、自由、民主都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

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每一个人都拥有基于正义、平 等、

自由、民主的权利，这种权利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 名，也不 能侵

犯。任何一套法律或制度，不管它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不正

义， 就必须加以废除或改造。 虽然，自古以来，不同的社会或阶级

的人们对正义一词有着不同的 解释。但是，无论对于正义的解释是

否精准，也无论时代如何改变，社会如何变迁，正义，始终是人类文

明自创立之初起就一刻不曾停止追求的价值观。正义，同样是我们创

造正义宇宙的终极愿景。为此，我们将努力在正义宇宙中践行自己对

于正义的理解，不辜负所有人的期待。因为拥有了自由，人们可以不



受限的进行思考，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

施。从而将自己的潜力和才智发挥到极限，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

因为拥有了平等，阶级差异和鸿 沟将不复存在。人与人，人与社会

的摩擦将降到最小，人们将被无障 碍的链接起来，最高效的实现团

结协作并且公平的分配成果。 因为 拥有了民主，对规则和制度进行

改变与进化的权力将被交到大 众手 中，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和持有相

同观点的人一起，用思想改变现状并 决定前进的方向。 我们相信，

在自由，平等，民主的基石之上，人 们创造财富的效率将被提升到

最高，为实现的愿景打下同样坚实的物 质基础。 现在，我们清楚地

定义了 CTEC 的理念和愿景。为了将它们 变为 现实，我们需要依靠

最前沿的区块链技术。 因为区块链技术解 决了信任问题，使得人类

可以建立更高层次的共 识，这将为社会与 制度的发展带来无限的想

象空间。而区块链技术带来的 去中心化和 不可造假又避免了传统中

心化社会的各种问题，例如不公开，不透明， 造假，权力高度集中

等等。所以，依靠区块链技术，我们得以在 CTEC 中实现我们的愿景，

把 CTEC 打造成为自由，平等，民主的财富远景。是一个图灵完备的

计算、开发、应 用平台。其目的是基于科学的思考与缜密布局，打

破贫富隔阂， 依靠去中心化底层技术建立一套科学、公正、透明的

资产增值+再分配公链体系，引领生态 池的应用群，让资本为集体利

益服务，让顺应经济游戏规则的资产在裂变中有序增值，让金 融文



明向链商文明纵深发展。

4. 当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把 CTEC给挖完了怎么办?

答: BTC 总量 2100 万，挖矿产出每四年减半，经历十一周年还有大

约 19%未被开采，且开采难度越来越高。而 CTEC 总量为 20 亿，16

亿：矿池产出，，占 80%

1亿：共振母币，，占 5%

1亿：空投大小节点，占 5%

1亿：团队达标奖励，占 5%

1亿：CTEC创始团队奖励占 5%

CTEC母币只共振 1亿枚币

剩余币全部矿池产出，矿池产币总量分别为 4 亿枚币、9 亿枚币、11

亿枚币和 13亿枚币以后算减半，矿池算力减半，矿池产币总量 16 亿

枚全部产完，矿池自动停止，需要很多年才能挖完。

5. 匿名聊天功能什么时候上线？

答： 目前技术已经在开发中，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将迎来匿名聊天的

上线。

6. 持币 1万枚一个月复利收入是多少？，一年复利收入又是多少？

答： 持币 1万枚一个月复利增加 34.8％，一年复利最高至 3716％。

周期内如若您未进行任何转账或卖出操作，并且 CTEC总数满足当前

持币层级所需持币量。如果不卖出持币时长算力直到挖完矿池内



16亿枚止。

7. CTEC钱包账户私钥如果忘记后有办法寻回吗？

答： 钱包私钥如果遗忘，您将永久失去账户。所以 CTEC 在创建钱

包地址时为您提供了专属的钱包助记词，您务必把私钥、助记词保存

在安全地方，以防账户丢失，保护自己的数字资产。

8. 为什么一定要参与共振？我也可以选择去交易所购买啊...

答：共振每一层的价格不同，所以越早共振的价格越低，获利空间也

越大。CTEC公链并没有强制用户一定要通过参与共振获取 CTEC，您

可以后期自行对比交易所购买价格和共振池的共振成本，选取最合适

获取 CTEC的方式。

9. 持币多少枚 CTEC才可以参与挖矿？

答：单个账户持币 500 枚 CTEC以上方为有效账户，持币低于 500 枚

CTEC不能参与挖矿，只能持币待涨。

10. CTEC有销毁功能吗？

答： CTEC全球首创销毁证明机制，每次转账自动销毁 2%，最终流

通量 2100 万枚，价格上涨潜力巨大！目标对标 BTC。

11. CTEC运行多久了？

答： CTEC还没有开始，前期先机 2020 年 3月 4日全球启动，即可

运行。

12. CTEC模式和 VDS 一样吗？



答： CTEC在刚刚推出时，有很多人都会拿它与 VDS 做对比，但是

您仔细阅读 CTEC的白皮书之后你会发现，无论从技术、模式还是生

态共建上，两者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项目，没有任何可比性。

13. 这么棒的项目为什么还需要依靠模式推广？

答： 大力的推广是为了实现项目发布的初衷---普惠和价值回归，让

更多的用户在项目发布初期就能以最小的成本加入 CTEC公链并获取

最大的价值回报。

14. CTEC是自己的主链吗？主链是基于什么原理设置？

答： 是的，主链是基于 DPOS 共识引擎自主研发的底层公链，同时

拥有自己独立的去中心化冷钱包。

15. CTEC会上中心化交易所吗？

答：会，目前已经发布了白名单，但是还没上所，即将登录十家知名

交易所。

16. 参与 CTEC的风险是什么？

答： 对于投资者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收益风险，和 BTC 原理一样，

只要 CTEC 能实现其全网的应用和交易价值， 有足够庞大的共识用

户，大家自然会维护（它）的利益。

17. 今天 CTEC 的价值与价格来自于大家的认同，如果大家不在参与

了或不再认可那一样是风险啊？

答： 是的，但您要仔细想想...到现在哪怕 BTC 的挖矿成本和耗时一



直在上升，依然有很多人参与其中。但是大部分都是大庄家在大规模

的挖矿，一般的散户已经错过了最佳挖矿时机，而现在的 CTEC公链

就给了让大家重新赶上这波趋势的机会，并且通过挖矿模式让大家拥

有源源不断的收入。

18. 共振池里币的数量大家都能看得见吗？

答： 中心化公链具备公开、透明；浏览器数据可查，数据机制全部

被植入到链上，将永远无法篡改；而且永远不会关网，每个人手里的

数字资产永远不会消失；确保了项目本身的稳定性，可持续性。

19. CTEC有主站吗？

答： 没有主站的，是和 BTC一样，全节点网络的。技术开发只是负

责把底层开源码供给所有节点共享，注定了 CTEC的永续。

20.怎么证明是去中心化的 DAPP，怎么证明制度跑在智能合约上，而

不是后台调控的？

答： 1、CTEC公链应用的数据和记录以密码学的手段存储在公共的、

去中心化的区块链上，以避免任何一个中心数据点故障导致的系统崩

溃。

2、CTEC公链使用基于密码学的 Token，这是访问应用的必要条件，

并且任何矿工的贡献也以这个应用的 Token 支付。

3、 CTEC公链以 DPOS 加密算法作为价值证明，并产出 Token。

4、所有 CTEC 公链 Token 的每一笔交易、每一笔制度结算的奖励分



配，都可在区块链浏览区查询明细、追本溯源.

21.DAPP 制度上链为什么是趋势?

答： APP 是互联网时代最具颠覆性的创新，它从不同维 度对我们的

商业、生活、工作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 但是 APP 运行在中心

化的服务器上导致开发商可以随时调整规则、制造虚假数据、强制信

息推送，强制升级等，不平等的对立关系极大程度上给用户带来了困

扰，打破体系的平衡。而 DAPP 是由区块链所延伸出来的全新领域，

DAPP 运行在去中心化的网络上，相较与中心化 APP 的集权， DAPP

的网络中不存在能完全控制 DAPP 的中心化节 点。DAPP 将所有的

数据进行加密后存储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应用平台上，数据的安全性

能更高，能够有效防 止信息篡改和伪造，同时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项

目的稳定性，降低了宕机风险和运营成本，让用户自由平等地使用

DAPP 所提供的服务。由于 DAPP 运行在区块链上，在链上产生的每

一笔交易变得极易验证。所有人都有权限访问记录并检查目 前和以

往交易的状态。这种透明度还允许对所有已执行的代码进行精确核实。

并且 DAPP 从区块链底层技术出发将所有模式和规 则写于链上，公

开透明、无法篡改，采用智能合约来保障分配规则的绝对公正。每个

用户都能参与 DAPP 的管理并做出贡献，积极的参与和生产加上奖

励机制符合公众的最大利益。即使在最阴暗的角落，CTEC智能合约

都能保障公平的裁决。



22.资金模式项目的未来发展方向？

答： 制度上链公开透明、不锁仓出入自由、低门槛人人参与、金额

大小自由设置、跨境跨界生态共建。

23.CTEC主网什么时候上线？

答： 开启共振当天同步上线。

24.怎么保证大资金进入的安全性？

答： 区块链的匿名性、不可篡改性、以及完全去中心化的特性决定

了个人才是自身资产的完全所有者，且 CTEC 公链所有交易与收益分

配完全在链上由智能合约进行管理，由算法保障每一项规则的绝对公

平。只要妥善保管您的助记词和私钥，任何个人及组织无法侵占您的

资产权益。

25.怎么样保证项目长久性？

答：CTEC公链是完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项目，没有传统项目的项目

方、中心节点与中心服务器，由智能合约保障项目的永久运转，所有

的参与者、节点都能为全网贡献计算服务，全世界只有一个分布式节

点存在，任何人和组织无法关闭公链网络。

26.假设 BTC 持续下跌，对 CTEC价格有影响吗？

答： 将有更多的人参与共振，持续扩大 CTEC 的市场份额与市场影

响力，区块链领域的人与币都不断涌向 CTEC，公链价值将仍然坚挺，

通过挖矿参与者仍将获得数量不菲的 Token 分配。



27. 如果我把币全部提完之后，团队与个人收益还有吗？

答：没有的、账户最少要保留 500枚 CTEC才能拿到动态收益和个人

收益的。

28. 从 10000 枚 CTEC的持币量降到 2000枚之后能再加回 10000 枚

CTEC，什么时候开始计挖矿？

答：若您有新增的持币量并且所在层级区间有所变化，则新增部分将

从当天新增时间节点起重新计算挖矿收益。

29. 比如我第一天个人挖矿收益总是 1000 枚 CTEC，第二天我的挖矿

收益还是 1000枚 CTEC 吗？

答：不是的、 挖矿收益是复利增涨，利滚利的。

30. 一个人能注册多少个 CTEC账户？

答： 用户是可以无上限注册 CTEC账户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您在激

活新的 CTEC账户时一定要牢记对应的钱包助记词和私钥，否则会面

临钱包丢失的风险。

31. 共振只可以玩一次吗？

答： 不是，只要钱包账户内有 BTC或者 ETH 您就可以参加共振获取

对应的 CTEC，直到 1 亿枚共振完为止。

32. 什么是去中心化交易？详细流程是怎样？

正解： 交易是目前区块链领域最大的价值获取环节。除了逐步上线

多国传统的中心化交易所， CTEC未来打造了完全去中心化的跨链交



易所和钱包，让安全的数字资产交易不再纸上谈兵，让 CTEC 及其他

数字资产以最安全、最便捷、最低成本的方式储存流通。全球的顶级

中心化交易所始终被安全问题所困去中心化交易是不可阻挡的发展

趋势去中心化交易所有的操作都是通过智能合约实现，区别于传统的

中心化交易，去中心化交易则需要等待区块链的确认才算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