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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什么？

为什么它很重要

DefiSports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你所需要了解的⼀切

$DSC 
⽬录

困难与挑战                                             

解决⽅案

功能与特点

规划路线

货币规则

项⽬愿景

关于我们



引⼊去中⼼化
⾦融科技前

薪酬差距、缺乏透明度和中介中间商

费⽤。

循环性订阅费、中⼼化和票务⻩⽜问

题。

球迷和运动员之间的沟通鸿沟。

没有跟踪和寻找来⾃第三世界国家的

年轻⼈才的基础设施建设。

引⼊去中⼼化
⾦融科技后

⽤$DSC/数字货币对运动员进⾏奖励的
⽀付。

去中⼼化⾦融⽣态系统。（流媒体、票

务、商品）

使⽤ AR/VR技术建⽴⼀个⽹络社交中
⼼，提供更多球迷粉丝与运动员互动的

机会，并为运动品牌整合 去中⼼化⾦融
社区。

EcoTRACK，追踪来⾃世界各地的年轻
⼈才，并在 DefiSports 区块链上⽆障碍
地连接各国体育机构和组织。



去中⼼化⾦融(DEFI)的基础设施 去中⼼化⾦融(DEFI)的⽣态体系 通讯枢纽

去中⼼化⾦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是是当今问题的解决

⽅案，它通过去中⼼化创造了更⾼的透明度。

运动员可以有效避免当今世界普遍使⽤的中⼼化基础设

施中的中间⼈费⽤，从⽽使得对运动员的奖励薪酬更公

平公正。

粉丝和球迷将通过权⼒下放和透明的⽅式与他们最喜欢

的运动员会⾯，从⽽实现其个⼈参与的⽬的。

这将创建透明的，易于沟通的⽹络桥梁。

引⼊⼀个带有去中⼼化和流媒体许可证

的⽣态系统，允许携带者购买每项体育

赛事的⻔票、购买周边商品和加⼊流媒

体服务。

这个⽣态系统将与多个⾏业共享链接，

以创建⼀个去中⼼化的⾦融⽣态系统。

伴随着观看增强现实通讯的应⽤，它就

会让各种体育迷进⼊增强现实世界，结

⾃⼰喜欢的传奇、游戏直播或参加体育

品牌的新品发布会。

与去中⼼化⾦融（Defi）社区共建数字
未来。

去中⼼化⾦融可以改变企业的运作⽅式，并蜕变整个企业。

解决⽅案



功能与特点 游戏专栏= 游戏库
通过引⼊⼈⼯智能的竞技娱乐⼩游戏，为了使持有者

获得最佳游戏体验，将允许持有者使⽤$DSC或其他
数字货币进⾏存款、取款等操作。

每⽉排⾏榜将奖励 $DSC 中的前 3 名。

市场= ⽣态系统
⼀站式去中⼼化⽣态系统，将会给持有者带来很⼤的

便利。它可简化对体育直播服务、周边商品销售和票

务系统的访问。

NFT 平台
由技术精湛的创作者在⾼级 NFT 平台上创作的精美且
独特的体育艺术作品。

内容创作者将获得 $DSC 的佣⾦。



什么是
DefiSportsCoin
科技?
由于性别，种族⽽产⽣的不平等的薪酬、惨淡的⾏业

⼯作环境仍然是根深蒂固的问题。 过于中⼼化的基础
设施仍然还在不断扩⼤着体育、运动员和球迷之间的

距离。

借助去中⼼化⾦融(Defi)基础设施的建设，它将会架
起⼀座透明的桥梁，消除中介机构，并为运动员和球

迷带来更加公平公正，更加了好的Defi 社区环境。



罗⻢⽃兽场

One

- 社区建⽴
- 合作伙伴
- ⽹站启动
- 专业顾问
- ICO 第⼀阶段

温布尔顿

Two

- ICO 阶段 2
- 新闻媒体报道
- 市场营销
- 搜索引擎优化SEO
- 招募形象⼤使

罗德板球场

Three

- ICO 阶段 3
- 市场营销
- 游戏开发
- 区块链开发启动
- CERTIK 进⾏全⾯审核

勒芒

Four

- 上线全球前10交易所 
- 市场营销
- ⽣态系统（市场）
- NFT 发售

⻨迪逊⼴场

Five

- 市场营销
- 赞助
- DAPP
- 周边商品
- 区块链测试⽹
- ⼤型幸运抽奖

迈向成功的道路

规划路线



10,000,000,000

总供应量：

100 亿枚 $DSC



智能链主⽹

代币技术

币安智能链主⽹

$DSC 是 BSC币安链 的原⽣代币，智能合约于 2021 年
7 ⽉ 21 ⽇在 SpaceX CEO/CTO，特斯拉CEO 埃隆·⻢
斯克、推特CEO 杰克·多西 和 ⼥股神 凯瑟琳·伍德 的 B
会议期间部署。

合约地址

0x662cbbeb9872251a795f85648333be0dbfcad653

安全性保证

形象⼤使钱包

体育协会钱包

专业顾问钱包

团队钱包

1.
2.
3.
4.

他们的钱包都带有硬编码的锁定功能，您可以通过阅读

Bscscan 上的代码进⾏验证。

锁定周期

团队内部和所有外部合作⽅（除普通持有者外）

他们的钱包根据与 DefiSports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协议被锁
定。

他们的钱包将被锁定 3 到 5 年时⻓，内有计时器以⽤于每年释放定
量⽐例的 $DSC。

例如。 4 年合同 总计1% 的供应量（则每年释放 0.25%）



发布于 2021 年 7 ⽉

代币经济

流通量

44.9%

形象⼤使

20%

团队

15.1%

协会

10%

⽐特币侠

5%
顾问

5%



$DSC释放计划



DefiSportsCoin的推出, 意味着其为世界上第⼀个专注
于体育⾏业的Defi Sports Coin.

我们的愿景

我们的愿景是为体育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为了实现这⼀⽬标，我们正在努⼒

开发⼀个⽣态系统，以激励运动员并取代当前的基础设施。

该技术系统将打破您与运动参与者之间障碍。

DefiSports 正在构建⼀个颠覆性的⽣态系统，您可以在其中直接与您的偶像互
动⽽不会被忽视，或者使⽤ AR 技术参与远程活动。

“我的名字是贾斯汀，我希望有⼀天我可以在世界的另⼀端观看⽐赛，⽽⽆需⽀付⾦
币，

这就是我⽀持 $DSC 的原因，因为它会让我的梦想成真”。

 



 
Stop Dreaming and be like

Justin. 
#ShapeTheFuture..

 



AR/VR集成的体育世界。

⼈⼯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将蓬勃发展，带动整个项⽬。

智能⾃动化将有助于简化数据分析。

随着企业适应新的运营⽅式，尖端计算也将获得更多关注。

DevOps 是让⼀切⾼效协同⼯作所必需的。

DefiSports 的技术和未来



科技正在改变世界； 它正在改变我们
的运动。

 
亚当·肖华



独⾃⼀⼈，我们能够达成的很少；
但协作，我们可以达成很多成就。

关于我们

COO
https://www.linkedin.com/in/moust

aphamasry/
 

https://twitter.com/MasryMoustaph
a?s=20

Moustapha
CEO

https://www.linkedin.com/in/kevin-
bilal-478122120/

 
https://twitter.com/DefiKB

CTO
 

https://twitter.com/Jasonshenmeg
ui

Jason

COMMUNICATION
https://www.linkedin.com/in/syed-

daniyal-saleem-b247621b7/
 

https://twitter.com/SyedDaniyalSal2

Daniyal

MARKETING DIRECTOR
https://www.linkedin.com/in/kyle-

drope-6ab408216/
 

https://twitter.com/KyleADrope

Kyle

COMMUNICATION
https://www.linkedin.com/in/wessel

-schipper-8b0b0a215/
 

https://twitter.com/WesselRKS

Wessel
Head of IT

https://www.linkedin.com/in/iamm
aavia/

 
 

Maavia

Kevin

External Affairs
https://www.linkedin.com/in/joseph-

drope-ab2321210
 

https://twitter.com/JosephDrope

Joey

https://www.linkedin.com/in/moustaphamasry/
https://twitter.com/MasryMoustapha?s=20
https://www.linkedin.com/in/kevin-bilal-478122120/
https://twitter.com/DefiKB
https://twitter.com/Jasonshenmegui
https://www.linkedin.com/in/syed-daniyal-saleem-b247621b7/
https://twitter.com/SyedDaniyalSal2
https://www.linkedin.com/in/kyle-drope-6ab408216/
https://twitter.com/KyleADrope
https://www.linkedin.com/in/wessel-schipper-8b0b0a215/
https://twitter.com/WesselRKS
https://www.linkedin.com/in/iammaavia/
https://www.linkedin.com/in/joseph-drope-ab2321210
https://twitter.com/JosephDrope


 
https://www.linkedin.com/in/herber
tsim/

https://twitter.com/HerbertRSim

https://herbertrsim.com/

https://www.instagram.com/thebitc
oinman/?

Herbert R. Sim
aka ⽐特币侠
BitcoinMan™

  
https://www.linkedin.com/in/nairab
akar/

https://twitter.com/nairabakar?

https://www.instagram.com/nair_a
bakar/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
Nair-Abakar/100045819426222/

Naïr Abakar
乍得共和国旅游⼤使

顾问

项⽬顾问/投资者

https://www.linkedin.com/in/herbertsim/
https://twitter.com/HerbertRSim
https://herbertrsim.com/
https://www.instagram.com/thebitcoinman/
https://www.linkedin.com/in/herbertsim/
https://www.instagram.com/nair_abakar/
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Nair-Abakar/100045819426222/


发送给我们！ 我们希望你学到了⼀些新的东西。

你有
任何问题吗？

官⽅⽹站: https://www.defisportscoin.com/

官⽅推特: https://twitter.com/DefiSportsCoin

官⽅电报: https://t.me/DefiSports

联系我们: Support@defisportscoin.com

https://www.defisportscoin.com/
https://twitter.com/DefiSportsCoin
https://t.me/DefiSpor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