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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們相信，區塊鏈技術的價值互聯網將作為生產關系的一部分，對社會

生產 力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從宏觀意義上講，區塊鏈技術會對人類社會

產生重大 變革。

1.1 區塊鏈給人類現在帶來什麽?

在 2008 年，一個署名為中本聰的人或組織發了一個小小的白皮書，《一

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根據白皮書的推算，比特幣將發行 2100 萬

枚。 最初的比特幣並不值錢，但是隨著挖礦的人不斷增加，認可比特幣

的人不斷增加，比特幣可以在現實世界消費。後來大家發現這種形式很

新穎，於是比特幣交易不斷增加，有的國際也認可了比特幣作為法定貨

幣，價格也飛上了天，現在一枚比特幣的已經突破 5 萬美元，從這個角

度看，比特幣無疑是一 種成功。亞當·斯密提出「無形的手」的概念，

其實就是一種供需關系。

比特幣有三大特點:有限性，無阻隔轉移性，不可復製性。比特幣的供方

只提供了 2100 萬枚，可以跨越任何國家、組織無阻隔地轉移，而且不可

復製，比特幣轉給其他人，就沒了，相反一樣。當對比特幣的需求越來

越多，價格自然就上來了。

思考一個問題，人類最底層的協作工具是什麽?是語言嗎? 並不是，其實

是 貨幣。那什麽是貨幣呢?貨幣是一種不斷定向發展、衍化、更替的工具

，人類使用它就是為了提升效率。如果沒有貨幣，就變成了物物交換，

物物交換就必須有兩個偶然的相互需求才能完成，這樣效率將大大降低

。人類使用的貨幣也是不斷在變化，從貝殼、石頭到黃金、白銀再到現

在的各國以國家信用為背書發行的信用貨幣。過去，黃金白銀是全球通

用的貨幣，但是自從美元與黃金脫鉤，黃金的地位被美元取代，但是美

元是全球通用的貨幣嗎？顯然不是，那人民幣是嗎？顯然也不是。某種

意義上，現在的這種割裂狀態是 一種倒退。

說到價值，在教科書上學到的是勞動產生價值，進而得出等價交換理論

。但這價值論完全正確嗎?什麽是價值？實際上，人類始終在客觀價值論

與主觀價值論之間搖擺，如今，單純強調客觀價值論有些不合適。更傾

向於認為「交換產生價值」，大家之間的交換之所以能達成是因為覺得

自己手裏的東西比其他人手裏的東西更有價值，而恰恰相反，交換讓雙

方的價值感都提升了， 因此其實是「交換產生價值」。

可見，區塊鏈技術的誕生改變了很多一貫的認知和思想，給未來社會的

發展 帶來了諸多可能，或將帶來一次巨大的商業變革。

1.2 區塊鏈解決什麽問題?

區塊鏈是為了解決信任問題而生的。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地

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地

；而目前來看，區塊鏈技術的核心價值體現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人類對於信任問題的探索由來已久。從個體角度看，跟一個人首先是不

認識，大家互相不信任。為了取得信任，就必須要見面，要簽合同，要

蓋章，還要法律的保障和監管機構的認定，最後確認信任關系。商業世

界裏，要解決的不僅僅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更多是機構和機構之間的

信任，合作主體之間的信任。

舉例來說:比如在租賃行業，以往租賃公司需要自己墊付資金去買設備，

買回來不確定是否能租出去，資金成本極高；同時，租賃廠商去拿貨，

然後租給的是 c 端用戶，用戶可能用個半年或者一年才會把貨還回來，

這個裏面拿到了這個貨，才能產生正向的一個現金流，就對租賃廠商來

講，如果是向銀 行借的款，這個時候才有還款的能力。

這個中間其實任何一個環節只要出了問題，其實都會導致交易內容沒辦

法高效的完成下去。比如說個人用戶違約沒有歸還，或者說付不起租金

，只有有一個環節斷裂，就會有交易終止的風險。所以像這一類型場景

中間信任成本很高，所以就需要通過一個更高效的技術來解決，區塊鏈

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有了區塊鏈技術，可以將英特爾這樣的硬件設備

廠商跟租賃商+租戶+保險公司+銀行+投資機構，幾個主體放在一條鏈上

，租賃廠商真實的租賃訂單 就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信任載體，只要真實

的訂單發生，鏈條上的主體就能同時履約和記賬，小到一筆幾千塊的訂

單，都可以適用。

同樣的場景也還有很多，在跨境貿易這種場景裏面，對於買賣雙方來講

，中間涉及到不同種貨幣的兌換的清結算，以及物流、資金流和信息的

傳遞，都會涉及到各個主體之間的一個互相授信；

還有在供應鏈金融領域，上下遊企業之間，沒辦法看到相互的交易數據

，無法把控上下遊的風險，所以中小企業很難貸到款，而核心企業的的

信用沒辦法傳遞，在供應鏈金融的系統中，中小企業、核心企業、銀行

、擔保公司放在了一個聯盟裏，就能及時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

上面的幾個案例中，大家也都能發現，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

地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

地；

從一定程度上說，它能減少甚至取消對人的依賴。盡管在許多社會治理

過程中，規章製度、法律法理等相對完善，但是在實際操作過中，往往

產生各種 各樣的偏差。而這種偏差，往往都是由人產生的。

區塊鏈的作用，恰恰在於它是在一個不信任的環境之下提供一種信任機

製。換言之，區塊鏈就是盡可能地減少人為因素的影響。讓一個人所做

的事情由很多人來共同驗證，實現全過程透明。

技術的構想雖然很美好，但是實際落地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目前

區塊鏈在落地應用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山頭主義和數據孤島的問題。

每個主體都擁有自己的數據和資源，怎樣合理的共享和應用，是一個特

別考驗智慧的問題。就拿現在很多地方都在做的政務區塊鏈來舉例：

地方政府積極布局和發展區塊鏈產業，目的就是要打通政府、金融、企

業之間的數據，實現跨地區、跨部門、跨領域的數據引導，讓整個數據

就流動起來，進而推動經濟的發展速度，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但是數據的共享和互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數據的開放、共享互

通依舊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尤其是在現在，各方對於區塊鏈的價

值還沒有完全達成一致，在認知層面，也是一個需要努力構建達成一致

的過程。雖然現在區塊鏈的落地應用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區塊鏈的

價值已經在一些垂直領域得到凸顯，有理由相信，將來可以在各個場景

中，發揮「信任的機器」，該有的作用。

1.3 區塊鏈未來 價值遠景

關於組織，現代管理理論之父巴納德講到組織的續存有兩個必要條件：

共同的目標和合作的意願，但區塊鏈思想可能打破這一觀點，比如這裏

「共同的目標」就很存疑。

在區塊鏈行業裏，DAO 型組織就是在區塊鏈思想的影響下誕生的一種非

常具有創新性的組織形式。DAO 型組織即分布式自組織，這是一種沒有

中心管理者的自組織自激勵的組織模式，它解決了價值分配的問題。

計算機出現以來，人類經歷了三代計算思維模型。第一代是半導體時代

，由無線電波傳遞信息，並受到物理硬件上的束縛，一旦更新叠代就需

要更換設備;第二代是軟件時代，信息可以無限復製，零邊際成本，軟件

更新叠代只需要下載新版本就行；未來第三代，程序和數據統一不可分

，傳遞方式不再是復製，而是轉移，傳遞的東西也不僅僅是信息，而是

價值。

區塊鏈的出現是對現實世界的解耦，現在的「賬戶經濟」存在天然的壁

壘，比如京東和淘寶的賬戶是不能互通的。你在京東的賬戶登不上淘寶

，更不能在上面買賣東西。

協作範圍的大規模擴展導致現在社會的分工，小範圍的協作不會出現分

工， 因為分工之後養活不了自己。

區塊鏈或將信息互聯網引向價值互聯網

事實上，所有數據自從出現之後就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既定事實，中本聰

的一大創舉就是為數據引入了時序，也就是時間戳序列，通過區塊鏈網

絡將這些已經出現了的數據固定到了鏈上，並由分布式的各個節點共同

維護這一數據庫，沒有人可以否認或單方面篡改。

過去的信息互聯網是將信息進行了數字化，把所有的數據、信息搬到了

網上，把商店搬到了網上(電商)，但是價值還沒有被搬到網上。為什麽呢

？大家知道，信息的傳遞不需要交換，傳給其他人就傳給其他人了，不

需要給反饋什麽東西，但是價值的傳遞是一個交換過程，把一個東西賣

給別人，那就得付錢。這樣的話，買賣雙方就存在一個誰先給錢，誰先

給貨的問題，在線下，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但是線上就不行了，大

家誰也不認識誰，互不信任，為了解決這個根本性問題，催生了很多中

介性巨頭。

不過，智能合約的出現將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基於區塊鏈可信網絡的

智能合約可以自動執行，誰先誰後的問題迎刃而解。屆時，信息互聯網

時代將邁向價值網絡時代。SPC 項目將會通過自身的努力在區塊鏈領域

努力，改變現有的互聯網格局，為人類帶來一個具有前景的生態系統。

2.1 SPC 項目
SPC 項目簡介

SPC 由成立於 2018 年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亞洲資本策略獨立

組合基金）發起，是一家專註於為 Metaverse（元宇宙）及 agarwood

（沉香）生態系統所有用戶創建持久穩定性收益的管理協議。SPC的定

位是一個跨鏈資產聚合收益平臺，SPC將發展成為一個跨鏈資產聚合和

收益市場。SPC專註於開發創新的資產池，實現 2023 年以東南亞為中心

打造一家全球最具人氣和規模的線下元宇宙生態產業園，以在確保 LP 資

本盡可能安全的同時最大程度地提高回報。為此，我們旨在創建一個強

大的被動收入平臺，以滿足 Metaverse 行業的需求。通過 SPC 推出的

含收益資產,我們將進一步創建基於穩定收益的衍生產品,例如風險最優收

益指數和其他衍生產品。

2.2 亞洲資本策略基金
网址: www.asiacapitalstrategy.com

SPC 是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發起設立的，亞洲

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也是一家獲得領先國際金融中

心的開曼群島金管會認證許可，持有合法基金牌照的正規金融機構，致

力於推動創投基金的發展，專研企業債券發行的市場策略，倡導長期價

值投資理念。亞洲資本策略基金秉承價值與成長並重的核心大觀，除了

物色被低估的價值型企業，也同時招攬成長型企業，針對性套用自上而

下與自下而上這兩種思維模式，一方面從政策和行業趨勢出發，一方面

從估值模型出發，進行完善、全 面、通盤的投資考量。

基金成立證書 2.3 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查詢
SPC 基金公司检索地址

查詢 SPC 基金公司真實性可以到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域名:

https://www.cima.ky/search-entities-cima

>輸入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

>按 submit 鍵

2.4 實體行業投資上市案例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由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成功推向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 一家擁有王室背景的現代化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自 2008 年成立至今已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良好的業務網絡。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主營沉香與珠寶等相關業務，致力於打造

綜合性產業鏈，旨在成為全球唯一一家完美結合高端沉香與珠寶生產研

發銷售的國際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

資本市場，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已在美國納斯達克創業板掛牌

上市（股票代碼：URYL），當前的市值已超過 6 億美元，漲勢淩厲，一

支獨秀，是引領新興市場最具爆發力的金股。

2.5 沉香

工程迄今已累積超過 2300 萬棵樹合作項目的經驗，並擁有自主支援的獨

家植菌技術及沉香菌液，其活性實現了高效、穩定、優質的生產。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憑借優異的沉香植菌技術傲視全亞洲

，而通過該技術誘導的結香效果更是冠絕同行，被譽為全東南亞最出色

的沉香植菌品牌之一。

沉香技術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旗下專才工藝精湛，透過純熟優良的製

香技術，再結合傳統概念與現代科技，迅速在亞太地區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推進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的品牌認證。 MAT-0116 是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核心專利技術，其為一種高效的造香真菌，

是提高沉香產量最為有效的植菌技術。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為了強化結香的質量，正研發最新技術，稱號為 RGT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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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使用的貨幣也是不斷在變化，從貝殼、石頭到黃金、白銀再到現

在的各國以國家信用為背書發行的信用貨幣。過去，黃金白銀是全球通

用的貨幣，但是自從美元與黃金脫鉤，黃金的地位被美元取代，但是美

元是全球通用的貨幣嗎？顯然不是，那人民幣是嗎？顯然也不是。某種

意義上，現在的這種割裂狀態是 一種倒退。

說到價值，在教科書上學到的是勞動產生價值，進而得出等價交換理論

。但這價值論完全正確嗎?什麽是價值？實際上，人類始終在客觀價值論

與主觀價值論之間搖擺，如今，單純強調客觀價值論有些不合適。更傾

向於認為「交換產生價值」，大家之間的交換之所以能達成是因為覺得

自己手裏的東西比其他人手裏的東西更有價值，而恰恰相反，交換讓雙

方的價值感都提升了， 因此其實是「交換產生價值」。

可見，區塊鏈技術的誕生改變了很多一貫的認知和思想，給未來社會的

發展 帶來了諸多可能，或將帶來一次巨大的商業變革。

1.2 區塊鏈解決什麽問題?

區塊鏈是為了解決信任問題而生的。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地

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地

；而目前來看，區塊鏈技術的核心價值體現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人類對於信任問題的探索由來已久。從個體角度看，跟一個人首先是不

認識，大家互相不信任。為了取得信任，就必須要見面，要簽合同，要

蓋章，還要法律的保障和監管機構的認定，最後確認信任關系。商業世

界裏，要解決的不僅僅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更多是機構和機構之間的

信任，合作主體之間的信任。

舉例來說:比如在租賃行業，以往租賃公司需要自己墊付資金去買設備，

買回來不確定是否能租出去，資金成本極高；同時，租賃廠商去拿貨，

然後租給的是 c 端用戶，用戶可能用個半年或者一年才會把貨還回來，

這個裏面拿到了這個貨，才能產生正向的一個現金流，就對租賃廠商來

講，如果是向銀 行借的款，這個時候才有還款的能力。

這個中間其實任何一個環節只要出了問題，其實都會導致交易內容沒辦

法高效的完成下去。比如說個人用戶違約沒有歸還，或者說付不起租金

，只有有一個環節斷裂，就會有交易終止的風險。所以像這一類型場景

中間信任成本很高，所以就需要通過一個更高效的技術來解決，區塊鏈

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有了區塊鏈技術，可以將英特爾這樣的硬件設備

廠商跟租賃商+租戶+保險公司+銀行+投資機構，幾個主體放在一條鏈上

，租賃廠商真實的租賃訂單 就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信任載體，只要真實

的訂單發生，鏈條上的主體就能同時履約和記賬，小到一筆幾千塊的訂

單，都可以適用。

同樣的場景也還有很多，在跨境貿易這種場景裏面，對於買賣雙方來講

，中間涉及到不同種貨幣的兌換的清結算，以及物流、資金流和信息的

傳遞，都會涉及到各個主體之間的一個互相授信；

還有在供應鏈金融領域，上下遊企業之間，沒辦法看到相互的交易數據

，無法把控上下遊的風險，所以中小企業很難貸到款，而核心企業的的

信用沒辦法傳遞，在供應鏈金融的系統中，中小企業、核心企業、銀行

、擔保公司放在了一個聯盟裏，就能及時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

上面的幾個案例中，大家也都能發現，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

地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

地；

從一定程度上說，它能減少甚至取消對人的依賴。盡管在許多社會治理

過程中，規章製度、法律法理等相對完善，但是在實際操作過中，往往

產生各種 各樣的偏差。而這種偏差，往往都是由人產生的。

區塊鏈的作用，恰恰在於它是在一個不信任的環境之下提供一種信任機

製。換言之，區塊鏈就是盡可能地減少人為因素的影響。讓一個人所做

的事情由很多人來共同驗證，實現全過程透明。

技術的構想雖然很美好，但是實際落地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目前

區塊鏈在落地應用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山頭主義和數據孤島的問題。

每個主體都擁有自己的數據和資源，怎樣合理的共享和應用，是一個特

別考驗智慧的問題。就拿現在很多地方都在做的政務區塊鏈來舉例：

地方政府積極布局和發展區塊鏈產業，目的就是要打通政府、金融、企

業之間的數據，實現跨地區、跨部門、跨領域的數據引導，讓整個數據

就流動起來，進而推動經濟的發展速度，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但是數據的共享和互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數據的開放、共享互

通依舊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尤其是在現在，各方對於區塊鏈的價

值還沒有完全達成一致，在認知層面，也是一個需要努力構建達成一致

的過程。雖然現在區塊鏈的落地應用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區塊鏈的

價值已經在一些垂直領域得到凸顯，有理由相信，將來可以在各個場景

中，發揮「信任的機器」，該有的作用。

1.3 區塊鏈未來 價值遠景

關於組織，現代管理理論之父巴納德講到組織的續存有兩個必要條件：

共同的目標和合作的意願，但區塊鏈思想可能打破這一觀點，比如這裏

「共同的目標」就很存疑。

在區塊鏈行業裏，DAO 型組織就是在區塊鏈思想的影響下誕生的一種非

常具有創新性的組織形式。DAO 型組織即分布式自組織，這是一種沒有

中心管理者的自組織自激勵的組織模式，它解決了價值分配的問題。

計算機出現以來，人類經歷了三代計算思維模型。第一代是半導體時代

，由無線電波傳遞信息，並受到物理硬件上的束縛，一旦更新叠代就需

要更換設備;第二代是軟件時代，信息可以無限復製，零邊際成本，軟件

更新叠代只需要下載新版本就行；未來第三代，程序和數據統一不可分

，傳遞方式不再是復製，而是轉移，傳遞的東西也不僅僅是信息，而是

價值。

區塊鏈的出現是對現實世界的解耦，現在的「賬戶經濟」存在天然的壁

壘，比如京東和淘寶的賬戶是不能互通的。你在京東的賬戶登不上淘寶

，更不能在上面買賣東西。

協作範圍的大規模擴展導致現在社會的分工，小範圍的協作不會出現分

工， 因為分工之後養活不了自己。

區塊鏈或將信息互聯網引向價值互聯網

事實上，所有數據自從出現之後就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既定事實，中本聰

的一大創舉就是為數據引入了時序，也就是時間戳序列，通過區塊鏈網

絡將這些已經出現了的數據固定到了鏈上，並由分布式的各個節點共同

維護這一數據庫，沒有人可以否認或單方面篡改。

過去的信息互聯網是將信息進行了數字化，把所有的數據、信息搬到了

網上，把商店搬到了網上(電商)，但是價值還沒有被搬到網上。為什麽呢

？大家知道，信息的傳遞不需要交換，傳給其他人就傳給其他人了，不

需要給反饋什麽東西，但是價值的傳遞是一個交換過程，把一個東西賣

給別人，那就得付錢。這樣的話，買賣雙方就存在一個誰先給錢，誰先

給貨的問題，在線下，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但是線上就不行了，大

家誰也不認識誰，互不信任，為了解決這個根本性問題，催生了很多中

介性巨頭。

不過，智能合約的出現將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基於區塊鏈可信網絡的

智能合約可以自動執行，誰先誰後的問題迎刃而解。屆時，信息互聯網

時代將邁向價值網絡時代。SPC 項目將會通過自身的努力在區塊鏈領域

努力，改變現有的互聯網格局，為人類帶來一個具有前景的生態系統。

2.1 SPC 項目
SPC 項目簡介

SPC 由成立於 2018 年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亞洲資本策略獨立

組合基金）發起，是一家專註於為 Metaverse（元宇宙）及 agarwood

（沉香）生態系統所有用戶創建持久穩定性收益的管理協議。SPC的定

位是一個跨鏈資產聚合收益平臺，SPC將發展成為一個跨鏈資產聚合和

收益市場。SPC專註於開發創新的資產池，實現 2023 年以東南亞為中心

打造一家全球最具人氣和規模的線下元宇宙生態產業園，以在確保 LP 資

本盡可能安全的同時最大程度地提高回報。為此，我們旨在創建一個強

大的被動收入平臺，以滿足 Metaverse 行業的需求。通過 SPC 推出的

含收益資產,我們將進一步創建基於穩定收益的衍生產品,例如風險最優收

益指數和其他衍生產品。

2.2 亞洲資本策略基金
网址: www.asiacapitalstrategy.com

SPC 是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發起設立的，亞洲

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也是一家獲得領先國際金融中

心的開曼群島金管會認證許可，持有合法基金牌照的正規金融機構，致

力於推動創投基金的發展，專研企業債券發行的市場策略，倡導長期價

值投資理念。亞洲資本策略基金秉承價值與成長並重的核心大觀，除了

物色被低估的價值型企業，也同時招攬成長型企業，針對性套用自上而

下與自下而上這兩種思維模式，一方面從政策和行業趨勢出發，一方面

從估值模型出發，進行完善、全 面、通盤的投資考量。

基金成立證書 2.3 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查詢
SPC 基金公司检索地址

查詢 SPC 基金公司真實性可以到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域名:

https://www.cima.ky/search-entities-cima

>輸入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

>按 submit 鍵

2.4 實體行業投資上市案例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由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成功推向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 一家擁有王室背景的現代化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自 2008 年成立至今已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良好的業務網絡。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主營沉香與珠寶等相關業務，致力於打造

綜合性產業鏈，旨在成為全球唯一一家完美結合高端沉香與珠寶生產研

發銷售的國際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

資本市場，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已在美國納斯達克創業板掛牌

上市（股票代碼：URYL），當前的市值已超過 6 億美元，漲勢淩厲，一

支獨秀，是引領新興市場最具爆發力的金股。

2.5 沉香

工程迄今已累積超過 2300 萬棵樹合作項目的經驗，並擁有自主支援的獨

家植菌技術及沉香菌液，其活性實現了高效、穩定、優質的生產。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憑借優異的沉香植菌技術傲視全亞洲

，而通過該技術誘導的結香效果更是冠絕同行，被譽為全東南亞最出色

的沉香植菌品牌之一。

沉香技術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旗下專才工藝精湛，透過純熟優良的製

香技術，再結合傳統概念與現代科技，迅速在亞太地區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推進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的品牌認證。 MAT-0116 是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核心專利技術，其為一種高效的造香真菌，

是提高沉香產量最為有效的植菌技術。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為了強化結香的質量，正研發最新技術，稱號為 RGT361。



我們相信，區塊鏈技術的價值互聯網將作為生產關系的一部分，對社會

生產 力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從宏觀意義上講，區塊鏈技術會對人類社會

產生重大 變革。

1.1 區塊鏈給人類現在帶來什麽?

在 2008 年，一個署名為中本聰的人或組織發了一個小小的白皮書，《一

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根據白皮書的推算，比特幣將發行 2100 萬

枚。 最初的比特幣並不值錢，但是隨著挖礦的人不斷增加，認可比特幣

的人不斷增加，比特幣可以在現實世界消費。後來大家發現這種形式很

新穎，於是比特幣交易不斷增加，有的國際也認可了比特幣作為法定貨

幣，價格也飛上了天，現在一枚比特幣的已經突破 5 萬美元，從這個角

度看，比特幣無疑是一 種成功。亞當·斯密提出「無形的手」的概念，

其實就是一種供需關系。

比特幣有三大特點:有限性，無阻隔轉移性，不可復製性。比特幣的供方

只提供了 2100 萬枚，可以跨越任何國家、組織無阻隔地轉移，而且不可

復製，比特幣轉給其他人，就沒了，相反一樣。當對比特幣的需求越來

越多，價格自然就上來了。

思考一個問題，人類最底層的協作工具是什麽?是語言嗎? 並不是，其實

是 貨幣。那什麽是貨幣呢?貨幣是一種不斷定向發展、衍化、更替的工具

，人類使用它就是為了提升效率。如果沒有貨幣，就變成了物物交換，

物物交換就必須有兩個偶然的相互需求才能完成，這樣效率將大大降低

。人類使用的貨幣也是不斷在變化，從貝殼、石頭到黃金、白銀再到現

在的各國以國家信用為背書發行的信用貨幣。過去，黃金白銀是全球通

用的貨幣，但是自從美元與黃金脫鉤，黃金的地位被美元取代，但是美

元是全球通用的貨幣嗎？顯然不是，那人民幣是嗎？顯然也不是。某種

意義上，現在的這種割裂狀態是 一種倒退。

說到價值，在教科書上學到的是勞動產生價值，進而得出等價交換理論

。但這價值論完全正確嗎?什麽是價值？實際上，人類始終在客觀價值論

與主觀價值論之間搖擺，如今，單純強調客觀價值論有些不合適。更傾

向於認為「交換產生價值」，大家之間的交換之所以能達成是因為覺得

自己手裏的東西比其他人手裏的東西更有價值，而恰恰相反，交換讓雙

方的價值感都提升了， 因此其實是「交換產生價值」。

可見，區塊鏈技術的誕生改變了很多一貫的認知和思想，給未來社會的

發展 帶來了諸多可能，或將帶來一次巨大的商業變革。

1.2 區塊鏈解決什麽問題?

區塊鏈是為了解決信任問題而生的。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地

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地

；而目前來看，區塊鏈技術的核心價值體現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人類對於信任問題的探索由來已久。從個體角度看，跟一個人首先是不

認識，大家互相不信任。為了取得信任，就必須要見面，要簽合同，要

蓋章，還要法律的保障和監管機構的認定，最後確認信任關系。商業世

界裏，要解決的不僅僅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更多是機構和機構之間的

信任，合作主體之間的信任。

舉例來說:比如在租賃行業，以往租賃公司需要自己墊付資金去買設備，

買回來不確定是否能租出去，資金成本極高；同時，租賃廠商去拿貨，

然後租給的是 c 端用戶，用戶可能用個半年或者一年才會把貨還回來，

這個裏面拿到了這個貨，才能產生正向的一個現金流，就對租賃廠商來

講，如果是向銀 行借的款，這個時候才有還款的能力。

這個中間其實任何一個環節只要出了問題，其實都會導致交易內容沒辦

法高效的完成下去。比如說個人用戶違約沒有歸還，或者說付不起租金

，只有有一個環節斷裂，就會有交易終止的風險。所以像這一類型場景

中間信任成本很高，所以就需要通過一個更高效的技術來解決，區塊鏈

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有了區塊鏈技術，可以將英特爾這樣的硬件設備

廠商跟租賃商+租戶+保險公司+銀行+投資機構，幾個主體放在一條鏈上

，租賃廠商真實的租賃訂單 就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信任載體，只要真實

的訂單發生，鏈條上的主體就能同時履約和記賬，小到一筆幾千塊的訂

單，都可以適用。

同樣的場景也還有很多，在跨境貿易這種場景裏面，對於買賣雙方來講

，中間涉及到不同種貨幣的兌換的清結算，以及物流、資金流和信息的

傳遞，都會涉及到各個主體之間的一個互相授信；

還有在供應鏈金融領域，上下遊企業之間，沒辦法看到相互的交易數據

，無法把控上下遊的風險，所以中小企業很難貸到款，而核心企業的的

信用沒辦法傳遞，在供應鏈金融的系統中，中小企業、核心企業、銀行

、擔保公司放在了一個聯盟裏，就能及時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

上面的幾個案例中，大家也都能發現，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

地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

地；

從一定程度上說，它能減少甚至取消對人的依賴。盡管在許多社會治理

過程中，規章製度、法律法理等相對完善，但是在實際操作過中，往往

產生各種 各樣的偏差。而這種偏差，往往都是由人產生的。

區塊鏈的作用，恰恰在於它是在一個不信任的環境之下提供一種信任機

製。換言之，區塊鏈就是盡可能地減少人為因素的影響。讓一個人所做

的事情由很多人來共同驗證，實現全過程透明。

技術的構想雖然很美好，但是實際落地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目前

區塊鏈在落地應用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山頭主義和數據孤島的問題。

每個主體都擁有自己的數據和資源，怎樣合理的共享和應用，是一個特

別考驗智慧的問題。就拿現在很多地方都在做的政務區塊鏈來舉例：

地方政府積極布局和發展區塊鏈產業，目的就是要打通政府、金融、企

業之間的數據，實現跨地區、跨部門、跨領域的數據引導，讓整個數據

就流動起來，進而推動經濟的發展速度，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但是數據的共享和互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數據的開放、共享互

通依舊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尤其是在現在，各方對於區塊鏈的價

值還沒有完全達成一致，在認知層面，也是一個需要努力構建達成一致

的過程。雖然現在區塊鏈的落地應用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區塊鏈的

價值已經在一些垂直領域得到凸顯，有理由相信，將來可以在各個場景

中，發揮「信任的機器」，該有的作用。

1.3 區塊鏈未來 價值遠景

關於組織，現代管理理論之父巴納德講到組織的續存有兩個必要條件：

共同的目標和合作的意願，但區塊鏈思想可能打破這一觀點，比如這裏

「共同的目標」就很存疑。

在區塊鏈行業裏，DAO 型組織就是在區塊鏈思想的影響下誕生的一種非

常具有創新性的組織形式。DAO 型組織即分布式自組織，這是一種沒有

中心管理者的自組織自激勵的組織模式，它解決了價值分配的問題。

計算機出現以來，人類經歷了三代計算思維模型。第一代是半導體時代

，由無線電波傳遞信息，並受到物理硬件上的束縛，一旦更新叠代就需

要更換設備;第二代是軟件時代，信息可以無限復製，零邊際成本，軟件

更新叠代只需要下載新版本就行；未來第三代，程序和數據統一不可分

，傳遞方式不再是復製，而是轉移，傳遞的東西也不僅僅是信息，而是

價值。

區塊鏈的出現是對現實世界的解耦，現在的「賬戶經濟」存在天然的壁

壘，比如京東和淘寶的賬戶是不能互通的。你在京東的賬戶登不上淘寶

，更不能在上面買賣東西。

協作範圍的大規模擴展導致現在社會的分工，小範圍的協作不會出現分

工， 因為分工之後養活不了自己。

區塊鏈或將信息互聯網引向價值互聯網

事實上，所有數據自從出現之後就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既定事實，中本聰

的一大創舉就是為數據引入了時序，也就是時間戳序列，通過區塊鏈網

絡將這些已經出現了的數據固定到了鏈上，並由分布式的各個節點共同

維護這一數據庫，沒有人可以否認或單方面篡改。

過去的信息互聯網是將信息進行了數字化，把所有的數據、信息搬到了

網上，把商店搬到了網上(電商)，但是價值還沒有被搬到網上。為什麽呢

？大家知道，信息的傳遞不需要交換，傳給其他人就傳給其他人了，不

需要給反饋什麽東西，但是價值的傳遞是一個交換過程，把一個東西賣

給別人，那就得付錢。這樣的話，買賣雙方就存在一個誰先給錢，誰先

給貨的問題，在線下，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但是線上就不行了，大

家誰也不認識誰，互不信任，為了解決這個根本性問題，催生了很多中

介性巨頭。

不過，智能合約的出現將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基於區塊鏈可信網絡的

智能合約可以自動執行，誰先誰後的問題迎刃而解。屆時，信息互聯網

時代將邁向價值網絡時代。SPC 項目將會通過自身的努力在區塊鏈領域

努力，改變現有的互聯網格局，為人類帶來一個具有前景的生態系統。

2.1 SPC 項目
SPC 項目簡介

SPC 由成立於 2018 年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亞洲資本策略獨立

組合基金）發起，是一家專註於為 Metaverse（元宇宙）及 agarwood

（沉香）生態系統所有用戶創建持久穩定性收益的管理協議。SPC的定

位是一個跨鏈資產聚合收益平臺，SPC將發展成為一個跨鏈資產聚合和

收益市場。SPC專註於開發創新的資產池，實現 2023 年以東南亞為中心

打造一家全球最具人氣和規模的線下元宇宙生態產業園，以在確保 LP 資

本盡可能安全的同時最大程度地提高回報。為此，我們旨在創建一個強

大的被動收入平臺，以滿足 Metaverse 行業的需求。通過 SPC 推出的

含收益資產,我們將進一步創建基於穩定收益的衍生產品,例如風險最優收

益指數和其他衍生產品。

2.2 亞洲資本策略基金
网址: www.asiacapitalstrategy.com

SPC 是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發起設立的，亞洲

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也是一家獲得領先國際金融中

心的開曼群島金管會認證許可，持有合法基金牌照的正規金融機構，致

力於推動創投基金的發展，專研企業債券發行的市場策略，倡導長期價

值投資理念。亞洲資本策略基金秉承價值與成長並重的核心大觀，除了

物色被低估的價值型企業，也同時招攬成長型企業，針對性套用自上而

下與自下而上這兩種思維模式，一方面從政策和行業趨勢出發，一方面

從估值模型出發，進行完善、全 面、通盤的投資考量。

基金成立證書 2.3 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查詢
SPC 基金公司检索地址

查詢 SPC 基金公司真實性可以到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域名:

https://www.cima.ky/search-entities-cima

>輸入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

>按 submit 鍵

2.4 實體行業投資上市案例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由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成功推向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 一家擁有王室背景的現代化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自 2008 年成立至今已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良好的業務網絡。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主營沉香與珠寶等相關業務，致力於打造

綜合性產業鏈，旨在成為全球唯一一家完美結合高端沉香與珠寶生產研

發銷售的國際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

資本市場，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已在美國納斯達克創業板掛牌

上市（股票代碼：URYL），當前的市值已超過 6 億美元，漲勢淩厲，一

支獨秀，是引領新興市場最具爆發力的金股。

2.5 沉香

工程迄今已累積超過 2300 萬棵樹合作項目的經驗，並擁有自主支援的獨

家植菌技術及沉香菌液，其活性實現了高效、穩定、優質的生產。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憑借優異的沉香植菌技術傲視全亞洲

，而通過該技術誘導的結香效果更是冠絕同行，被譽為全東南亞最出色

的沉香植菌品牌之一。

沉香技術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旗下專才工藝精湛，透過純熟優良的製

香技術，再結合傳統概念與現代科技，迅速在亞太地區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推進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的品牌認證。 MAT-0116 是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核心專利技術，其為一種高效的造香真菌，

是提高沉香產量最為有效的植菌技術。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為了強化結香的質量，正研發最新技術，稱號為 RGT361。



我們相信，區塊鏈技術的價值互聯網將作為生產關系的一部分，對社會

生產 力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從宏觀意義上講，區塊鏈技術會對人類社會

產生重大 變革。

1.1 區塊鏈給人類現在帶來什麽?

在 2008 年，一個署名為中本聰的人或組織發了一個小小的白皮書，《一

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根據白皮書的推算，比特幣將發行 2100 萬

枚。 最初的比特幣並不值錢，但是隨著挖礦的人不斷增加，認可比特幣

的人不斷增加，比特幣可以在現實世界消費。後來大家發現這種形式很

新穎，於是比特幣交易不斷增加，有的國際也認可了比特幣作為法定貨

幣，價格也飛上了天，現在一枚比特幣的已經突破 5 萬美元，從這個角

度看，比特幣無疑是一 種成功。亞當·斯密提出「無形的手」的概念，

其實就是一種供需關系。

比特幣有三大特點:有限性，無阻隔轉移性，不可復製性。比特幣的供方

只提供了 2100 萬枚，可以跨越任何國家、組織無阻隔地轉移，而且不可

復製，比特幣轉給其他人，就沒了，相反一樣。當對比特幣的需求越來

越多，價格自然就上來了。

思考一個問題，人類最底層的協作工具是什麽?是語言嗎? 並不是，其實

是 貨幣。那什麽是貨幣呢?貨幣是一種不斷定向發展、衍化、更替的工具

，人類使用它就是為了提升效率。如果沒有貨幣，就變成了物物交換，

物物交換就必須有兩個偶然的相互需求才能完成，這樣效率將大大降低

。人類使用的貨幣也是不斷在變化，從貝殼、石頭到黃金、白銀再到現

在的各國以國家信用為背書發行的信用貨幣。過去，黃金白銀是全球通

用的貨幣，但是自從美元與黃金脫鉤，黃金的地位被美元取代，但是美

元是全球通用的貨幣嗎？顯然不是，那人民幣是嗎？顯然也不是。某種

意義上，現在的這種割裂狀態是 一種倒退。

說到價值，在教科書上學到的是勞動產生價值，進而得出等價交換理論

。但這價值論完全正確嗎?什麽是價值？實際上，人類始終在客觀價值論

與主觀價值論之間搖擺，如今，單純強調客觀價值論有些不合適。更傾

向於認為「交換產生價值」，大家之間的交換之所以能達成是因為覺得

自己手裏的東西比其他人手裏的東西更有價值，而恰恰相反，交換讓雙

方的價值感都提升了， 因此其實是「交換產生價值」。

可見，區塊鏈技術的誕生改變了很多一貫的認知和思想，給未來社會的

發展 帶來了諸多可能，或將帶來一次巨大的商業變革。

1.2 區塊鏈解決什麽問題?

區塊鏈是為了解決信任問題而生的。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地

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地

；而目前來看，區塊鏈技術的核心價值體現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人類對於信任問題的探索由來已久。從個體角度看，跟一個人首先是不

認識，大家互相不信任。為了取得信任，就必須要見面，要簽合同，要

蓋章，還要法律的保障和監管機構的認定，最後確認信任關系。商業世

界裏，要解決的不僅僅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更多是機構和機構之間的

信任，合作主體之間的信任。

舉例來說:比如在租賃行業，以往租賃公司需要自己墊付資金去買設備，

買回來不確定是否能租出去，資金成本極高；同時，租賃廠商去拿貨，

然後租給的是 c 端用戶，用戶可能用個半年或者一年才會把貨還回來，

這個裏面拿到了這個貨，才能產生正向的一個現金流，就對租賃廠商來

講，如果是向銀 行借的款，這個時候才有還款的能力。

這個中間其實任何一個環節只要出了問題，其實都會導致交易內容沒辦

法高效的完成下去。比如說個人用戶違約沒有歸還，或者說付不起租金

，只有有一個環節斷裂，就會有交易終止的風險。所以像這一類型場景

中間信任成本很高，所以就需要通過一個更高效的技術來解決，區塊鏈

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有了區塊鏈技術，可以將英特爾這樣的硬件設備

廠商跟租賃商+租戶+保險公司+銀行+投資機構，幾個主體放在一條鏈上

，租賃廠商真實的租賃訂單 就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信任載體，只要真實

的訂單發生，鏈條上的主體就能同時履約和記賬，小到一筆幾千塊的訂

單，都可以適用。

同樣的場景也還有很多，在跨境貿易這種場景裏面，對於買賣雙方來講

，中間涉及到不同種貨幣的兌換的清結算，以及物流、資金流和信息的

傳遞，都會涉及到各個主體之間的一個互相授信；

還有在供應鏈金融領域，上下遊企業之間，沒辦法看到相互的交易數據

，無法把控上下遊的風險，所以中小企業很難貸到款，而核心企業的的

信用沒辦法傳遞，在供應鏈金融的系統中，中小企業、核心企業、銀行

、擔保公司放在了一個聯盟裏，就能及時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

上面的幾個案例中，大家也都能發現，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

地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

地；

從一定程度上說，它能減少甚至取消對人的依賴。盡管在許多社會治理

過程中，規章製度、法律法理等相對完善，但是在實際操作過中，往往

產生各種 各樣的偏差。而這種偏差，往往都是由人產生的。

區塊鏈的作用，恰恰在於它是在一個不信任的環境之下提供一種信任機

製。換言之，區塊鏈就是盡可能地減少人為因素的影響。讓一個人所做

的事情由很多人來共同驗證，實現全過程透明。

技術的構想雖然很美好，但是實際落地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目前

區塊鏈在落地應用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山頭主義和數據孤島的問題。

每個主體都擁有自己的數據和資源，怎樣合理的共享和應用，是一個特

別考驗智慧的問題。就拿現在很多地方都在做的政務區塊鏈來舉例：

地方政府積極布局和發展區塊鏈產業，目的就是要打通政府、金融、企

業之間的數據，實現跨地區、跨部門、跨領域的數據引導，讓整個數據

就流動起來，進而推動經濟的發展速度，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但是數據的共享和互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數據的開放、共享互

通依舊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尤其是在現在，各方對於區塊鏈的價

值還沒有完全達成一致，在認知層面，也是一個需要努力構建達成一致

的過程。雖然現在區塊鏈的落地應用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區塊鏈的

價值已經在一些垂直領域得到凸顯，有理由相信，將來可以在各個場景

中，發揮「信任的機器」，該有的作用。

1.3 區塊鏈未來 價值遠景

關於組織，現代管理理論之父巴納德講到組織的續存有兩個必要條件：

共同的目標和合作的意願，但區塊鏈思想可能打破這一觀點，比如這裏

「共同的目標」就很存疑。

在區塊鏈行業裏，DAO 型組織就是在區塊鏈思想的影響下誕生的一種非

常具有創新性的組織形式。DAO 型組織即分布式自組織，這是一種沒有

中心管理者的自組織自激勵的組織模式，它解決了價值分配的問題。

計算機出現以來，人類經歷了三代計算思維模型。第一代是半導體時代

，由無線電波傳遞信息，並受到物理硬件上的束縛，一旦更新叠代就需

要更換設備;第二代是軟件時代，信息可以無限復製，零邊際成本，軟件

更新叠代只需要下載新版本就行；未來第三代，程序和數據統一不可分

，傳遞方式不再是復製，而是轉移，傳遞的東西也不僅僅是信息，而是

價值。

區塊鏈的出現是對現實世界的解耦，現在的「賬戶經濟」存在天然的壁

壘，比如京東和淘寶的賬戶是不能互通的。你在京東的賬戶登不上淘寶

，更不能在上面買賣東西。

協作範圍的大規模擴展導致現在社會的分工，小範圍的協作不會出現分

工， 因為分工之後養活不了自己。

區塊鏈或將信息互聯網引向價值互聯網

事實上，所有數據自從出現之後就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既定事實，中本聰

的一大創舉就是為數據引入了時序，也就是時間戳序列，通過區塊鏈網

絡將這些已經出現了的數據固定到了鏈上，並由分布式的各個節點共同

維護這一數據庫，沒有人可以否認或單方面篡改。

過去的信息互聯網是將信息進行了數字化，把所有的數據、信息搬到了

網上，把商店搬到了網上(電商)，但是價值還沒有被搬到網上。為什麽呢

？大家知道，信息的傳遞不需要交換，傳給其他人就傳給其他人了，不

需要給反饋什麽東西，但是價值的傳遞是一個交換過程，把一個東西賣

給別人，那就得付錢。這樣的話，買賣雙方就存在一個誰先給錢，誰先

給貨的問題，在線下，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但是線上就不行了，大

家誰也不認識誰，互不信任，為了解決這個根本性問題，催生了很多中

介性巨頭。

不過，智能合約的出現將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基於區塊鏈可信網絡的

智能合約可以自動執行，誰先誰後的問題迎刃而解。屆時，信息互聯網

時代將邁向價值網絡時代。SPC 項目將會通過自身的努力在區塊鏈領域

努力，改變現有的互聯網格局，為人類帶來一個具有前景的生態系統。

2.1 SPC 項目
SPC 項目簡介

SPC 由成立於 2018 年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亞洲資本策略獨立

組合基金）發起，是一家專註於為 Metaverse（元宇宙）及 agarwood

（沉香）生態系統所有用戶創建持久穩定性收益的管理協議。SPC的定

位是一個跨鏈資產聚合收益平臺，SPC將發展成為一個跨鏈資產聚合和

收益市場。SPC專註於開發創新的資產池，實現 2023 年以東南亞為中心

打造一家全球最具人氣和規模的線下元宇宙生態產業園，以在確保 LP 資

本盡可能安全的同時最大程度地提高回報。為此，我們旨在創建一個強

大的被動收入平臺，以滿足 Metaverse 行業的需求。通過 SPC 推出的

含收益資產,我們將進一步創建基於穩定收益的衍生產品,例如風險最優收

益指數和其他衍生產品。

2.2 亞洲資本策略基金
网址: www.asiacapitalstrategy.com

SPC 是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發起設立的，亞洲

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也是一家獲得領先國際金融中

心的開曼群島金管會認證許可，持有合法基金牌照的正規金融機構，致

力於推動創投基金的發展，專研企業債券發行的市場策略，倡導長期價

值投資理念。亞洲資本策略基金秉承價值與成長並重的核心大觀，除了

物色被低估的價值型企業，也同時招攬成長型企業，針對性套用自上而

下與自下而上這兩種思維模式，一方面從政策和行業趨勢出發，一方面

從估值模型出發，進行完善、全 面、通盤的投資考量。

基金成立證書 2.3 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查詢
SPC 基金公司检索地址

查詢 SPC 基金公司真實性可以到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域名:

https://www.cima.ky/search-entities-cima

>輸入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

>按 submit 鍵

2.4 實體行業投資上市案例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由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成功推向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 一家擁有王室背景的現代化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自 2008 年成立至今已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良好的業務網絡。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主營沉香與珠寶等相關業務，致力於打造

綜合性產業鏈，旨在成為全球唯一一家完美結合高端沉香與珠寶生產研

發銷售的國際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

資本市場，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已在美國納斯達克創業板掛牌

上市（股票代碼：URYL），當前的市值已超過 6 億美元，漲勢淩厲，一

支獨秀，是引領新興市場最具爆發力的金股。

2.5 沉香

工程迄今已累積超過 2300 萬棵樹合作項目的經驗，並擁有自主支援的獨

家植菌技術及沉香菌液，其活性實現了高效、穩定、優質的生產。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憑借優異的沉香植菌技術傲視全亞洲

，而通過該技術誘導的結香效果更是冠絕同行，被譽為全東南亞最出色

的沉香植菌品牌之一。

沉香技術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旗下專才工藝精湛，透過純熟優良的製

香技術，再結合傳統概念與現代科技，迅速在亞太地區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推進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的品牌認證。 MAT-0116 是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核心專利技術，其為一種高效的造香真菌，

是提高沉香產量最為有效的植菌技術。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為了強化結香的質量，正研發最新技術，稱號為 RGT361。



我們相信，區塊鏈技術的價值互聯網將作為生產關系的一部分，對社會

生產 力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從宏觀意義上講，區塊鏈技術會對人類社會

產生重大 變革。

1.1 區塊鏈給人類現在帶來什麽?

在 2008 年，一個署名為中本聰的人或組織發了一個小小的白皮書，《一

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根據白皮書的推算，比特幣將發行 2100 萬

枚。 最初的比特幣並不值錢，但是隨著挖礦的人不斷增加，認可比特幣

的人不斷增加，比特幣可以在現實世界消費。後來大家發現這種形式很

新穎，於是比特幣交易不斷增加，有的國際也認可了比特幣作為法定貨

幣，價格也飛上了天，現在一枚比特幣的已經突破 5 萬美元，從這個角

度看，比特幣無疑是一 種成功。亞當·斯密提出「無形的手」的概念，

其實就是一種供需關系。

比特幣有三大特點:有限性，無阻隔轉移性，不可復製性。比特幣的供方

只提供了 2100 萬枚，可以跨越任何國家、組織無阻隔地轉移，而且不可

復製，比特幣轉給其他人，就沒了，相反一樣。當對比特幣的需求越來

越多，價格自然就上來了。

思考一個問題，人類最底層的協作工具是什麽?是語言嗎? 並不是，其實

是 貨幣。那什麽是貨幣呢?貨幣是一種不斷定向發展、衍化、更替的工具

，人類使用它就是為了提升效率。如果沒有貨幣，就變成了物物交換，

物物交換就必須有兩個偶然的相互需求才能完成，這樣效率將大大降低

。人類使用的貨幣也是不斷在變化，從貝殼、石頭到黃金、白銀再到現

在的各國以國家信用為背書發行的信用貨幣。過去，黃金白銀是全球通

用的貨幣，但是自從美元與黃金脫鉤，黃金的地位被美元取代，但是美

元是全球通用的貨幣嗎？顯然不是，那人民幣是嗎？顯然也不是。某種

意義上，現在的這種割裂狀態是 一種倒退。

說到價值，在教科書上學到的是勞動產生價值，進而得出等價交換理論

。但這價值論完全正確嗎?什麽是價值？實際上，人類始終在客觀價值論

與主觀價值論之間搖擺，如今，單純強調客觀價值論有些不合適。更傾

向於認為「交換產生價值」，大家之間的交換之所以能達成是因為覺得

自己手裏的東西比其他人手裏的東西更有價值，而恰恰相反，交換讓雙

方的價值感都提升了， 因此其實是「交換產生價值」。

可見，區塊鏈技術的誕生改變了很多一貫的認知和思想，給未來社會的

發展 帶來了諸多可能，或將帶來一次巨大的商業變革。

1.2 區塊鏈解決什麽問題?

區塊鏈是為了解決信任問題而生的。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地

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地

；而目前來看，區塊鏈技術的核心價值體現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人類對於信任問題的探索由來已久。從個體角度看，跟一個人首先是不

認識，大家互相不信任。為了取得信任，就必須要見面，要簽合同，要

蓋章，還要法律的保障和監管機構的認定，最後確認信任關系。商業世

界裏，要解決的不僅僅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更多是機構和機構之間的

信任，合作主體之間的信任。

舉例來說:比如在租賃行業，以往租賃公司需要自己墊付資金去買設備，

買回來不確定是否能租出去，資金成本極高；同時，租賃廠商去拿貨，

然後租給的是 c 端用戶，用戶可能用個半年或者一年才會把貨還回來，

這個裏面拿到了這個貨，才能產生正向的一個現金流，就對租賃廠商來

講，如果是向銀 行借的款，這個時候才有還款的能力。

這個中間其實任何一個環節只要出了問題，其實都會導致交易內容沒辦

法高效的完成下去。比如說個人用戶違約沒有歸還，或者說付不起租金

，只有有一個環節斷裂，就會有交易終止的風險。所以像這一類型場景

中間信任成本很高，所以就需要通過一個更高效的技術來解決，區塊鏈

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有了區塊鏈技術，可以將英特爾這樣的硬件設備

廠商跟租賃商+租戶+保險公司+銀行+投資機構，幾個主體放在一條鏈上

，租賃廠商真實的租賃訂單 就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信任載體，只要真實

的訂單發生，鏈條上的主體就能同時履約和記賬，小到一筆幾千塊的訂

單，都可以適用。

同樣的場景也還有很多，在跨境貿易這種場景裏面，對於買賣雙方來講

，中間涉及到不同種貨幣的兌換的清結算，以及物流、資金流和信息的

傳遞，都會涉及到各個主體之間的一個互相授信；

還有在供應鏈金融領域，上下遊企業之間，沒辦法看到相互的交易數據

，無法把控上下遊的風險，所以中小企業很難貸到款，而核心企業的的

信用沒辦法傳遞，在供應鏈金融的系統中，中小企業、核心企業、銀行

、擔保公司放在了一個聯盟裏，就能及時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

上面的幾個案例中，大家也都能發現，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

地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

地；

從一定程度上說，它能減少甚至取消對人的依賴。盡管在許多社會治理

過程中，規章製度、法律法理等相對完善，但是在實際操作過中，往往

產生各種 各樣的偏差。而這種偏差，往往都是由人產生的。

區塊鏈的作用，恰恰在於它是在一個不信任的環境之下提供一種信任機

製。換言之，區塊鏈就是盡可能地減少人為因素的影響。讓一個人所做

的事情由很多人來共同驗證，實現全過程透明。

技術的構想雖然很美好，但是實際落地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目前

區塊鏈在落地應用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山頭主義和數據孤島的問題。

每個主體都擁有自己的數據和資源，怎樣合理的共享和應用，是一個特

別考驗智慧的問題。就拿現在很多地方都在做的政務區塊鏈來舉例：

地方政府積極布局和發展區塊鏈產業，目的就是要打通政府、金融、企

業之間的數據，實現跨地區、跨部門、跨領域的數據引導，讓整個數據

就流動起來，進而推動經濟的發展速度，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但是數據的共享和互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數據的開放、共享互

通依舊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尤其是在現在，各方對於區塊鏈的價

值還沒有完全達成一致，在認知層面，也是一個需要努力構建達成一致

的過程。雖然現在區塊鏈的落地應用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區塊鏈的

價值已經在一些垂直領域得到凸顯，有理由相信，將來可以在各個場景

中，發揮「信任的機器」，該有的作用。

1.3 區塊鏈未來 價值遠景

關於組織，現代管理理論之父巴納德講到組織的續存有兩個必要條件：

共同的目標和合作的意願，但區塊鏈思想可能打破這一觀點，比如這裏

「共同的目標」就很存疑。

在區塊鏈行業裏，DAO 型組織就是在區塊鏈思想的影響下誕生的一種非

常具有創新性的組織形式。DAO 型組織即分布式自組織，這是一種沒有

中心管理者的自組織自激勵的組織模式，它解決了價值分配的問題。

計算機出現以來，人類經歷了三代計算思維模型。第一代是半導體時代

，由無線電波傳遞信息，並受到物理硬件上的束縛，一旦更新叠代就需

要更換設備;第二代是軟件時代，信息可以無限復製，零邊際成本，軟件

更新叠代只需要下載新版本就行；未來第三代，程序和數據統一不可分

，傳遞方式不再是復製，而是轉移，傳遞的東西也不僅僅是信息，而是

價值。

區塊鏈的出現是對現實世界的解耦，現在的「賬戶經濟」存在天然的壁

壘，比如京東和淘寶的賬戶是不能互通的。你在京東的賬戶登不上淘寶

，更不能在上面買賣東西。

協作範圍的大規模擴展導致現在社會的分工，小範圍的協作不會出現分

工， 因為分工之後養活不了自己。

區塊鏈或將信息互聯網引向價值互聯網

事實上，所有數據自從出現之後就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既定事實，中本聰

的一大創舉就是為數據引入了時序，也就是時間戳序列，通過區塊鏈網

絡將這些已經出現了的數據固定到了鏈上，並由分布式的各個節點共同

維護這一數據庫，沒有人可以否認或單方面篡改。

過去的信息互聯網是將信息進行了數字化，把所有的數據、信息搬到了

網上，把商店搬到了網上(電商)，但是價值還沒有被搬到網上。為什麽呢

？大家知道，信息的傳遞不需要交換，傳給其他人就傳給其他人了，不

需要給反饋什麽東西，但是價值的傳遞是一個交換過程，把一個東西賣

給別人，那就得付錢。這樣的話，買賣雙方就存在一個誰先給錢，誰先

給貨的問題，在線下，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但是線上就不行了，大

家誰也不認識誰，互不信任，為了解決這個根本性問題，催生了很多中

介性巨頭。

不過，智能合約的出現將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基於區塊鏈可信網絡的

智能合約可以自動執行，誰先誰後的問題迎刃而解。屆時，信息互聯網

時代將邁向價值網絡時代。SPC 項目將會通過自身的努力在區塊鏈領域

努力，改變現有的互聯網格局，為人類帶來一個具有前景的生態系統。

2.1 SPC 項目
SPC 項目簡介

SPC 由成立於 2018 年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亞洲資本策略獨立

組合基金）發起，是一家專註於為 Metaverse（元宇宙）及 agarwood

（沉香）生態系統所有用戶創建持久穩定性收益的管理協議。SPC的定

位是一個跨鏈資產聚合收益平臺，SPC將發展成為一個跨鏈資產聚合和

收益市場。SPC專註於開發創新的資產池，實現 2023 年以東南亞為中心

打造一家全球最具人氣和規模的線下元宇宙生態產業園，以在確保 LP 資

本盡可能安全的同時最大程度地提高回報。為此，我們旨在創建一個強

大的被動收入平臺，以滿足 Metaverse 行業的需求。通過 SPC 推出的

含收益資產,我們將進一步創建基於穩定收益的衍生產品,例如風險最優收

益指數和其他衍生產品。

2.2 亞洲資本策略基金
网址: www.asiacapitalstrategy.com

SPC 是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發起設立的，亞洲

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也是一家獲得領先國際金融中

心的開曼群島金管會認證許可，持有合法基金牌照的正規金融機構，致

力於推動創投基金的發展，專研企業債券發行的市場策略，倡導長期價

值投資理念。亞洲資本策略基金秉承價值與成長並重的核心大觀，除了

物色被低估的價值型企業，也同時招攬成長型企業，針對性套用自上而

下與自下而上這兩種思維模式，一方面從政策和行業趨勢出發，一方面

從估值模型出發，進行完善、全 面、通盤的投資考量。

基金成立證書 2.3 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查詢
SPC 基金公司检索地址

查詢 SPC 基金公司真實性可以到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域名:

https://www.cima.ky/search-entities-cima

>輸入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

>按 submit 鍵

2.4 實體行業投資上市案例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由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成功推向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 一家擁有王室背景的現代化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自 2008 年成立至今已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良好的業務網絡。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主營沉香與珠寶等相關業務，致力於打造

綜合性產業鏈，旨在成為全球唯一一家完美結合高端沉香與珠寶生產研

發銷售的國際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

資本市場，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已在美國納斯達克創業板掛牌

上市（股票代碼：URYL），當前的市值已超過 6 億美元，漲勢淩厲，一

支獨秀，是引領新興市場最具爆發力的金股。

2.5 沉香

工程迄今已累積超過 2300 萬棵樹合作項目的經驗，並擁有自主支援的獨

家植菌技術及沉香菌液，其活性實現了高效、穩定、優質的生產。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憑借優異的沉香植菌技術傲視全亞洲

，而通過該技術誘導的結香效果更是冠絕同行，被譽為全東南亞最出色

的沉香植菌品牌之一。

沉香技術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旗下專才工藝精湛，透過純熟優良的製

香技術，再結合傳統概念與現代科技，迅速在亞太地區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推進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的品牌認證。 MAT-0116 是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核心專利技術，其為一種高效的造香真菌，

是提高沉香產量最為有效的植菌技術。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為了強化結香的質量，正研發最新技術，稱號為 RGT361。



我們相信，區塊鏈技術的價值互聯網將作為生產關系的一部分，對社會

生產 力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從宏觀意義上講，區塊鏈技術會對人類社會

產生重大 變革。

1.1 區塊鏈給人類現在帶來什麽?

在 2008 年，一個署名為中本聰的人或組織發了一個小小的白皮書，《一

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根據白皮書的推算，比特幣將發行 2100 萬

枚。 最初的比特幣並不值錢，但是隨著挖礦的人不斷增加，認可比特幣

的人不斷增加，比特幣可以在現實世界消費。後來大家發現這種形式很

新穎，於是比特幣交易不斷增加，有的國際也認可了比特幣作為法定貨

幣，價格也飛上了天，現在一枚比特幣的已經突破 5 萬美元，從這個角

度看，比特幣無疑是一 種成功。亞當·斯密提出「無形的手」的概念，

其實就是一種供需關系。

比特幣有三大特點:有限性，無阻隔轉移性，不可復製性。比特幣的供方

只提供了 2100 萬枚，可以跨越任何國家、組織無阻隔地轉移，而且不可

復製，比特幣轉給其他人，就沒了，相反一樣。當對比特幣的需求越來

越多，價格自然就上來了。

思考一個問題，人類最底層的協作工具是什麽?是語言嗎? 並不是，其實

是 貨幣。那什麽是貨幣呢?貨幣是一種不斷定向發展、衍化、更替的工具

，人類使用它就是為了提升效率。如果沒有貨幣，就變成了物物交換，

物物交換就必須有兩個偶然的相互需求才能完成，這樣效率將大大降低

。人類使用的貨幣也是不斷在變化，從貝殼、石頭到黃金、白銀再到現

在的各國以國家信用為背書發行的信用貨幣。過去，黃金白銀是全球通

用的貨幣，但是自從美元與黃金脫鉤，黃金的地位被美元取代，但是美

元是全球通用的貨幣嗎？顯然不是，那人民幣是嗎？顯然也不是。某種

意義上，現在的這種割裂狀態是 一種倒退。

說到價值，在教科書上學到的是勞動產生價值，進而得出等價交換理論

。但這價值論完全正確嗎?什麽是價值？實際上，人類始終在客觀價值論

與主觀價值論之間搖擺，如今，單純強調客觀價值論有些不合適。更傾

向於認為「交換產生價值」，大家之間的交換之所以能達成是因為覺得

自己手裏的東西比其他人手裏的東西更有價值，而恰恰相反，交換讓雙

方的價值感都提升了， 因此其實是「交換產生價值」。

可見，區塊鏈技術的誕生改變了很多一貫的認知和思想，給未來社會的

發展 帶來了諸多可能，或將帶來一次巨大的商業變革。

1.2 區塊鏈解決什麽問題?

區塊鏈是為了解決信任問題而生的。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地

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地

；而目前來看，區塊鏈技術的核心價值體現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人類對於信任問題的探索由來已久。從個體角度看，跟一個人首先是不

認識，大家互相不信任。為了取得信任，就必須要見面，要簽合同，要

蓋章，還要法律的保障和監管機構的認定，最後確認信任關系。商業世

界裏，要解決的不僅僅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更多是機構和機構之間的

信任，合作主體之間的信任。

舉例來說:比如在租賃行業，以往租賃公司需要自己墊付資金去買設備，

買回來不確定是否能租出去，資金成本極高；同時，租賃廠商去拿貨，

然後租給的是 c 端用戶，用戶可能用個半年或者一年才會把貨還回來，

這個裏面拿到了這個貨，才能產生正向的一個現金流，就對租賃廠商來

講，如果是向銀 行借的款，這個時候才有還款的能力。

這個中間其實任何一個環節只要出了問題，其實都會導致交易內容沒辦

法高效的完成下去。比如說個人用戶違約沒有歸還，或者說付不起租金

，只有有一個環節斷裂，就會有交易終止的風險。所以像這一類型場景

中間信任成本很高，所以就需要通過一個更高效的技術來解決，區塊鏈

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有了區塊鏈技術，可以將英特爾這樣的硬件設備

廠商跟租賃商+租戶+保險公司+銀行+投資機構，幾個主體放在一條鏈上

，租賃廠商真實的租賃訂單 就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信任載體，只要真實

的訂單發生，鏈條上的主體就能同時履約和記賬，小到一筆幾千塊的訂

單，都可以適用。

同樣的場景也還有很多，在跨境貿易這種場景裏面，對於買賣雙方來講

，中間涉及到不同種貨幣的兌換的清結算，以及物流、資金流和信息的

傳遞，都會涉及到各個主體之間的一個互相授信；

還有在供應鏈金融領域，上下遊企業之間，沒辦法看到相互的交易數據

，無法把控上下遊的風險，所以中小企業很難貸到款，而核心企業的的

信用沒辦法傳遞，在供應鏈金融的系統中，中小企業、核心企業、銀行

、擔保公司放在了一個聯盟裏，就能及時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

上面的幾個案例中，大家也都能發現，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

地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

地；

從一定程度上說，它能減少甚至取消對人的依賴。盡管在許多社會治理

過程中，規章製度、法律法理等相對完善，但是在實際操作過中，往往

產生各種 各樣的偏差。而這種偏差，往往都是由人產生的。

區塊鏈的作用，恰恰在於它是在一個不信任的環境之下提供一種信任機

製。換言之，區塊鏈就是盡可能地減少人為因素的影響。讓一個人所做

的事情由很多人來共同驗證，實現全過程透明。

技術的構想雖然很美好，但是實際落地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目前

區塊鏈在落地應用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山頭主義和數據孤島的問題。

每個主體都擁有自己的數據和資源，怎樣合理的共享和應用，是一個特

別考驗智慧的問題。就拿現在很多地方都在做的政務區塊鏈來舉例：

地方政府積極布局和發展區塊鏈產業，目的就是要打通政府、金融、企

業之間的數據，實現跨地區、跨部門、跨領域的數據引導，讓整個數據

就流動起來，進而推動經濟的發展速度，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但是數據的共享和互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數據的開放、共享互

通依舊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尤其是在現在，各方對於區塊鏈的價

值還沒有完全達成一致，在認知層面，也是一個需要努力構建達成一致

的過程。雖然現在區塊鏈的落地應用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區塊鏈的

價值已經在一些垂直領域得到凸顯，有理由相信，將來可以在各個場景

中，發揮「信任的機器」，該有的作用。

1.3 區塊鏈未來 價值遠景

關於組織，現代管理理論之父巴納德講到組織的續存有兩個必要條件：

共同的目標和合作的意願，但區塊鏈思想可能打破這一觀點，比如這裏

「共同的目標」就很存疑。

在區塊鏈行業裏，DAO 型組織就是在區塊鏈思想的影響下誕生的一種非

常具有創新性的組織形式。DAO 型組織即分布式自組織，這是一種沒有

中心管理者的自組織自激勵的組織模式，它解決了價值分配的問題。

計算機出現以來，人類經歷了三代計算思維模型。第一代是半導體時代

，由無線電波傳遞信息，並受到物理硬件上的束縛，一旦更新叠代就需

要更換設備;第二代是軟件時代，信息可以無限復製，零邊際成本，軟件

更新叠代只需要下載新版本就行；未來第三代，程序和數據統一不可分

，傳遞方式不再是復製，而是轉移，傳遞的東西也不僅僅是信息，而是

價值。

區塊鏈的出現是對現實世界的解耦，現在的「賬戶經濟」存在天然的壁

壘，比如京東和淘寶的賬戶是不能互通的。你在京東的賬戶登不上淘寶

，更不能在上面買賣東西。

協作範圍的大規模擴展導致現在社會的分工，小範圍的協作不會出現分

工， 因為分工之後養活不了自己。

區塊鏈或將信息互聯網引向價值互聯網

事實上，所有數據自從出現之後就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既定事實，中本聰

的一大創舉就是為數據引入了時序，也就是時間戳序列，通過區塊鏈網

絡將這些已經出現了的數據固定到了鏈上，並由分布式的各個節點共同

維護這一數據庫，沒有人可以否認或單方面篡改。

過去的信息互聯網是將信息進行了數字化，把所有的數據、信息搬到了

網上，把商店搬到了網上(電商)，但是價值還沒有被搬到網上。為什麽呢

？大家知道，信息的傳遞不需要交換，傳給其他人就傳給其他人了，不

需要給反饋什麽東西，但是價值的傳遞是一個交換過程，把一個東西賣

給別人，那就得付錢。這樣的話，買賣雙方就存在一個誰先給錢，誰先

給貨的問題，在線下，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但是線上就不行了，大

家誰也不認識誰，互不信任，為了解決這個根本性問題，催生了很多中

介性巨頭。

不過，智能合約的出現將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基於區塊鏈可信網絡的

智能合約可以自動執行，誰先誰後的問題迎刃而解。屆時，信息互聯網

時代將邁向價值網絡時代。SPC 項目將會通過自身的努力在區塊鏈領域

努力，改變現有的互聯網格局，為人類帶來一個具有前景的生態系統。

2.1 SPC 項目
SPC 項目簡介

SPC 由成立於 2018 年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亞洲資本策略獨立

組合基金）發起，是一家專註於為 Metaverse（元宇宙）及 agarwood

（沉香）生態系統所有用戶創建持久穩定性收益的管理協議。SPC的定

位是一個跨鏈資產聚合收益平臺，SPC將發展成為一個跨鏈資產聚合和

收益市場。SPC專註於開發創新的資產池，實現 2023 年以東南亞為中心

打造一家全球最具人氣和規模的線下元宇宙生態產業園，以在確保 LP 資

本盡可能安全的同時最大程度地提高回報。為此，我們旨在創建一個強

大的被動收入平臺，以滿足 Metaverse 行業的需求。通過 SPC 推出的

含收益資產,我們將進一步創建基於穩定收益的衍生產品,例如風險最優收

益指數和其他衍生產品。

2.2 亞洲資本策略基金
网址: www.asiacapitalstrategy.com

SPC 是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發起設立的，亞洲

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也是一家獲得領先國際金融中

心的開曼群島金管會認證許可，持有合法基金牌照的正規金融機構，致

力於推動創投基金的發展，專研企業債券發行的市場策略，倡導長期價

值投資理念。亞洲資本策略基金秉承價值與成長並重的核心大觀，除了

物色被低估的價值型企業，也同時招攬成長型企業，針對性套用自上而

下與自下而上這兩種思維模式，一方面從政策和行業趨勢出發，一方面

從估值模型出發，進行完善、全 面、通盤的投資考量。

基金成立證書 2.3 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查詢
SPC 基金公司检索地址

查詢 SPC 基金公司真實性可以到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域名:

https://www.cima.ky/search-entities-cima

>輸入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

>按 submit 鍵

2.4 實體行業投資上市案例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由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成功推向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 一家擁有王室背景的現代化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自 2008 年成立至今已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良好的業務網絡。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主營沉香與珠寶等相關業務，致力於打造

綜合性產業鏈，旨在成為全球唯一一家完美結合高端沉香與珠寶生產研

發銷售的國際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

資本市場，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已在美國納斯達克創業板掛牌

上市（股票代碼：URYL），當前的市值已超過 6 億美元，漲勢淩厲，一

支獨秀，是引領新興市場最具爆發力的金股。

2.5 沉香

工程迄今已累積超過 2300 萬棵樹合作項目的經驗，並擁有自主支援的獨

家植菌技術及沉香菌液，其活性實現了高效、穩定、優質的生產。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憑借優異的沉香植菌技術傲視全亞洲

，而通過該技術誘導的結香效果更是冠絕同行，被譽為全東南亞最出色

的沉香植菌品牌之一。

沉香技術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旗下專才工藝精湛，透過純熟優良的製

香技術，再結合傳統概念與現代科技，迅速在亞太地區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推進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的品牌認證。 MAT-0116 是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核心專利技術，其為一種高效的造香真菌，

是提高沉香產量最為有效的植菌技術。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為了強化結香的質量，正研發最新技術，稱號為 RGT361。



我們相信，區塊鏈技術的價值互聯網將作為生產關系的一部分，對社會

生產 力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從宏觀意義上講，區塊鏈技術會對人類社會

產生重大 變革。

1.1 區塊鏈給人類現在帶來什麽?

在 2008 年，一個署名為中本聰的人或組織發了一個小小的白皮書，《一

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根據白皮書的推算，比特幣將發行 2100 萬

枚。 最初的比特幣並不值錢，但是隨著挖礦的人不斷增加，認可比特幣

的人不斷增加，比特幣可以在現實世界消費。後來大家發現這種形式很

新穎，於是比特幣交易不斷增加，有的國際也認可了比特幣作為法定貨

幣，價格也飛上了天，現在一枚比特幣的已經突破 5 萬美元，從這個角

度看，比特幣無疑是一 種成功。亞當·斯密提出「無形的手」的概念，

其實就是一種供需關系。

比特幣有三大特點:有限性，無阻隔轉移性，不可復製性。比特幣的供方

只提供了 2100 萬枚，可以跨越任何國家、組織無阻隔地轉移，而且不可

復製，比特幣轉給其他人，就沒了，相反一樣。當對比特幣的需求越來

越多，價格自然就上來了。

思考一個問題，人類最底層的協作工具是什麽?是語言嗎? 並不是，其實

是 貨幣。那什麽是貨幣呢?貨幣是一種不斷定向發展、衍化、更替的工具

，人類使用它就是為了提升效率。如果沒有貨幣，就變成了物物交換，

物物交換就必須有兩個偶然的相互需求才能完成，這樣效率將大大降低

。人類使用的貨幣也是不斷在變化，從貝殼、石頭到黃金、白銀再到現

在的各國以國家信用為背書發行的信用貨幣。過去，黃金白銀是全球通

用的貨幣，但是自從美元與黃金脫鉤，黃金的地位被美元取代，但是美

元是全球通用的貨幣嗎？顯然不是，那人民幣是嗎？顯然也不是。某種

意義上，現在的這種割裂狀態是 一種倒退。

說到價值，在教科書上學到的是勞動產生價值，進而得出等價交換理論

。但這價值論完全正確嗎?什麽是價值？實際上，人類始終在客觀價值論

與主觀價值論之間搖擺，如今，單純強調客觀價值論有些不合適。更傾

向於認為「交換產生價值」，大家之間的交換之所以能達成是因為覺得

自己手裏的東西比其他人手裏的東西更有價值，而恰恰相反，交換讓雙

方的價值感都提升了， 因此其實是「交換產生價值」。

可見，區塊鏈技術的誕生改變了很多一貫的認知和思想，給未來社會的

發展 帶來了諸多可能，或將帶來一次巨大的商業變革。

1.2 區塊鏈解決什麽問題?

區塊鏈是為了解決信任問題而生的。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地

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地

；而目前來看，區塊鏈技術的核心價值體現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人類對於信任問題的探索由來已久。從個體角度看，跟一個人首先是不

認識，大家互相不信任。為了取得信任，就必須要見面，要簽合同，要

蓋章，還要法律的保障和監管機構的認定，最後確認信任關系。商業世

界裏，要解決的不僅僅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更多是機構和機構之間的

信任，合作主體之間的信任。

舉例來說:比如在租賃行業，以往租賃公司需要自己墊付資金去買設備，

買回來不確定是否能租出去，資金成本極高；同時，租賃廠商去拿貨，

然後租給的是 c 端用戶，用戶可能用個半年或者一年才會把貨還回來，

這個裏面拿到了這個貨，才能產生正向的一個現金流，就對租賃廠商來

講，如果是向銀 行借的款，這個時候才有還款的能力。

這個中間其實任何一個環節只要出了問題，其實都會導致交易內容沒辦

法高效的完成下去。比如說個人用戶違約沒有歸還，或者說付不起租金

，只有有一個環節斷裂，就會有交易終止的風險。所以像這一類型場景

中間信任成本很高，所以就需要通過一個更高效的技術來解決，區塊鏈

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有了區塊鏈技術，可以將英特爾這樣的硬件設備

廠商跟租賃商+租戶+保險公司+銀行+投資機構，幾個主體放在一條鏈上

，租賃廠商真實的租賃訂單 就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信任載體，只要真實

的訂單發生，鏈條上的主體就能同時履約和記賬，小到一筆幾千塊的訂

單，都可以適用。

同樣的場景也還有很多，在跨境貿易這種場景裏面，對於買賣雙方來講

，中間涉及到不同種貨幣的兌換的清結算，以及物流、資金流和信息的

傳遞，都會涉及到各個主體之間的一個互相授信；

還有在供應鏈金融領域，上下遊企業之間，沒辦法看到相互的交易數據

，無法把控上下遊的風險，所以中小企業很難貸到款，而核心企業的的

信用沒辦法傳遞，在供應鏈金融的系統中，中小企業、核心企業、銀行

、擔保公司放在了一個聯盟裏，就能及時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

上面的幾個案例中，大家也都能發現，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

地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

地；

從一定程度上說，它能減少甚至取消對人的依賴。盡管在許多社會治理

過程中，規章製度、法律法理等相對完善，但是在實際操作過中，往往

產生各種 各樣的偏差。而這種偏差，往往都是由人產生的。

區塊鏈的作用，恰恰在於它是在一個不信任的環境之下提供一種信任機

製。換言之，區塊鏈就是盡可能地減少人為因素的影響。讓一個人所做

的事情由很多人來共同驗證，實現全過程透明。

技術的構想雖然很美好，但是實際落地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目前

區塊鏈在落地應用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山頭主義和數據孤島的問題。

每個主體都擁有自己的數據和資源，怎樣合理的共享和應用，是一個特

別考驗智慧的問題。就拿現在很多地方都在做的政務區塊鏈來舉例：

地方政府積極布局和發展區塊鏈產業，目的就是要打通政府、金融、企

業之間的數據，實現跨地區、跨部門、跨領域的數據引導，讓整個數據

就流動起來，進而推動經濟的發展速度，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但是數據的共享和互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數據的開放、共享互

通依舊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尤其是在現在，各方對於區塊鏈的價

值還沒有完全達成一致，在認知層面，也是一個需要努力構建達成一致

的過程。雖然現在區塊鏈的落地應用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區塊鏈的

價值已經在一些垂直領域得到凸顯，有理由相信，將來可以在各個場景

中，發揮「信任的機器」，該有的作用。

1.3 區塊鏈未來 價值遠景

關於組織，現代管理理論之父巴納德講到組織的續存有兩個必要條件：

共同的目標和合作的意願，但區塊鏈思想可能打破這一觀點，比如這裏

「共同的目標」就很存疑。

在區塊鏈行業裏，DAO 型組織就是在區塊鏈思想的影響下誕生的一種非

常具有創新性的組織形式。DAO 型組織即分布式自組織，這是一種沒有

中心管理者的自組織自激勵的組織模式，它解決了價值分配的問題。

計算機出現以來，人類經歷了三代計算思維模型。第一代是半導體時代

，由無線電波傳遞信息，並受到物理硬件上的束縛，一旦更新叠代就需

要更換設備;第二代是軟件時代，信息可以無限復製，零邊際成本，軟件

更新叠代只需要下載新版本就行；未來第三代，程序和數據統一不可分

，傳遞方式不再是復製，而是轉移，傳遞的東西也不僅僅是信息，而是

價值。

區塊鏈的出現是對現實世界的解耦，現在的「賬戶經濟」存在天然的壁

壘，比如京東和淘寶的賬戶是不能互通的。你在京東的賬戶登不上淘寶

，更不能在上面買賣東西。

協作範圍的大規模擴展導致現在社會的分工，小範圍的協作不會出現分

工， 因為分工之後養活不了自己。

區塊鏈或將信息互聯網引向價值互聯網

事實上，所有數據自從出現之後就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既定事實，中本聰

的一大創舉就是為數據引入了時序，也就是時間戳序列，通過區塊鏈網

絡將這些已經出現了的數據固定到了鏈上，並由分布式的各個節點共同

維護這一數據庫，沒有人可以否認或單方面篡改。

過去的信息互聯網是將信息進行了數字化，把所有的數據、信息搬到了

網上，把商店搬到了網上(電商)，但是價值還沒有被搬到網上。為什麽呢

？大家知道，信息的傳遞不需要交換，傳給其他人就傳給其他人了，不

需要給反饋什麽東西，但是價值的傳遞是一個交換過程，把一個東西賣

給別人，那就得付錢。這樣的話，買賣雙方就存在一個誰先給錢，誰先

給貨的問題，在線下，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但是線上就不行了，大

家誰也不認識誰，互不信任，為了解決這個根本性問題，催生了很多中

介性巨頭。

不過，智能合約的出現將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基於區塊鏈可信網絡的

智能合約可以自動執行，誰先誰後的問題迎刃而解。屆時，信息互聯網

時代將邁向價值網絡時代。SPC 項目將會通過自身的努力在區塊鏈領域

努力，改變現有的互聯網格局，為人類帶來一個具有前景的生態系統。

2.1 SPC 項目
SPC 項目簡介

SPC 由成立於 2018 年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亞洲資本策略獨立

組合基金）發起，是一家專註於為 Metaverse（元宇宙）及 agarwood

（沉香）生態系統所有用戶創建持久穩定性收益的管理協議。SPC的定

位是一個跨鏈資產聚合收益平臺，SPC將發展成為一個跨鏈資產聚合和

收益市場。SPC專註於開發創新的資產池，實現 2023 年以東南亞為中心

打造一家全球最具人氣和規模的線下元宇宙生態產業園，以在確保 LP 資

本盡可能安全的同時最大程度地提高回報。為此，我們旨在創建一個強

大的被動收入平臺，以滿足 Metaverse 行業的需求。通過 SPC 推出的

含收益資產,我們將進一步創建基於穩定收益的衍生產品,例如風險最優收

益指數和其他衍生產品。

2.2 亞洲資本策略基金
网址: www.asiacapitalstrategy.com

SPC 是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發起設立的，亞洲

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也是一家獲得領先國際金融中

心的開曼群島金管會認證許可，持有合法基金牌照的正規金融機構，致

力於推動創投基金的發展，專研企業債券發行的市場策略，倡導長期價

值投資理念。亞洲資本策略基金秉承價值與成長並重的核心大觀，除了

物色被低估的價值型企業，也同時招攬成長型企業，針對性套用自上而

下與自下而上這兩種思維模式，一方面從政策和行業趨勢出發，一方面

從估值模型出發，進行完善、全 面、通盤的投資考量。

基金成立證書 2.3 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查詢
SPC 基金公司检索地址

查詢 SPC 基金公司真實性可以到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域名:

https://www.cima.ky/search-entities-cima

>輸入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

>按 submit 鍵

2.4 實體行業投資上市案例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由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成功推向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 一家擁有王室背景的現代化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自 2008 年成立至今已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良好的業務網絡。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主營沉香與珠寶等相關業務，致力於打造

綜合性產業鏈，旨在成為全球唯一一家完美結合高端沉香與珠寶生產研

發銷售的國際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

資本市場，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已在美國納斯達克創業板掛牌

上市（股票代碼：URYL），當前的市值已超過 6 億美元，漲勢淩厲，一

支獨秀，是引領新興市場最具爆發力的金股。

2.5 沉香

工程迄今已累積超過 2300 萬棵樹合作項目的經驗，並擁有自主支援的獨

家植菌技術及沉香菌液，其活性實現了高效、穩定、優質的生產。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憑借優異的沉香植菌技術傲視全亞洲

，而通過該技術誘導的結香效果更是冠絕同行，被譽為全東南亞最出色

的沉香植菌品牌之一。

沉香技術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旗下專才工藝精湛，透過純熟優良的製

香技術，再結合傳統概念與現代科技，迅速在亞太地區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推進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的品牌認證。 MAT-0116 是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核心專利技術，其為一種高效的造香真菌，

是提高沉香產量最為有效的植菌技術。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為了強化結香的質量，正研發最新技術，稱號為 RGT361。



我們相信，區塊鏈技術的價值互聯網將作為生產關系的一部分，對社會

生產 力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從宏觀意義上講，區塊鏈技術會對人類社會

產生重大 變革。

1.1 區塊鏈給人類現在帶來什麽?

在 2008 年，一個署名為中本聰的人或組織發了一個小小的白皮書，《一

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根據白皮書的推算，比特幣將發行 2100 萬

枚。 最初的比特幣並不值錢，但是隨著挖礦的人不斷增加，認可比特幣

的人不斷增加，比特幣可以在現實世界消費。後來大家發現這種形式很

新穎，於是比特幣交易不斷增加，有的國際也認可了比特幣作為法定貨

幣，價格也飛上了天，現在一枚比特幣的已經突破 5 萬美元，從這個角

度看，比特幣無疑是一 種成功。亞當·斯密提出「無形的手」的概念，

其實就是一種供需關系。

比特幣有三大特點:有限性，無阻隔轉移性，不可復製性。比特幣的供方

只提供了 2100 萬枚，可以跨越任何國家、組織無阻隔地轉移，而且不可

復製，比特幣轉給其他人，就沒了，相反一樣。當對比特幣的需求越來

越多，價格自然就上來了。

思考一個問題，人類最底層的協作工具是什麽?是語言嗎? 並不是，其實

是 貨幣。那什麽是貨幣呢?貨幣是一種不斷定向發展、衍化、更替的工具

，人類使用它就是為了提升效率。如果沒有貨幣，就變成了物物交換，

物物交換就必須有兩個偶然的相互需求才能完成，這樣效率將大大降低

。人類使用的貨幣也是不斷在變化，從貝殼、石頭到黃金、白銀再到現

在的各國以國家信用為背書發行的信用貨幣。過去，黃金白銀是全球通

用的貨幣，但是自從美元與黃金脫鉤，黃金的地位被美元取代，但是美

元是全球通用的貨幣嗎？顯然不是，那人民幣是嗎？顯然也不是。某種

意義上，現在的這種割裂狀態是 一種倒退。

說到價值，在教科書上學到的是勞動產生價值，進而得出等價交換理論

。但這價值論完全正確嗎?什麽是價值？實際上，人類始終在客觀價值論

與主觀價值論之間搖擺，如今，單純強調客觀價值論有些不合適。更傾

向於認為「交換產生價值」，大家之間的交換之所以能達成是因為覺得

自己手裏的東西比其他人手裏的東西更有價值，而恰恰相反，交換讓雙

方的價值感都提升了， 因此其實是「交換產生價值」。

可見，區塊鏈技術的誕生改變了很多一貫的認知和思想，給未來社會的

發展 帶來了諸多可能，或將帶來一次巨大的商業變革。

1.2 區塊鏈解決什麽問題?

區塊鏈是為了解決信任問題而生的。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地

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地

；而目前來看，區塊鏈技術的核心價值體現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人類對於信任問題的探索由來已久。從個體角度看，跟一個人首先是不

認識，大家互相不信任。為了取得信任，就必須要見面，要簽合同，要

蓋章，還要法律的保障和監管機構的認定，最後確認信任關系。商業世

界裏，要解決的不僅僅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更多是機構和機構之間的

信任，合作主體之間的信任。

舉例來說:比如在租賃行業，以往租賃公司需要自己墊付資金去買設備，

買回來不確定是否能租出去，資金成本極高；同時，租賃廠商去拿貨，

然後租給的是 c 端用戶，用戶可能用個半年或者一年才會把貨還回來，

這個裏面拿到了這個貨，才能產生正向的一個現金流，就對租賃廠商來

講，如果是向銀 行借的款，這個時候才有還款的能力。

這個中間其實任何一個環節只要出了問題，其實都會導致交易內容沒辦

法高效的完成下去。比如說個人用戶違約沒有歸還，或者說付不起租金

，只有有一個環節斷裂，就會有交易終止的風險。所以像這一類型場景

中間信任成本很高，所以就需要通過一個更高效的技術來解決，區塊鏈

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有了區塊鏈技術，可以將英特爾這樣的硬件設備

廠商跟租賃商+租戶+保險公司+銀行+投資機構，幾個主體放在一條鏈上

，租賃廠商真實的租賃訂單 就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信任載體，只要真實

的訂單發生，鏈條上的主體就能同時履約和記賬，小到一筆幾千塊的訂

單，都可以適用。

同樣的場景也還有很多，在跨境貿易這種場景裏面，對於買賣雙方來講

，中間涉及到不同種貨幣的兌換的清結算，以及物流、資金流和信息的

傳遞，都會涉及到各個主體之間的一個互相授信；

還有在供應鏈金融領域，上下遊企業之間，沒辦法看到相互的交易數據

，無法把控上下遊的風險，所以中小企業很難貸到款，而核心企業的的

信用沒辦法傳遞，在供應鏈金融的系統中，中小企業、核心企業、銀行

、擔保公司放在了一個聯盟裏，就能及時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

上面的幾個案例中，大家也都能發現，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

地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

地；

從一定程度上說，它能減少甚至取消對人的依賴。盡管在許多社會治理

過程中，規章製度、法律法理等相對完善，但是在實際操作過中，往往

產生各種 各樣的偏差。而這種偏差，往往都是由人產生的。

區塊鏈的作用，恰恰在於它是在一個不信任的環境之下提供一種信任機

製。換言之，區塊鏈就是盡可能地減少人為因素的影響。讓一個人所做

的事情由很多人來共同驗證，實現全過程透明。

技術的構想雖然很美好，但是實際落地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目前

區塊鏈在落地應用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山頭主義和數據孤島的問題。

每個主體都擁有自己的數據和資源，怎樣合理的共享和應用，是一個特

別考驗智慧的問題。就拿現在很多地方都在做的政務區塊鏈來舉例：

地方政府積極布局和發展區塊鏈產業，目的就是要打通政府、金融、企

業之間的數據，實現跨地區、跨部門、跨領域的數據引導，讓整個數據

就流動起來，進而推動經濟的發展速度，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但是數據的共享和互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數據的開放、共享互

通依舊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尤其是在現在，各方對於區塊鏈的價

值還沒有完全達成一致，在認知層面，也是一個需要努力構建達成一致

的過程。雖然現在區塊鏈的落地應用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區塊鏈的

價值已經在一些垂直領域得到凸顯，有理由相信，將來可以在各個場景

中，發揮「信任的機器」，該有的作用。

1.3 區塊鏈未來 價值遠景

關於組織，現代管理理論之父巴納德講到組織的續存有兩個必要條件：

共同的目標和合作的意願，但區塊鏈思想可能打破這一觀點，比如這裏

「共同的目標」就很存疑。

在區塊鏈行業裏，DAO 型組織就是在區塊鏈思想的影響下誕生的一種非

常具有創新性的組織形式。DAO 型組織即分布式自組織，這是一種沒有

中心管理者的自組織自激勵的組織模式，它解決了價值分配的問題。

計算機出現以來，人類經歷了三代計算思維模型。第一代是半導體時代

，由無線電波傳遞信息，並受到物理硬件上的束縛，一旦更新叠代就需

要更換設備;第二代是軟件時代，信息可以無限復製，零邊際成本，軟件

更新叠代只需要下載新版本就行；未來第三代，程序和數據統一不可分

，傳遞方式不再是復製，而是轉移，傳遞的東西也不僅僅是信息，而是

價值。

區塊鏈的出現是對現實世界的解耦，現在的「賬戶經濟」存在天然的壁

壘，比如京東和淘寶的賬戶是不能互通的。你在京東的賬戶登不上淘寶

，更不能在上面買賣東西。

協作範圍的大規模擴展導致現在社會的分工，小範圍的協作不會出現分

工， 因為分工之後養活不了自己。

區塊鏈或將信息互聯網引向價值互聯網

事實上，所有數據自從出現之後就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既定事實，中本聰

的一大創舉就是為數據引入了時序，也就是時間戳序列，通過區塊鏈網

絡將這些已經出現了的數據固定到了鏈上，並由分布式的各個節點共同

維護這一數據庫，沒有人可以否認或單方面篡改。

過去的信息互聯網是將信息進行了數字化，把所有的數據、信息搬到了

網上，把商店搬到了網上(電商)，但是價值還沒有被搬到網上。為什麽呢

？大家知道，信息的傳遞不需要交換，傳給其他人就傳給其他人了，不

需要給反饋什麽東西，但是價值的傳遞是一個交換過程，把一個東西賣

給別人，那就得付錢。這樣的話，買賣雙方就存在一個誰先給錢，誰先

給貨的問題，在線下，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但是線上就不行了，大

家誰也不認識誰，互不信任，為了解決這個根本性問題，催生了很多中

介性巨頭。

不過，智能合約的出現將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基於區塊鏈可信網絡的

智能合約可以自動執行，誰先誰後的問題迎刃而解。屆時，信息互聯網

時代將邁向價值網絡時代。SPC 項目將會通過自身的努力在區塊鏈領域

努力，改變現有的互聯網格局，為人類帶來一個具有前景的生態系統。

2.1 SPC 項目
SPC 項目簡介

SPC 由成立於 2018 年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亞洲資本策略獨立

組合基金）發起，是一家專註於為 Metaverse（元宇宙）及 agarwood

（沉香）生態系統所有用戶創建持久穩定性收益的管理協議。SPC的定

位是一個跨鏈資產聚合收益平臺，SPC將發展成為一個跨鏈資產聚合和

收益市場。SPC專註於開發創新的資產池，實現 2023 年以東南亞為中心

打造一家全球最具人氣和規模的線下元宇宙生態產業園，以在確保 LP 資

本盡可能安全的同時最大程度地提高回報。為此，我們旨在創建一個強

大的被動收入平臺，以滿足 Metaverse 行業的需求。通過 SPC 推出的

含收益資產,我們將進一步創建基於穩定收益的衍生產品,例如風險最優收

益指數和其他衍生產品。

2.2 亞洲資本策略基金
网址: www.asiacapitalstrategy.com

SPC 是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發起設立的，亞洲

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也是一家獲得領先國際金融中

心的開曼群島金管會認證許可，持有合法基金牌照的正規金融機構，致

力於推動創投基金的發展，專研企業債券發行的市場策略，倡導長期價

值投資理念。亞洲資本策略基金秉承價值與成長並重的核心大觀，除了

物色被低估的價值型企業，也同時招攬成長型企業，針對性套用自上而

下與自下而上這兩種思維模式，一方面從政策和行業趨勢出發，一方面

從估值模型出發，進行完善、全 面、通盤的投資考量。

基金成立證書 2.3 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查詢
SPC 基金公司检索地址

查詢 SPC 基金公司真實性可以到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域名:

https://www.cima.ky/search-entities-cima

>輸入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

>按 submit 鍵

2.4 實體行業投資上市案例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由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基金经理管理证书

Strategy）成功推向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 一家擁有王室背景的現代化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自 2008 年成立至今已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良好的業務網絡。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主營沉香與珠寶等相關業務，致力於打造

綜合性產業鏈，旨在成為全球唯一一家完美結合高端沉香與珠寶生產研

發銷售的國際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

資本市場，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已在美國納斯達克創業板掛牌

上市（股票代碼：URYL），當前的市值已超過 6 億美元，漲勢淩厲，一

支獨秀，是引領新興市場最具爆發力的金股。

2.5 沉香

工程迄今已累積超過 2300 萬棵樹合作項目的經驗，並擁有自主支援的獨

家植菌技術及沉香菌液，其活性實現了高效、穩定、優質的生產。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憑借優異的沉香植菌技術傲視全亞洲

，而通過該技術誘導的結香效果更是冠絕同行，被譽為全東南亞最出色

的沉香植菌品牌之一。

沉香技術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旗下專才工藝精湛，透過純熟優良的製

香技術，再結合傳統概念與現代科技，迅速在亞太地區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推進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的品牌認證。 MAT-0116 是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核心專利技術，其為一種高效的造香真菌，

是提高沉香產量最為有效的植菌技術。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為了強化結香的質量，正研發最新技術，稱號為 RGT361。



我們相信，區塊鏈技術的價值互聯網將作為生產關系的一部分，對社會

生產 力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從宏觀意義上講，區塊鏈技術會對人類社會

產生重大 變革。

1.1 區塊鏈給人類現在帶來什麽?

在 2008 年，一個署名為中本聰的人或組織發了一個小小的白皮書，《一

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根據白皮書的推算，比特幣將發行 2100 萬

枚。 最初的比特幣並不值錢，但是隨著挖礦的人不斷增加，認可比特幣

的人不斷增加，比特幣可以在現實世界消費。後來大家發現這種形式很

新穎，於是比特幣交易不斷增加，有的國際也認可了比特幣作為法定貨

幣，價格也飛上了天，現在一枚比特幣的已經突破 5 萬美元，從這個角

度看，比特幣無疑是一 種成功。亞當·斯密提出「無形的手」的概念，

其實就是一種供需關系。

比特幣有三大特點:有限性，無阻隔轉移性，不可復製性。比特幣的供方

只提供了 2100 萬枚，可以跨越任何國家、組織無阻隔地轉移，而且不可

復製，比特幣轉給其他人，就沒了，相反一樣。當對比特幣的需求越來

越多，價格自然就上來了。

思考一個問題，人類最底層的協作工具是什麽?是語言嗎? 並不是，其實

是 貨幣。那什麽是貨幣呢?貨幣是一種不斷定向發展、衍化、更替的工具

，人類使用它就是為了提升效率。如果沒有貨幣，就變成了物物交換，

物物交換就必須有兩個偶然的相互需求才能完成，這樣效率將大大降低

。人類使用的貨幣也是不斷在變化，從貝殼、石頭到黃金、白銀再到現

在的各國以國家信用為背書發行的信用貨幣。過去，黃金白銀是全球通

用的貨幣，但是自從美元與黃金脫鉤，黃金的地位被美元取代，但是美

元是全球通用的貨幣嗎？顯然不是，那人民幣是嗎？顯然也不是。某種

意義上，現在的這種割裂狀態是 一種倒退。

說到價值，在教科書上學到的是勞動產生價值，進而得出等價交換理論

。但這價值論完全正確嗎?什麽是價值？實際上，人類始終在客觀價值論

與主觀價值論之間搖擺，如今，單純強調客觀價值論有些不合適。更傾

向於認為「交換產生價值」，大家之間的交換之所以能達成是因為覺得

自己手裏的東西比其他人手裏的東西更有價值，而恰恰相反，交換讓雙

方的價值感都提升了， 因此其實是「交換產生價值」。

可見，區塊鏈技術的誕生改變了很多一貫的認知和思想，給未來社會的

發展 帶來了諸多可能，或將帶來一次巨大的商業變革。

1.2 區塊鏈解決什麽問題?

區塊鏈是為了解決信任問題而生的。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地

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地

；而目前來看，區塊鏈技術的核心價值體現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人類對於信任問題的探索由來已久。從個體角度看，跟一個人首先是不

認識，大家互相不信任。為了取得信任，就必須要見面，要簽合同，要

蓋章，還要法律的保障和監管機構的認定，最後確認信任關系。商業世

界裏，要解決的不僅僅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更多是機構和機構之間的

信任，合作主體之間的信任。

舉例來說:比如在租賃行業，以往租賃公司需要自己墊付資金去買設備，

買回來不確定是否能租出去，資金成本極高；同時，租賃廠商去拿貨，

然後租給的是 c 端用戶，用戶可能用個半年或者一年才會把貨還回來，

這個裏面拿到了這個貨，才能產生正向的一個現金流，就對租賃廠商來

講，如果是向銀 行借的款，這個時候才有還款的能力。

這個中間其實任何一個環節只要出了問題，其實都會導致交易內容沒辦

法高效的完成下去。比如說個人用戶違約沒有歸還，或者說付不起租金

，只有有一個環節斷裂，就會有交易終止的風險。所以像這一類型場景

中間信任成本很高，所以就需要通過一個更高效的技術來解決，區塊鏈

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有了區塊鏈技術，可以將英特爾這樣的硬件設備

廠商跟租賃商+租戶+保險公司+銀行+投資機構，幾個主體放在一條鏈上

，租賃廠商真實的租賃訂單 就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信任載體，只要真實

的訂單發生，鏈條上的主體就能同時履約和記賬，小到一筆幾千塊的訂

單，都可以適用。

同樣的場景也還有很多，在跨境貿易這種場景裏面，對於買賣雙方來講

，中間涉及到不同種貨幣的兌換的清結算，以及物流、資金流和信息的

傳遞，都會涉及到各個主體之間的一個互相授信；

還有在供應鏈金融領域，上下遊企業之間，沒辦法看到相互的交易數據

，無法把控上下遊的風險，所以中小企業很難貸到款，而核心企業的的

信用沒辦法傳遞，在供應鏈金融的系統中，中小企業、核心企業、銀行

、擔保公司放在了一個聯盟裏，就能及時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

上面的幾個案例中，大家也都能發現，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

地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

地；

從一定程度上說，它能減少甚至取消對人的依賴。盡管在許多社會治理

過程中，規章製度、法律法理等相對完善，但是在實際操作過中，往往

產生各種 各樣的偏差。而這種偏差，往往都是由人產生的。

區塊鏈的作用，恰恰在於它是在一個不信任的環境之下提供一種信任機

製。換言之，區塊鏈就是盡可能地減少人為因素的影響。讓一個人所做

的事情由很多人來共同驗證，實現全過程透明。

技術的構想雖然很美好，但是實際落地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目前

區塊鏈在落地應用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山頭主義和數據孤島的問題。

每個主體都擁有自己的數據和資源，怎樣合理的共享和應用，是一個特

別考驗智慧的問題。就拿現在很多地方都在做的政務區塊鏈來舉例：

地方政府積極布局和發展區塊鏈產業，目的就是要打通政府、金融、企

業之間的數據，實現跨地區、跨部門、跨領域的數據引導，讓整個數據

就流動起來，進而推動經濟的發展速度，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但是數據的共享和互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數據的開放、共享互

通依舊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尤其是在現在，各方對於區塊鏈的價

值還沒有完全達成一致，在認知層面，也是一個需要努力構建達成一致

的過程。雖然現在區塊鏈的落地應用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區塊鏈的

價值已經在一些垂直領域得到凸顯，有理由相信，將來可以在各個場景

中，發揮「信任的機器」，該有的作用。

1.3 區塊鏈未來 價值遠景

關於組織，現代管理理論之父巴納德講到組織的續存有兩個必要條件：

共同的目標和合作的意願，但區塊鏈思想可能打破這一觀點，比如這裏

「共同的目標」就很存疑。

在區塊鏈行業裏，DAO 型組織就是在區塊鏈思想的影響下誕生的一種非

常具有創新性的組織形式。DAO 型組織即分布式自組織，這是一種沒有

中心管理者的自組織自激勵的組織模式，它解決了價值分配的問題。

計算機出現以來，人類經歷了三代計算思維模型。第一代是半導體時代

，由無線電波傳遞信息，並受到物理硬件上的束縛，一旦更新叠代就需

要更換設備;第二代是軟件時代，信息可以無限復製，零邊際成本，軟件

更新叠代只需要下載新版本就行；未來第三代，程序和數據統一不可分

，傳遞方式不再是復製，而是轉移，傳遞的東西也不僅僅是信息，而是

價值。

區塊鏈的出現是對現實世界的解耦，現在的「賬戶經濟」存在天然的壁

壘，比如京東和淘寶的賬戶是不能互通的。你在京東的賬戶登不上淘寶

，更不能在上面買賣東西。

協作範圍的大規模擴展導致現在社會的分工，小範圍的協作不會出現分

工， 因為分工之後養活不了自己。

區塊鏈或將信息互聯網引向價值互聯網

事實上，所有數據自從出現之後就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既定事實，中本聰

的一大創舉就是為數據引入了時序，也就是時間戳序列，通過區塊鏈網

絡將這些已經出現了的數據固定到了鏈上，並由分布式的各個節點共同

維護這一數據庫，沒有人可以否認或單方面篡改。

過去的信息互聯網是將信息進行了數字化，把所有的數據、信息搬到了

網上，把商店搬到了網上(電商)，但是價值還沒有被搬到網上。為什麽呢

？大家知道，信息的傳遞不需要交換，傳給其他人就傳給其他人了，不

需要給反饋什麽東西，但是價值的傳遞是一個交換過程，把一個東西賣

給別人，那就得付錢。這樣的話，買賣雙方就存在一個誰先給錢，誰先

給貨的問題，在線下，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但是線上就不行了，大

家誰也不認識誰，互不信任，為了解決這個根本性問題，催生了很多中

介性巨頭。

不過，智能合約的出現將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基於區塊鏈可信網絡的

智能合約可以自動執行，誰先誰後的問題迎刃而解。屆時，信息互聯網

時代將邁向價值網絡時代。SPC 項目將會通過自身的努力在區塊鏈領域

努力，改變現有的互聯網格局，為人類帶來一個具有前景的生態系統。

2.1 SPC 項目
SPC 項目簡介

SPC 由成立於 2018 年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亞洲資本策略獨立

組合基金）發起，是一家專註於為 Metaverse（元宇宙）及 agarwood

（沉香）生態系統所有用戶創建持久穩定性收益的管理協議。SPC的定

位是一個跨鏈資產聚合收益平臺，SPC將發展成為一個跨鏈資產聚合和

收益市場。SPC專註於開發創新的資產池，實現 2023 年以東南亞為中心

打造一家全球最具人氣和規模的線下元宇宙生態產業園，以在確保 LP 資

本盡可能安全的同時最大程度地提高回報。為此，我們旨在創建一個強

大的被動收入平臺，以滿足 Metaverse 行業的需求。通過 SPC 推出的

含收益資產,我們將進一步創建基於穩定收益的衍生產品,例如風險最優收

益指數和其他衍生產品。

2.2 亞洲資本策略基金
网址: www.asiacapitalstrategy.com

SPC 是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發起設立的，亞洲

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也是一家獲得領先國際金融中

心的開曼群島金管會認證許可，持有合法基金牌照的正規金融機構，致

力於推動創投基金的發展，專研企業債券發行的市場策略，倡導長期價

值投資理念。亞洲資本策略基金秉承價值與成長並重的核心大觀，除了

物色被低估的價值型企業，也同時招攬成長型企業，針對性套用自上而

下與自下而上這兩種思維模式，一方面從政策和行業趨勢出發，一方面

從估值模型出發，進行完善、全 面、通盤的投資考量。

基金成立證書 2.3 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查詢
SPC 基金公司检索地址

查詢 SPC 基金公司真實性可以到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域名:

https://www.cima.ky/search-entities-cima

>輸入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

>按 submit 鍵

2.4 實體行業投資上市案例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由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成功推向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 一家擁有王室背景的現代化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自 2008 年成立至今已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良好的業務網絡。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主營沉香與珠寶等相關業務，致力於打造

綜合性產業鏈，旨在成為全球唯一一家完美結合高端沉香與珠寶生產研

發銷售的國際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

資本市場，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已在美國納斯達克創業板掛牌

上市（股票代碼：URYL），當前的市值已超過 6 億美元，漲勢淩厲，一

支獨秀，是引領新興市場最具爆發力的金股。

2.5 沉香

工程迄今已累積超過 2300 萬棵樹合作項目的經驗，並擁有自主支援的獨

家植菌技術及沉香菌液，其活性實現了高效、穩定、優質的生產。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憑借優異的沉香植菌技術傲視全亞洲

，而通過該技術誘導的結香效果更是冠絕同行，被譽為全東南亞最出色

的沉香植菌品牌之一。

沉香技術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旗下專才工藝精湛，透過純熟優良的製

香技術，再結合傳統概念與現代科技，迅速在亞太地區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推進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的品牌認證。 MAT-0116 是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核心專利技術，其為一種高效的造香真菌，

是提高沉香產量最為有效的植菌技術。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為了強化結香的質量，正研發最新技術，稱號為 RGT361。



我們相信，區塊鏈技術的價值互聯網將作為生產關系的一部分，對社會

生產 力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從宏觀意義上講，區塊鏈技術會對人類社會

產生重大 變革。

1.1 區塊鏈給人類現在帶來什麽?

在 2008 年，一個署名為中本聰的人或組織發了一個小小的白皮書，《一

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根據白皮書的推算，比特幣將發行 2100 萬

枚。 最初的比特幣並不值錢，但是隨著挖礦的人不斷增加，認可比特幣

的人不斷增加，比特幣可以在現實世界消費。後來大家發現這種形式很

新穎，於是比特幣交易不斷增加，有的國際也認可了比特幣作為法定貨

幣，價格也飛上了天，現在一枚比特幣的已經突破 5 萬美元，從這個角

度看，比特幣無疑是一 種成功。亞當·斯密提出「無形的手」的概念，

其實就是一種供需關系。

比特幣有三大特點:有限性，無阻隔轉移性，不可復製性。比特幣的供方

只提供了 2100 萬枚，可以跨越任何國家、組織無阻隔地轉移，而且不可

復製，比特幣轉給其他人，就沒了，相反一樣。當對比特幣的需求越來

越多，價格自然就上來了。

思考一個問題，人類最底層的協作工具是什麽?是語言嗎? 並不是，其實

是 貨幣。那什麽是貨幣呢?貨幣是一種不斷定向發展、衍化、更替的工具

，人類使用它就是為了提升效率。如果沒有貨幣，就變成了物物交換，

物物交換就必須有兩個偶然的相互需求才能完成，這樣效率將大大降低

。人類使用的貨幣也是不斷在變化，從貝殼、石頭到黃金、白銀再到現

在的各國以國家信用為背書發行的信用貨幣。過去，黃金白銀是全球通

用的貨幣，但是自從美元與黃金脫鉤，黃金的地位被美元取代，但是美

元是全球通用的貨幣嗎？顯然不是，那人民幣是嗎？顯然也不是。某種

意義上，現在的這種割裂狀態是 一種倒退。

說到價值，在教科書上學到的是勞動產生價值，進而得出等價交換理論

。但這價值論完全正確嗎?什麽是價值？實際上，人類始終在客觀價值論

與主觀價值論之間搖擺，如今，單純強調客觀價值論有些不合適。更傾

向於認為「交換產生價值」，大家之間的交換之所以能達成是因為覺得

自己手裏的東西比其他人手裏的東西更有價值，而恰恰相反，交換讓雙

方的價值感都提升了， 因此其實是「交換產生價值」。

可見，區塊鏈技術的誕生改變了很多一貫的認知和思想，給未來社會的

發展 帶來了諸多可能，或將帶來一次巨大的商業變革。

1.2 區塊鏈解決什麽問題?

區塊鏈是為了解決信任問題而生的。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地

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地

；而目前來看，區塊鏈技術的核心價值體現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人類對於信任問題的探索由來已久。從個體角度看，跟一個人首先是不

認識，大家互相不信任。為了取得信任，就必須要見面，要簽合同，要

蓋章，還要法律的保障和監管機構的認定，最後確認信任關系。商業世

界裏，要解決的不僅僅是人和人之間的信任，更多是機構和機構之間的

信任，合作主體之間的信任。

舉例來說:比如在租賃行業，以往租賃公司需要自己墊付資金去買設備，

買回來不確定是否能租出去，資金成本極高；同時，租賃廠商去拿貨，

然後租給的是 c 端用戶，用戶可能用個半年或者一年才會把貨還回來，

這個裏面拿到了這個貨，才能產生正向的一個現金流，就對租賃廠商來

講，如果是向銀 行借的款，這個時候才有還款的能力。

這個中間其實任何一個環節只要出了問題，其實都會導致交易內容沒辦

法高效的完成下去。比如說個人用戶違約沒有歸還，或者說付不起租金

，只有有一個環節斷裂，就會有交易終止的風險。所以像這一類型場景

中間信任成本很高，所以就需要通過一個更高效的技術來解決，區塊鏈

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有了區塊鏈技術，可以將英特爾這樣的硬件設備

廠商跟租賃商+租戶+保險公司+銀行+投資機構，幾個主體放在一條鏈上

，租賃廠商真實的租賃訂單 就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信任載體，只要真實

的訂單發生，鏈條上的主體就能同時履約和記賬，小到一筆幾千塊的訂

單，都可以適用。

同樣的場景也還有很多，在跨境貿易這種場景裏面，對於買賣雙方來講

，中間涉及到不同種貨幣的兌換的清結算，以及物流、資金流和信息的

傳遞，都會涉及到各個主體之間的一個互相授信；

還有在供應鏈金融領域，上下遊企業之間，沒辦法看到相互的交易數據

，無法把控上下遊的風險，所以中小企業很難貸到款，而核心企業的的

信用沒辦法傳遞，在供應鏈金融的系統中，中小企業、核心企業、銀行

、擔保公司放在了一個聯盟裏，就能及時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

上面的幾個案例中，大家也都能發現，信任缺失的地方，流程特別長的

地方，參與的主體需要多方互信的地方，都是區塊鏈技術的可能用武之

地；

從一定程度上說，它能減少甚至取消對人的依賴。盡管在許多社會治理

過程中，規章製度、法律法理等相對完善，但是在實際操作過中，往往

產生各種 各樣的偏差。而這種偏差，往往都是由人產生的。

區塊鏈的作用，恰恰在於它是在一個不信任的環境之下提供一種信任機

製。換言之，區塊鏈就是盡可能地減少人為因素的影響。讓一個人所做

的事情由很多人來共同驗證，實現全過程透明。

技術的構想雖然很美好，但是實際落地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目前

區塊鏈在落地應用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山頭主義和數據孤島的問題。

每個主體都擁有自己的數據和資源，怎樣合理的共享和應用，是一個特

別考驗智慧的問題。就拿現在很多地方都在做的政務區塊鏈來舉例：

地方政府積極布局和發展區塊鏈產業，目的就是要打通政府、金融、企

業之間的數據，實現跨地區、跨部門、跨領域的數據引導，讓整個數據

就流動起來，進而推動經濟的發展速度，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但是數據的共享和互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數據的開放、共享互

通依舊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尤其是在現在，各方對於區塊鏈的價

值還沒有完全達成一致，在認知層面，也是一個需要努力構建達成一致

的過程。雖然現在區塊鏈的落地應用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區塊鏈的

價值已經在一些垂直領域得到凸顯，有理由相信，將來可以在各個場景

中，發揮「信任的機器」，該有的作用。

1.3 區塊鏈未來 價值遠景

關於組織，現代管理理論之父巴納德講到組織的續存有兩個必要條件：

共同的目標和合作的意願，但區塊鏈思想可能打破這一觀點，比如這裏

「共同的目標」就很存疑。

在區塊鏈行業裏，DAO 型組織就是在區塊鏈思想的影響下誕生的一種非

常具有創新性的組織形式。DAO 型組織即分布式自組織，這是一種沒有

中心管理者的自組織自激勵的組織模式，它解決了價值分配的問題。

計算機出現以來，人類經歷了三代計算思維模型。第一代是半導體時代

，由無線電波傳遞信息，並受到物理硬件上的束縛，一旦更新叠代就需

要更換設備;第二代是軟件時代，信息可以無限復製，零邊際成本，軟件

更新叠代只需要下載新版本就行；未來第三代，程序和數據統一不可分

，傳遞方式不再是復製，而是轉移，傳遞的東西也不僅僅是信息，而是

價值。

區塊鏈的出現是對現實世界的解耦，現在的「賬戶經濟」存在天然的壁

壘，比如京東和淘寶的賬戶是不能互通的。你在京東的賬戶登不上淘寶

，更不能在上面買賣東西。

協作範圍的大規模擴展導致現在社會的分工，小範圍的協作不會出現分

工， 因為分工之後養活不了自己。

區塊鏈或將信息互聯網引向價值互聯網

事實上，所有數據自從出現之後就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既定事實，中本聰

的一大創舉就是為數據引入了時序，也就是時間戳序列，通過區塊鏈網

絡將這些已經出現了的數據固定到了鏈上，並由分布式的各個節點共同

維護這一數據庫，沒有人可以否認或單方面篡改。

過去的信息互聯網是將信息進行了數字化，把所有的數據、信息搬到了

網上，把商店搬到了網上(電商)，但是價值還沒有被搬到網上。為什麽呢

？大家知道，信息的傳遞不需要交換，傳給其他人就傳給其他人了，不

需要給反饋什麽東西，但是價值的傳遞是一個交換過程，把一個東西賣

給別人，那就得付錢。這樣的話，買賣雙方就存在一個誰先給錢，誰先

給貨的問題，在線下，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但是線上就不行了，大

家誰也不認識誰，互不信任，為了解決這個根本性問題，催生了很多中

介性巨頭。

不過，智能合約的出現將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基於區塊鏈可信網絡的

智能合約可以自動執行，誰先誰後的問題迎刃而解。屆時，信息互聯網

時代將邁向價值網絡時代。SPC 項目將會通過自身的努力在區塊鏈領域

努力，改變現有的互聯網格局，為人類帶來一個具有前景的生態系統。

2.1 SPC 項目
SPC 項目簡介

SPC 由成立於 2018 年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亞洲資本策略獨立

組合基金）發起，是一家專註於為 Metaverse（元宇宙）及 agarwood

（沉香）生態系統所有用戶創建持久穩定性收益的管理協議。SPC的定

位是一個跨鏈資產聚合收益平臺，SPC將發展成為一個跨鏈資產聚合和

收益市場。SPC專註於開發創新的資產池，實現 2023 年以東南亞為中心

打造一家全球最具人氣和規模的線下元宇宙生態產業園，以在確保 LP 資

本盡可能安全的同時最大程度地提高回報。為此，我們旨在創建一個強

大的被動收入平臺，以滿足 Metaverse 行業的需求。通過 SPC 推出的

含收益資產,我們將進一步創建基於穩定收益的衍生產品,例如風險最優收

益指數和其他衍生產品。

2.2 亞洲資本策略基金
网址: www.asiacapitalstrategy.com

SPC 是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發起設立的，亞洲

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也是一家獲得領先國際金融中

心的開曼群島金管會認證許可，持有合法基金牌照的正規金融機構，致

力於推動創投基金的發展，專研企業債券發行的市場策略，倡導長期價

值投資理念。亞洲資本策略基金秉承價值與成長並重的核心大觀，除了

物色被低估的價值型企業，也同時招攬成長型企業，針對性套用自上而

下與自下而上這兩種思維模式，一方面從政策和行業趨勢出發，一方面

從估值模型出發，進行完善、全 面、通盤的投資考量。

基金成立證書 2.3 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查詢
SPC 基金公司检索地址

查詢 SPC 基金公司真實性可以到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官網域名:

https://www.cima.ky/search-entities-cima

>輸入 asia-capital strategy SPC

>按 submit 鍵

2.4 實體行業投資上市案例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由亞洲資本策略基金（Asia Capital 

Strategy）成功推向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是 一家擁有王室背景的現代化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自 2008 年成立至今已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良好的業務網絡。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主營沉香與珠寶等相關業務，致力於打造

綜合性產業鏈，旨在成為全球唯一一家完美結合高端沉香與珠寶生產研

發銷售的國際企業。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

資本市場，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已在美國納斯達克創業板掛牌

上市（股票代碼：URYL），當前的市值已超過 6 億美元，漲勢淩厲，一

支獨秀，是引領新興市場最具爆發力的金股。

2.5 沉香

工程迄今已累積超過 2300 萬棵樹合作項目的經驗，並擁有自主支援的獨

家植菌技術及沉香菌液，其活性實現了高效、穩定、優質的生產。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憑借優異的沉香植菌技術傲視全亞洲

，而通過該技術誘導的結香效果更是冠絕同行，被譽為全東南亞最出色

的沉香植菌品牌之一。

沉香技術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旗下專才工藝精湛，透過純熟優良的製

香技術，再結合傳統概念與現代科技，迅速在亞太地區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推進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的品牌認證。 MAT-0116 是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核心專利技術，其為一種高效的造香真菌，

是提高沉香產量最為有效的植菌技術。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為了強化結香的質量，正研發最新技術，稱號為 RGT361。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看準南洋市場的無限商機，大力拓寬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發展空間，在提高民眾對南洋沈香

的認知之際，也得以進一步擴大農業生產及創造就業機會，促進農村的

活性增值機遇。 

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正積極並購更多的土地作為研發與

開發用途，並與本土種植者組建多家合資公司，開辟占地 100 英畝的沉

香研發種植園區，通過合營方式，獲得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提

供植菌及提煉沉香油的專業技術，以提高產量及收入。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目前培育超過 213.78 萬棵成樹，擁有面積已超過 10.125 

萬畝的種植基地，正邁向實現栽種 30 億棵樹的宏遠。

2.6 沉香區塊鏈技術

SPC 的沉香生態，是第一個將現代沉香實體與區塊鏈完美結合的區塊鏈

項目，縱觀目前現有的沉香市場中，多數都是以收藏類藝術品以及木製

品，線香等，而完整的沉香產業鏈應該包含了現代沉香技術，這樣才能

讓沉香的作用發揚光大，普及到全民都能享受上天賜給我們的瑰寶。

SPC沉香生態技術作為沉香業界第一鏈，有責任豐富並完善整個沉香市

場的建置。從種植，結香，提煉，到製作產品，沉香生態鏈嚴格把控溯

源，防偽，品質，研發的管控。通過沉香生態鏈的把關，讓投資者能得

到放心無憂，天然無害，打造一個最真的沉香平臺。

實現沉香樹的鏈上交易和鏈下交易等區塊鏈生態系統

鏈上交易記錄在區塊鏈公共賬簿上，其區塊鏈網絡上的所有參與者都可

看到。鏈 上交易有可信任、去中心化、完全透明的特點。

鏈下交易是行為者之間協議，不會反映在區塊鏈上。鏈下交易往往更便

宜、更快捷、更私密。

在當下的供應鏈金融體系中，一個特定商品的供應鏈包括了從原材料采

購到製成中間品以及最終產品，最後通過銷售網絡將商品送到消費者手

中。供應商、製造商、分銷商、零售商和最末端的用戶被串聯成了一個

整體。

遠程虛擬種值，沉香其他的衍生產品

可在沉香生態中可使用虛擬資產購買沉香生長、結香工具、人工工時等

實體商品或服務。運用區塊鏈技術具備公開可查的特點，極大的減少了

人工的介入，將目前需要紙質作業的各種流程都進行程序化和數字化。

在區塊鏈的系統中，所有的參與者都 能夠使用一個去中心化的賬本來分

享文件，通過智能合約，款項可以到達預定的 時間和結果時自動進行支

付，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工操作的失誤。

未來價值

SPC 準備在未來 5-10 年中，在區塊鏈領域爭取到彎道超車的機會，成為

新一代 全球性技術的標準製定者！而在這一領域不斷創新、研發的企業

，同樣可以借著這股東風，實現自身的目標和價值。SPC 沉香技術實現

了沉香的區塊鏈落地應用，能夠快速、精準地優化產品，以適應不斷發

展變化的市場，對於整個領域而言，其意義更像一個領路人，形成自己

競爭優勢的同時，還能夠對區塊鏈的整個生態 進行完善和優化，將線上

、線下消費應用場景打造了淋離盡致，打造一個沉香全產業生態鏈!

2.7 元宇宙

加密世界正在改變世界各地的人們創造價值的方式。東南亞的玩家們通

過「GAMEFI」的區塊鏈遊戲謀生。藝術家也有了全新的賺錢的方式，

GAMEFI 的世界也正在舉辦一場虛擬派對。簡單地說，元宇宙是一個一

切皆有可能的 數字世界。

Facebook 這樣的公司也希望參與其中。這家社交媒體巨頭正向其名為

「XR 項目和研究基金」的元宇宙項目投入 5000 萬美元

馬克·紮克伯格的社交網絡也宣布，推出了自身的穩定幣 Diem、Novi 

數字錢包，以及密切相關的NFT，到目前為止，Facebook 是這個領域

最大的企業。很多專家認為，元宇宙不僅僅會影響我們的工作和日常生

活，而是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元宇宙就像一個數字化的

國家，是一個全新的文明。」

元宇宙這種代名詞就像一個數字化的國家，甚至是一個全新的文明。元

宇宙 可能會發展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實體，其產生的價值可能是當前世界

經濟價值 的 10 倍。下面我們來盤點一下元宇宙在未來可能會改變生活的 

11 種方式：

用戶不會在發生糗事的時候被意外拍到

在疫情期間，有一名記者在采訪時沒有穿褲子而被攝像機意外的拍到。

但是，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裏，你可以創造一個「全副武裝」的化身，降

低這樣的事 故發生的概率。

比如：Facebook 基於元宇宙技術創建的 Horizon Workrooms 是一個專

為遠程辦公人員的虛擬會議空間，是虛擬現實(元宇宙)和混合現實(MR)

超越物理空間的一個例子。它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沈浸式的數字環境，讓

人們的化身可以相互交流，增強人們想要真正使用的功能，並最終將公

司的租金減少到零。我們已經看到了疫情期間相關領域的改變，許多已

經建立了數字基礎設施的公司在員工在家辦公的情況下也獲得了更好的

利潤。

「家庭教育」可能 有一個全新的含義

疫情期間的另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教育。由於世界各地的學校在封鎖期

關閉 了大門，甚至為了減少感染疫情蔓延的風險，讓學生在家學習。 這

迫使學校和整個教育界提出了新的溝通、協作和評估的方法。保持生產

效 率所需的工具數量激增。就像元宇宙中的工作場所具有的沈浸感一樣

，教室也可以被改造。它可能具有更多的社會互動，消除在視頻通話中

看到的陰郁的面孔，學習的過程甚至 可以遊戲化。

正如DeFi將擾亂當前國際貨幣平衡一樣，韓國高級科學技術研究所

(KAIST) 的李光耀認為，擁有最好的數字基礎設施和精通互聯網的人力資

源的大學將 成為新一流的大學。

像 Roblox 和 Minecraft 這樣的遊戲已經讓用戶花費了數百個小時來設計

元素，為自己創造一個適合自己玩的世界。與此同時，手機上的休閑遊

戲已經變得更加主流，像 Ludo 這樣的遊戲填滿了碎片化的時間。用戶

要花幾個小時在手機上玩糖果傳奇、絕地求生和部族戰爭。雖然他們在

遊戲中賺到了某種通證，但他們通常不能被兌換成法定貨幣，也不能在

遊戲之外消費。「GAMEFI」的概念旨在改變這種狀況。玩家已經從 

Axie Infinity 這樣的平臺上獲得了收益，他們利用自己的獎勵來補充他們

的 收入。

GAMEFI 這樣建立在區塊鏈之上的項目，允許用戶創建自己的 NFT，並

把它們出售給其他的用戶。由於這些交易是使用以太坊完成的，利潤可

以被交換為在現實世界中使用的法定貨幣。

網上購物

網上購物已經相當方便了，像亞馬遜和 Flipkart 這樣的品牌提供了快速

送貨和多種品牌可供選擇。然而，仍然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精確

的尺寸、退款過程中的小故障、以及某一特定物品在現實生活中的樣子 

，尤其是在買衣服的時候。如今，印度一家銷售眼鏡的電子商務公司 

Lenskart 已經采取了虛擬試穿的措施，使用攝像機顯示不同的眼鏡架在

你臉上的樣子。然而進一步來看，你不僅僅是為自己而買東西，虛擬時

尚和虛擬形象皮膚的新概念將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可能只存在於網上的

時裝公司和品牌。隨著人們工作時間的改變，虛擬環境中的試穿可能變

得更加重要，你的虛擬形象在元宇宙中可能會為你挑選正確的領帶。

旅行和旅遊

去年旅行受到了限製，古希臘和埃及元宇宙旅遊變得很受歡迎。開發者

計劃讓遊客沈浸其中，並重現了美國內戰等事件。你可以跨越國境而不

必離開自己的家，還可以讓時間倒退。

還有一些旅遊元宇宙的 App 計劃使用 MR 技術，指導司機、提供景點相

關的更多的信息、將旅遊攻略聚集在一起，以獲得更加愉悅的體驗。比

如說，參觀博物館的人可以自動的收到更多關於他們所看到的展品的背

景和信息。此外，由於辦公室使用剛剛在上方提到的元宇宙進行協作，

就不需要長途跋涉，從而節省了預算和燃料。對於想在國際大學學習的

學生來說，費用將隨著住宿和旅行需求的降低而大幅降低。

線上聚會和音樂會

很多的 DAPP 都推出了一系列新功能，允許用戶在疫情期間進行更多的

視頻互動，這只是少數幾款 DAPP 試圖改變人們在家裏的聚會方式的一

部分。在很多方面來看，這比在現實生活中參加聚會要容易得多。然而

，它確實缺 乏真實生活派對的「外觀和感受」。

元宇宙正在尋找彌合這一鴻溝的方法。像 Sandbox 這樣的項目，建立在

以太坊區塊鏈上，允許用戶購買土地，建造房產，並主辦他們想要的任

何事件。說唱歌手 SnoopDogg 甚至在重建了自己的豪宅，並向用戶提

供貴賓票，讓他們參加他的音樂會。元宇宙中的土地已經以數百萬美元

的價格出售。

擁有在線數字財產

在現實生活中，藝術品和土地一直吸引著投資者。那麽聽到房地產在網

絡中的虛擬土地上建立的消息，你會感到驚訝嗎？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涉

足元宇宙，至少有一些人已經理解了元宇宙中「土地」的價值。土地作

為 NFT 具有一定 的價值，投資者在一些 DAPP 項目中進行了下註。

在元宇宙中冒險

除非是詹姆斯·邦德，現實生活是不夠刺激的。不然你怎麽解釋有些人

會無止境地追求刺激，遊覽一些主題公園、參加跳傘等冒險的活動。隨

著元宇宙技術的進步，即使我們這些不是億萬富翁的人也可以體驗一樣

刺激的活動。例如，十個相距遙遠的朋友可以去參與皮劃艇、賽車、爬

山、跳傘、坐過山車等活動，甚至去太空旅行。有些遊戲玩家已經嘗到

了它能夠有趣。一個完全虛擬的世界可以對現實世界進行復刻，並且擁

有社會的功能和規模經濟。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看準南洋市場的無限商機，大力拓寬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發展空間，在提高民眾對南洋沈香

的認知之際，也得以進一步擴大農業生產及創造就業機會，促進農村的

活性增值機遇。 

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正積極並購更多的土地作為研發與

開發用途，並與本土種植者組建多家合資公司，開辟占地 100 英畝的沉

香研發種植園區，通過合營方式，獲得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提

供植菌及提煉沉香油的專業技術，以提高產量及收入。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目前培育超過 213.78 萬棵成樹，擁有面積已超過 10.125 

萬畝的種植基地，正邁向實現栽種 30 億棵樹的宏遠。

2.6 沉香區塊鏈技術

SPC 的沉香生態，是第一個將現代沉香實體與區塊鏈完美結合的區塊鏈

項目，縱觀目前現有的沉香市場中，多數都是以收藏類藝術品以及木製

品，線香等，而完整的沉香產業鏈應該包含了現代沉香技術，這樣才能

讓沉香的作用發揚光大，普及到全民都能享受上天賜給我們的瑰寶。

SPC沉香生態技術作為沉香業界第一鏈，有責任豐富並完善整個沉香市

場的建置。從種植，結香，提煉，到製作產品，沉香生態鏈嚴格把控溯

源，防偽，品質，研發的管控。通過沉香生態鏈的把關，讓投資者能得

到放心無憂，天然無害，打造一個最真的沉香平臺。

實現沉香樹的鏈上交易和鏈下交易等區塊鏈生態系統

鏈上交易記錄在區塊鏈公共賬簿上，其區塊鏈網絡上的所有參與者都可

看到。鏈 上交易有可信任、去中心化、完全透明的特點。

鏈下交易是行為者之間協議，不會反映在區塊鏈上。鏈下交易往往更便

宜、更快捷、更私密。

在當下的供應鏈金融體系中，一個特定商品的供應鏈包括了從原材料采

購到製成中間品以及最終產品，最後通過銷售網絡將商品送到消費者手

中。供應商、製造商、分銷商、零售商和最末端的用戶被串聯成了一個

整體。

遠程虛擬種值，沉香其他的衍生產品

可在沉香生態中可使用虛擬資產購買沉香生長、結香工具、人工工時等

實體商品或服務。運用區塊鏈技術具備公開可查的特點，極大的減少了

人工的介入，將目前需要紙質作業的各種流程都進行程序化和數字化。

在區塊鏈的系統中，所有的參與者都 能夠使用一個去中心化的賬本來分

享文件，通過智能合約，款項可以到達預定的 時間和結果時自動進行支

付，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工操作的失誤。

未來價值

SPC 準備在未來 5-10 年中，在區塊鏈領域爭取到彎道超車的機會，成為

新一代 全球性技術的標準製定者！而在這一領域不斷創新、研發的企業

，同樣可以借著這股東風，實現自身的目標和價值。SPC 沉香技術實現

了沉香的區塊鏈落地應用，能夠快速、精準地優化產品，以適應不斷發

展變化的市場，對於整個領域而言，其意義更像一個領路人，形成自己

競爭優勢的同時，還能夠對區塊鏈的整個生態 進行完善和優化，將線上

、線下消費應用場景打造了淋離盡致，打造一個沉香全產業生態鏈!

2.7 元宇宙

加密世界正在改變世界各地的人們創造價值的方式。東南亞的玩家們通

過「GAMEFI」的區塊鏈遊戲謀生。藝術家也有了全新的賺錢的方式，

GAMEFI 的世界也正在舉辦一場虛擬派對。簡單地說，元宇宙是一個一

切皆有可能的 數字世界。

Facebook 這樣的公司也希望參與其中。這家社交媒體巨頭正向其名為

「XR 項目和研究基金」的元宇宙項目投入 5000 萬美元

馬克·紮克伯格的社交網絡也宣布，推出了自身的穩定幣 Diem、Novi 

數字錢包，以及密切相關的NFT，到目前為止，Facebook 是這個領域

最大的企業。很多專家認為，元宇宙不僅僅會影響我們的工作和日常生

活，而是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元宇宙就像一個數字化的

國家，是一個全新的文明。」

元宇宙這種代名詞就像一個數字化的國家，甚至是一個全新的文明。元

宇宙 可能會發展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實體，其產生的價值可能是當前世界

經濟價值 的 10 倍。下面我們來盤點一下元宇宙在未來可能會改變生活的 

11 種方式：

用戶不會在發生糗事的時候被意外拍到

在疫情期間，有一名記者在采訪時沒有穿褲子而被攝像機意外的拍到。

但是，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裏，你可以創造一個「全副武裝」的化身，降

低這樣的事 故發生的概率。

比如：Facebook 基於元宇宙技術創建的 Horizon Workrooms 是一個專

為遠程辦公人員的虛擬會議空間，是虛擬現實(元宇宙)和混合現實(MR)

超越物理空間的一個例子。它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沈浸式的數字環境，讓

人們的化身可以相互交流，增強人們想要真正使用的功能，並最終將公

司的租金減少到零。我們已經看到了疫情期間相關領域的改變，許多已

經建立了數字基礎設施的公司在員工在家辦公的情況下也獲得了更好的

利潤。

「家庭教育」可能 有一個全新的含義

疫情期間的另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教育。由於世界各地的學校在封鎖期

關閉 了大門，甚至為了減少感染疫情蔓延的風險，讓學生在家學習。 這

迫使學校和整個教育界提出了新的溝通、協作和評估的方法。保持生產

效 率所需的工具數量激增。就像元宇宙中的工作場所具有的沈浸感一樣

，教室也可以被改造。它可能具有更多的社會互動，消除在視頻通話中

看到的陰郁的面孔，學習的過程甚至 可以遊戲化。

正如DeFi將擾亂當前國際貨幣平衡一樣，韓國高級科學技術研究所

(KAIST) 的李光耀認為，擁有最好的數字基礎設施和精通互聯網的人力資

源的大學將 成為新一流的大學。

像 Roblox 和 Minecraft 這樣的遊戲已經讓用戶花費了數百個小時來設計

元素，為自己創造一個適合自己玩的世界。與此同時，手機上的休閑遊

戲已經變得更加主流，像 Ludo 這樣的遊戲填滿了碎片化的時間。用戶

要花幾個小時在手機上玩糖果傳奇、絕地求生和部族戰爭。雖然他們在

遊戲中賺到了某種通證，但他們通常不能被兌換成法定貨幣，也不能在

遊戲之外消費。「GAMEFI」的概念旨在改變這種狀況。玩家已經從 

Axie Infinity 這樣的平臺上獲得了收益，他們利用自己的獎勵來補充他們

的 收入。

GAMEFI 這樣建立在區塊鏈之上的項目，允許用戶創建自己的 NFT，並

把它們出售給其他的用戶。由於這些交易是使用以太坊完成的，利潤可

以被交換為在現實世界中使用的法定貨幣。

網上購物

網上購物已經相當方便了，像亞馬遜和 Flipkart 這樣的品牌提供了快速

送貨和多種品牌可供選擇。然而，仍然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精確

的尺寸、退款過程中的小故障、以及某一特定物品在現實生活中的樣子 

，尤其是在買衣服的時候。如今，印度一家銷售眼鏡的電子商務公司 

Lenskart 已經采取了虛擬試穿的措施，使用攝像機顯示不同的眼鏡架在

你臉上的樣子。然而進一步來看，你不僅僅是為自己而買東西，虛擬時

尚和虛擬形象皮膚的新概念將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可能只存在於網上的

時裝公司和品牌。隨著人們工作時間的改變，虛擬環境中的試穿可能變

得更加重要，你的虛擬形象在元宇宙中可能會為你挑選正確的領帶。

旅行和旅遊

去年旅行受到了限製，古希臘和埃及元宇宙旅遊變得很受歡迎。開發者

計劃讓遊客沈浸其中，並重現了美國內戰等事件。你可以跨越國境而不

必離開自己的家，還可以讓時間倒退。

還有一些旅遊元宇宙的 App 計劃使用 MR 技術，指導司機、提供景點相

關的更多的信息、將旅遊攻略聚集在一起，以獲得更加愉悅的體驗。比

如說，參觀博物館的人可以自動的收到更多關於他們所看到的展品的背

景和信息。此外，由於辦公室使用剛剛在上方提到的元宇宙進行協作，

就不需要長途跋涉，從而節省了預算和燃料。對於想在國際大學學習的

學生來說，費用將隨著住宿和旅行需求的降低而大幅降低。

線上聚會和音樂會

很多的 DAPP 都推出了一系列新功能，允許用戶在疫情期間進行更多的

視頻互動，這只是少數幾款 DAPP 試圖改變人們在家裏的聚會方式的一

部分。在很多方面來看，這比在現實生活中參加聚會要容易得多。然而

，它確實缺 乏真實生活派對的「外觀和感受」。

元宇宙正在尋找彌合這一鴻溝的方法。像 Sandbox 這樣的項目，建立在

以太坊區塊鏈上，允許用戶購買土地，建造房產，並主辦他們想要的任

何事件。說唱歌手 SnoopDogg 甚至在重建了自己的豪宅，並向用戶提

供貴賓票，讓他們參加他的音樂會。元宇宙中的土地已經以數百萬美元

的價格出售。

擁有在線數字財產

在現實生活中，藝術品和土地一直吸引著投資者。那麽聽到房地產在網

絡中的虛擬土地上建立的消息，你會感到驚訝嗎？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涉

足元宇宙，至少有一些人已經理解了元宇宙中「土地」的價值。土地作

為 NFT 具有一定 的價值，投資者在一些 DAPP 項目中進行了下註。

在元宇宙中冒險

除非是詹姆斯·邦德，現實生活是不夠刺激的。不然你怎麽解釋有些人

會無止境地追求刺激，遊覽一些主題公園、參加跳傘等冒險的活動。隨

著元宇宙技術的進步，即使我們這些不是億萬富翁的人也可以體驗一樣

刺激的活動。例如，十個相距遙遠的朋友可以去參與皮劃艇、賽車、爬

山、跳傘、坐過山車等活動，甚至去太空旅行。有些遊戲玩家已經嘗到

了它能夠有趣。一個完全虛擬的世界可以對現實世界進行復刻，並且擁

有社會的功能和規模經濟。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看準南洋市場的無限商機，大力拓寬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發展空間，在提高民眾對南洋沈香

的認知之際，也得以進一步擴大農業生產及創造就業機會，促進農村的

活性增值機遇。 

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正積極並購更多的土地作為研發與

開發用途，並與本土種植者組建多家合資公司，開辟占地 100 英畝的沉

香研發種植園區，通過合營方式，獲得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提

供植菌及提煉沉香油的專業技術，以提高產量及收入。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目前培育超過 213.78 萬棵成樹，擁有面積已超過 10.125 

萬畝的種植基地，正邁向實現栽種 30 億棵樹的宏遠。

2.6 沉香區塊鏈技術

SPC 的沉香生態，是第一個將現代沉香實體與區塊鏈完美結合的區塊鏈

項目，縱觀目前現有的沉香市場中，多數都是以收藏類藝術品以及木製

品，線香等，而完整的沉香產業鏈應該包含了現代沉香技術，這樣才能

讓沉香的作用發揚光大，普及到全民都能享受上天賜給我們的瑰寶。

SPC沉香生態技術作為沉香業界第一鏈，有責任豐富並完善整個沉香市

場的建置。從種植，結香，提煉，到製作產品，沉香生態鏈嚴格把控溯

源，防偽，品質，研發的管控。通過沉香生態鏈的把關，讓投資者能得

到放心無憂，天然無害，打造一個最真的沉香平臺。

實現沉香樹的鏈上交易和鏈下交易等區塊鏈生態系統

鏈上交易記錄在區塊鏈公共賬簿上，其區塊鏈網絡上的所有參與者都可

看到。鏈 上交易有可信任、去中心化、完全透明的特點。

鏈下交易是行為者之間協議，不會反映在區塊鏈上。鏈下交易往往更便

宜、更快捷、更私密。

在當下的供應鏈金融體系中，一個特定商品的供應鏈包括了從原材料采

購到製成中間品以及最終產品，最後通過銷售網絡將商品送到消費者手

中。供應商、製造商、分銷商、零售商和最末端的用戶被串聯成了一個

整體。

遠程虛擬種值，沉香其他的衍生產品

可在沉香生態中可使用虛擬資產購買沉香生長、結香工具、人工工時等

實體商品或服務。運用區塊鏈技術具備公開可查的特點，極大的減少了

人工的介入，將目前需要紙質作業的各種流程都進行程序化和數字化。

在區塊鏈的系統中，所有的參與者都 能夠使用一個去中心化的賬本來分

享文件，通過智能合約，款項可以到達預定的 時間和結果時自動進行支

付，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工操作的失誤。

未來價值

SPC 準備在未來 5-10 年中，在區塊鏈領域爭取到彎道超車的機會，成為

新一代 全球性技術的標準製定者！而在這一領域不斷創新、研發的企業

，同樣可以借著這股東風，實現自身的目標和價值。SPC 沉香技術實現

了沉香的區塊鏈落地應用，能夠快速、精準地優化產品，以適應不斷發

展變化的市場，對於整個領域而言，其意義更像一個領路人，形成自己

競爭優勢的同時，還能夠對區塊鏈的整個生態 進行完善和優化，將線上

、線下消費應用場景打造了淋離盡致，打造一個沉香全產業生態鏈!

2.7 元宇宙

加密世界正在改變世界各地的人們創造價值的方式。東南亞的玩家們通

過「GAMEFI」的區塊鏈遊戲謀生。藝術家也有了全新的賺錢的方式，

GAMEFI 的世界也正在舉辦一場虛擬派對。簡單地說，元宇宙是一個一

切皆有可能的 數字世界。

Facebook 這樣的公司也希望參與其中。這家社交媒體巨頭正向其名為

「XR 項目和研究基金」的元宇宙項目投入 5000 萬美元

馬克·紮克伯格的社交網絡也宣布，推出了自身的穩定幣 Diem、Novi 

數字錢包，以及密切相關的NFT，到目前為止，Facebook 是這個領域

最大的企業。很多專家認為，元宇宙不僅僅會影響我們的工作和日常生

活，而是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元宇宙就像一個數字化的

國家，是一個全新的文明。」

元宇宙這種代名詞就像一個數字化的國家，甚至是一個全新的文明。元

宇宙 可能會發展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實體，其產生的價值可能是當前世界

經濟價值 的 10 倍。下面我們來盤點一下元宇宙在未來可能會改變生活的 

11 種方式：

用戶不會在發生糗事的時候被意外拍到

在疫情期間，有一名記者在采訪時沒有穿褲子而被攝像機意外的拍到。

但是，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裏，你可以創造一個「全副武裝」的化身，降

低這樣的事 故發生的概率。

比如：Facebook 基於元宇宙技術創建的 Horizon Workrooms 是一個專

為遠程辦公人員的虛擬會議空間，是虛擬現實(元宇宙)和混合現實(MR)

超越物理空間的一個例子。它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沈浸式的數字環境，讓

人們的化身可以相互交流，增強人們想要真正使用的功能，並最終將公

司的租金減少到零。我們已經看到了疫情期間相關領域的改變，許多已

經建立了數字基礎設施的公司在員工在家辦公的情況下也獲得了更好的

利潤。

「家庭教育」可能 有一個全新的含義

疫情期間的另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教育。由於世界各地的學校在封鎖期

關閉 了大門，甚至為了減少感染疫情蔓延的風險，讓學生在家學習。 這

迫使學校和整個教育界提出了新的溝通、協作和評估的方法。保持生產

效 率所需的工具數量激增。就像元宇宙中的工作場所具有的沈浸感一樣

，教室也可以被改造。它可能具有更多的社會互動，消除在視頻通話中

看到的陰郁的面孔，學習的過程甚至 可以遊戲化。

正如DeFi將擾亂當前國際貨幣平衡一樣，韓國高級科學技術研究所

(KAIST) 的李光耀認為，擁有最好的數字基礎設施和精通互聯網的人力資

源的大學將 成為新一流的大學。

像 Roblox 和 Minecraft 這樣的遊戲已經讓用戶花費了數百個小時來設計

元素，為自己創造一個適合自己玩的世界。與此同時，手機上的休閑遊

戲已經變得更加主流，像 Ludo 這樣的遊戲填滿了碎片化的時間。用戶

要花幾個小時在手機上玩糖果傳奇、絕地求生和部族戰爭。雖然他們在

遊戲中賺到了某種通證，但他們通常不能被兌換成法定貨幣，也不能在

遊戲之外消費。「GAMEFI」的概念旨在改變這種狀況。玩家已經從 

Axie Infinity 這樣的平臺上獲得了收益，他們利用自己的獎勵來補充他們

的 收入。

GAMEFI 這樣建立在區塊鏈之上的項目，允許用戶創建自己的 NFT，並

把它們出售給其他的用戶。由於這些交易是使用以太坊完成的，利潤可

以被交換為在現實世界中使用的法定貨幣。

網上購物

網上購物已經相當方便了，像亞馬遜和 Flipkart 這樣的品牌提供了快速

送貨和多種品牌可供選擇。然而，仍然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精確

的尺寸、退款過程中的小故障、以及某一特定物品在現實生活中的樣子 

，尤其是在買衣服的時候。如今，印度一家銷售眼鏡的電子商務公司 

Lenskart 已經采取了虛擬試穿的措施，使用攝像機顯示不同的眼鏡架在

你臉上的樣子。然而進一步來看，你不僅僅是為自己而買東西，虛擬時

尚和虛擬形象皮膚的新概念將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可能只存在於網上的

時裝公司和品牌。隨著人們工作時間的改變，虛擬環境中的試穿可能變

得更加重要，你的虛擬形象在元宇宙中可能會為你挑選正確的領帶。

旅行和旅遊

去年旅行受到了限製，古希臘和埃及元宇宙旅遊變得很受歡迎。開發者

計劃讓遊客沈浸其中，並重現了美國內戰等事件。你可以跨越國境而不

必離開自己的家，還可以讓時間倒退。

還有一些旅遊元宇宙的 App 計劃使用 MR 技術，指導司機、提供景點相

關的更多的信息、將旅遊攻略聚集在一起，以獲得更加愉悅的體驗。比

如說，參觀博物館的人可以自動的收到更多關於他們所看到的展品的背

景和信息。此外，由於辦公室使用剛剛在上方提到的元宇宙進行協作，

就不需要長途跋涉，從而節省了預算和燃料。對於想在國際大學學習的

學生來說，費用將隨著住宿和旅行需求的降低而大幅降低。

線上聚會和音樂會

很多的 DAPP 都推出了一系列新功能，允許用戶在疫情期間進行更多的

視頻互動，這只是少數幾款 DAPP 試圖改變人們在家裏的聚會方式的一

部分。在很多方面來看，這比在現實生活中參加聚會要容易得多。然而

，它確實缺 乏真實生活派對的「外觀和感受」。

元宇宙正在尋找彌合這一鴻溝的方法。像 Sandbox 這樣的項目，建立在

以太坊區塊鏈上，允許用戶購買土地，建造房產，並主辦他們想要的任

何事件。說唱歌手 SnoopDogg 甚至在重建了自己的豪宅，並向用戶提

供貴賓票，讓他們參加他的音樂會。元宇宙中的土地已經以數百萬美元

的價格出售。

擁有在線數字財產

在現實生活中，藝術品和土地一直吸引著投資者。那麽聽到房地產在網

絡中的虛擬土地上建立的消息，你會感到驚訝嗎？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涉

足元宇宙，至少有一些人已經理解了元宇宙中「土地」的價值。土地作

為 NFT 具有一定 的價值，投資者在一些 DAPP 項目中進行了下註。

在元宇宙中冒險

除非是詹姆斯·邦德，現實生活是不夠刺激的。不然你怎麽解釋有些人

會無止境地追求刺激，遊覽一些主題公園、參加跳傘等冒險的活動。隨

著元宇宙技術的進步，即使我們這些不是億萬富翁的人也可以體驗一樣

刺激的活動。例如，十個相距遙遠的朋友可以去參與皮劃艇、賽車、爬

山、跳傘、坐過山車等活動，甚至去太空旅行。有些遊戲玩家已經嘗到

了它能夠有趣。一個完全虛擬的世界可以對現實世界進行復刻，並且擁

有社會的功能和規模經濟。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看準南洋市場的無限商機，大力拓寬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發展空間，在提高民眾對南洋沈香

的認知之際，也得以進一步擴大農業生產及創造就業機會，促進農村的

活性增值機遇。 

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正積極並購更多的土地作為研發與

開發用途，並與本土種植者組建多家合資公司，開辟占地 100 英畝的沉

香研發種植園區，通過合營方式，獲得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提

供植菌及提煉沉香油的專業技術，以提高產量及收入。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目前培育超過 213.78 萬棵成樹，擁有面積已超過 10.125 

萬畝的種植基地，正邁向實現栽種 30 億棵樹的宏遠。

2.6 沉香區塊鏈技術

SPC 的沉香生態，是第一個將現代沉香實體與區塊鏈完美結合的區塊鏈

項目，縱觀目前現有的沉香市場中，多數都是以收藏類藝術品以及木製

品，線香等，而完整的沉香產業鏈應該包含了現代沉香技術，這樣才能

讓沉香的作用發揚光大，普及到全民都能享受上天賜給我們的瑰寶。

SPC沉香生態技術作為沉香業界第一鏈，有責任豐富並完善整個沉香市

場的建置。從種植，結香，提煉，到製作產品，沉香生態鏈嚴格把控溯

源，防偽，品質，研發的管控。通過沉香生態鏈的把關，讓投資者能得

到放心無憂，天然無害，打造一個最真的沉香平臺。

實現沉香樹的鏈上交易和鏈下交易等區塊鏈生態系統

鏈上交易記錄在區塊鏈公共賬簿上，其區塊鏈網絡上的所有參與者都可

看到。鏈 上交易有可信任、去中心化、完全透明的特點。

鏈下交易是行為者之間協議，不會反映在區塊鏈上。鏈下交易往往更便

宜、更快捷、更私密。

在當下的供應鏈金融體系中，一個特定商品的供應鏈包括了從原材料采

購到製成中間品以及最終產品，最後通過銷售網絡將商品送到消費者手

中。供應商、製造商、分銷商、零售商和最末端的用戶被串聯成了一個

整體。

遠程虛擬種值，沉香其他的衍生產品

可在沉香生態中可使用虛擬資產購買沉香生長、結香工具、人工工時等

實體商品或服務。運用區塊鏈技術具備公開可查的特點，極大的減少了

人工的介入，將目前需要紙質作業的各種流程都進行程序化和數字化。

在區塊鏈的系統中，所有的參與者都 能夠使用一個去中心化的賬本來分

享文件，通過智能合約，款項可以到達預定的 時間和結果時自動進行支

付，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工操作的失誤。

未來價值

SPC 準備在未來 5-10 年中，在區塊鏈領域爭取到彎道超車的機會，成為

新一代 全球性技術的標準製定者！而在這一領域不斷創新、研發的企業

，同樣可以借著這股東風，實現自身的目標和價值。SPC 沉香技術實現

了沉香的區塊鏈落地應用，能夠快速、精準地優化產品，以適應不斷發

展變化的市場，對於整個領域而言，其意義更像一個領路人，形成自己

競爭優勢的同時，還能夠對區塊鏈的整個生態 進行完善和優化，將線上

、線下消費應用場景打造了淋離盡致，打造一個沉香全產業生態鏈!

2.7 元宇宙

加密世界正在改變世界各地的人們創造價值的方式。東南亞的玩家們通

過「GAMEFI」的區塊鏈遊戲謀生。藝術家也有了全新的賺錢的方式，

GAMEFI 的世界也正在舉辦一場虛擬派對。簡單地說，元宇宙是一個一

切皆有可能的 數字世界。

Facebook 這樣的公司也希望參與其中。這家社交媒體巨頭正向其名為

「XR 項目和研究基金」的元宇宙項目投入 5000 萬美元

馬克·紮克伯格的社交網絡也宣布，推出了自身的穩定幣 Diem、Novi 

數字錢包，以及密切相關的NFT，到目前為止，Facebook 是這個領域

最大的企業。很多專家認為，元宇宙不僅僅會影響我們的工作和日常生

活，而是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元宇宙就像一個數字化的

國家，是一個全新的文明。」

元宇宙這種代名詞就像一個數字化的國家，甚至是一個全新的文明。元

宇宙 可能會發展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實體，其產生的價值可能是當前世界

經濟價值 的 10 倍。下面我們來盤點一下元宇宙在未來可能會改變生活的 

11 種方式：

用戶不會在發生糗事的時候被意外拍到

在疫情期間，有一名記者在采訪時沒有穿褲子而被攝像機意外的拍到。

但是，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裏，你可以創造一個「全副武裝」的化身，降

低這樣的事 故發生的概率。

比如：Facebook 基於元宇宙技術創建的 Horizon Workrooms 是一個專

為遠程辦公人員的虛擬會議空間，是虛擬現實(元宇宙)和混合現實(MR)

超越物理空間的一個例子。它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沈浸式的數字環境，讓

人們的化身可以相互交流，增強人們想要真正使用的功能，並最終將公

司的租金減少到零。我們已經看到了疫情期間相關領域的改變，許多已

經建立了數字基礎設施的公司在員工在家辦公的情況下也獲得了更好的

利潤。

「家庭教育」可能 有一個全新的含義

疫情期間的另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教育。由於世界各地的學校在封鎖期

關閉 了大門，甚至為了減少感染疫情蔓延的風險，讓學生在家學習。 這

迫使學校和整個教育界提出了新的溝通、協作和評估的方法。保持生產

效 率所需的工具數量激增。就像元宇宙中的工作場所具有的沈浸感一樣

，教室也可以被改造。它可能具有更多的社會互動，消除在視頻通話中

看到的陰郁的面孔，學習的過程甚至 可以遊戲化。

正如DeFi將擾亂當前國際貨幣平衡一樣，韓國高級科學技術研究所

(KAIST) 的李光耀認為，擁有最好的數字基礎設施和精通互聯網的人力資

源的大學將 成為新一流的大學。

像 Roblox 和 Minecraft 這樣的遊戲已經讓用戶花費了數百個小時來設計

元素，為自己創造一個適合自己玩的世界。與此同時，手機上的休閑遊

戲已經變得更加主流，像 Ludo 這樣的遊戲填滿了碎片化的時間。用戶

要花幾個小時在手機上玩糖果傳奇、絕地求生和部族戰爭。雖然他們在

遊戲中賺到了某種通證，但他們通常不能被兌換成法定貨幣，也不能在

遊戲之外消費。「GAMEFI」的概念旨在改變這種狀況。玩家已經從 

Axie Infinity 這樣的平臺上獲得了收益，他們利用自己的獎勵來補充他們

的 收入。

GAMEFI 這樣建立在區塊鏈之上的項目，允許用戶創建自己的 NFT，並

把它們出售給其他的用戶。由於這些交易是使用以太坊完成的，利潤可

以被交換為在現實世界中使用的法定貨幣。

網上購物

網上購物已經相當方便了，像亞馬遜和 Flipkart 這樣的品牌提供了快速

送貨和多種品牌可供選擇。然而，仍然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精確

的尺寸、退款過程中的小故障、以及某一特定物品在現實生活中的樣子 

，尤其是在買衣服的時候。如今，印度一家銷售眼鏡的電子商務公司 

Lenskart 已經采取了虛擬試穿的措施，使用攝像機顯示不同的眼鏡架在

你臉上的樣子。然而進一步來看，你不僅僅是為自己而買東西，虛擬時

尚和虛擬形象皮膚的新概念將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可能只存在於網上的

時裝公司和品牌。隨著人們工作時間的改變，虛擬環境中的試穿可能變

得更加重要，你的虛擬形象在元宇宙中可能會為你挑選正確的領帶。

旅行和旅遊

去年旅行受到了限製，古希臘和埃及元宇宙旅遊變得很受歡迎。開發者

計劃讓遊客沈浸其中，並重現了美國內戰等事件。你可以跨越國境而不

必離開自己的家，還可以讓時間倒退。

還有一些旅遊元宇宙的 App 計劃使用 MR 技術，指導司機、提供景點相

關的更多的信息、將旅遊攻略聚集在一起，以獲得更加愉悅的體驗。比

如說，參觀博物館的人可以自動的收到更多關於他們所看到的展品的背

景和信息。此外，由於辦公室使用剛剛在上方提到的元宇宙進行協作，

就不需要長途跋涉，從而節省了預算和燃料。對於想在國際大學學習的

學生來說，費用將隨著住宿和旅行需求的降低而大幅降低。

線上聚會和音樂會

很多的 DAPP 都推出了一系列新功能，允許用戶在疫情期間進行更多的

視頻互動，這只是少數幾款 DAPP 試圖改變人們在家裏的聚會方式的一

部分。在很多方面來看，這比在現實生活中參加聚會要容易得多。然而

，它確實缺 乏真實生活派對的「外觀和感受」。

元宇宙正在尋找彌合這一鴻溝的方法。像 Sandbox 這樣的項目，建立在

以太坊區塊鏈上，允許用戶購買土地，建造房產，並主辦他們想要的任

何事件。說唱歌手 SnoopDogg 甚至在重建了自己的豪宅，並向用戶提

供貴賓票，讓他們參加他的音樂會。元宇宙中的土地已經以數百萬美元

的價格出售。

擁有在線數字財產

在現實生活中，藝術品和土地一直吸引著投資者。那麽聽到房地產在網

絡中的虛擬土地上建立的消息，你會感到驚訝嗎？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涉

足元宇宙，至少有一些人已經理解了元宇宙中「土地」的價值。土地作

為 NFT 具有一定 的價值，投資者在一些 DAPP 項目中進行了下註。

在元宇宙中冒險

除非是詹姆斯·邦德，現實生活是不夠刺激的。不然你怎麽解釋有些人

會無止境地追求刺激，遊覽一些主題公園、參加跳傘等冒險的活動。隨

著元宇宙技術的進步，即使我們這些不是億萬富翁的人也可以體驗一樣

刺激的活動。例如，十個相距遙遠的朋友可以去參與皮劃艇、賽車、爬

山、跳傘、坐過山車等活動，甚至去太空旅行。有些遊戲玩家已經嘗到

了它能夠有趣。一個完全虛擬的世界可以對現實世界進行復刻，並且擁

有社會的功能和規模經濟。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看準南洋市場的無限商機，大力拓寬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發展空間，在提高民眾對南洋沈香

的認知之際，也得以進一步擴大農業生產及創造就業機會，促進農村的

活性增值機遇。 

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正積極並購更多的土地作為研發與

開發用途，並與本土種植者組建多家合資公司，開辟占地 100 英畝的沉

香研發種植園區，通過合營方式，獲得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提

供植菌及提煉沉香油的專業技術，以提高產量及收入。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目前培育超過 213.78 萬棵成樹，擁有面積已超過 10.125 

萬畝的種植基地，正邁向實現栽種 30 億棵樹的宏遠。

2.6 沉香區塊鏈技術

SPC 的沉香生態，是第一個將現代沉香實體與區塊鏈完美結合的區塊鏈

項目，縱觀目前現有的沉香市場中，多數都是以收藏類藝術品以及木製

品，線香等，而完整的沉香產業鏈應該包含了現代沉香技術，這樣才能

讓沉香的作用發揚光大，普及到全民都能享受上天賜給我們的瑰寶。

SPC沉香生態技術作為沉香業界第一鏈，有責任豐富並完善整個沉香市

場的建置。從種植，結香，提煉，到製作產品，沉香生態鏈嚴格把控溯

源，防偽，品質，研發的管控。通過沉香生態鏈的把關，讓投資者能得

到放心無憂，天然無害，打造一個最真的沉香平臺。

實現沉香樹的鏈上交易和鏈下交易等區塊鏈生態系統

鏈上交易記錄在區塊鏈公共賬簿上，其區塊鏈網絡上的所有參與者都可

看到。鏈 上交易有可信任、去中心化、完全透明的特點。

鏈下交易是行為者之間協議，不會反映在區塊鏈上。鏈下交易往往更便

宜、更快捷、更私密。

在當下的供應鏈金融體系中，一個特定商品的供應鏈包括了從原材料采

購到製成中間品以及最終產品，最後通過銷售網絡將商品送到消費者手

中。供應商、製造商、分銷商、零售商和最末端的用戶被串聯成了一個

整體。

遠程虛擬種值，沉香其他的衍生產品

可在沉香生態中可使用虛擬資產購買沉香生長、結香工具、人工工時等

實體商品或服務。運用區塊鏈技術具備公開可查的特點，極大的減少了

人工的介入，將目前需要紙質作業的各種流程都進行程序化和數字化。

在區塊鏈的系統中，所有的參與者都 能夠使用一個去中心化的賬本來分

享文件，通過智能合約，款項可以到達預定的 時間和結果時自動進行支

付，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工操作的失誤。

未來價值

SPC 準備在未來 5-10 年中，在區塊鏈領域爭取到彎道超車的機會，成為

新一代 全球性技術的標準製定者！而在這一領域不斷創新、研發的企業

，同樣可以借著這股東風，實現自身的目標和價值。SPC 沉香技術實現

了沉香的區塊鏈落地應用，能夠快速、精準地優化產品，以適應不斷發

展變化的市場，對於整個領域而言，其意義更像一個領路人，形成自己

競爭優勢的同時，還能夠對區塊鏈的整個生態 進行完善和優化，將線上

、線下消費應用場景打造了淋離盡致，打造一個沉香全產業生態鏈!

2.7 元宇宙

加密世界正在改變世界各地的人們創造價值的方式。東南亞的玩家們通

過「GAMEFI」的區塊鏈遊戲謀生。藝術家也有了全新的賺錢的方式，

GAMEFI 的世界也正在舉辦一場虛擬派對。簡單地說，元宇宙是一個一

切皆有可能的 數字世界。

Facebook 這樣的公司也希望參與其中。這家社交媒體巨頭正向其名為

「XR 項目和研究基金」的元宇宙項目投入 5000 萬美元

馬克·紮克伯格的社交網絡也宣布，推出了自身的穩定幣 Diem、Novi 

數字錢包，以及密切相關的NFT，到目前為止，Facebook 是這個領域

最大的企業。很多專家認為，元宇宙不僅僅會影響我們的工作和日常生

活，而是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元宇宙就像一個數字化的

國家，是一個全新的文明。」

元宇宙這種代名詞就像一個數字化的國家，甚至是一個全新的文明。元

宇宙 可能會發展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實體，其產生的價值可能是當前世界

經濟價值 的 10 倍。下面我們來盤點一下元宇宙在未來可能會改變生活的 

11 種方式：

用戶不會在發生糗事的時候被意外拍到

在疫情期間，有一名記者在采訪時沒有穿褲子而被攝像機意外的拍到。

但是，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裏，你可以創造一個「全副武裝」的化身，降

低這樣的事 故發生的概率。

比如：Facebook 基於元宇宙技術創建的 Horizon Workrooms 是一個專

為遠程辦公人員的虛擬會議空間，是虛擬現實(元宇宙)和混合現實(MR)

超越物理空間的一個例子。它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沈浸式的數字環境，讓

人們的化身可以相互交流，增強人們想要真正使用的功能，並最終將公

司的租金減少到零。我們已經看到了疫情期間相關領域的改變，許多已

經建立了數字基礎設施的公司在員工在家辦公的情況下也獲得了更好的

利潤。

「家庭教育」可能 有一個全新的含義

疫情期間的另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教育。由於世界各地的學校在封鎖期

關閉 了大門，甚至為了減少感染疫情蔓延的風險，讓學生在家學習。 這

迫使學校和整個教育界提出了新的溝通、協作和評估的方法。保持生產

效 率所需的工具數量激增。就像元宇宙中的工作場所具有的沈浸感一樣

，教室也可以被改造。它可能具有更多的社會互動，消除在視頻通話中

看到的陰郁的面孔，學習的過程甚至 可以遊戲化。

正如DeFi將擾亂當前國際貨幣平衡一樣，韓國高級科學技術研究所

(KAIST) 的李光耀認為，擁有最好的數字基礎設施和精通互聯網的人力資

源的大學將 成為新一流的大學。

像 Roblox 和 Minecraft 這樣的遊戲已經讓用戶花費了數百個小時來設計

元素，為自己創造一個適合自己玩的世界。與此同時，手機上的休閑遊

戲已經變得更加主流，像 Ludo 這樣的遊戲填滿了碎片化的時間。用戶

要花幾個小時在手機上玩糖果傳奇、絕地求生和部族戰爭。雖然他們在

遊戲中賺到了某種通證，但他們通常不能被兌換成法定貨幣，也不能在

遊戲之外消費。「GAMEFI」的概念旨在改變這種狀況。玩家已經從 

Axie Infinity 這樣的平臺上獲得了收益，他們利用自己的獎勵來補充他們

的 收入。

GAMEFI 這樣建立在區塊鏈之上的項目，允許用戶創建自己的 NFT，並

把它們出售給其他的用戶。由於這些交易是使用以太坊完成的，利潤可

以被交換為在現實世界中使用的法定貨幣。

網上購物

網上購物已經相當方便了，像亞馬遜和 Flipkart 這樣的品牌提供了快速

送貨和多種品牌可供選擇。然而，仍然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精確

的尺寸、退款過程中的小故障、以及某一特定物品在現實生活中的樣子 

，尤其是在買衣服的時候。如今，印度一家銷售眼鏡的電子商務公司 

Lenskart 已經采取了虛擬試穿的措施，使用攝像機顯示不同的眼鏡架在

你臉上的樣子。然而進一步來看，你不僅僅是為自己而買東西，虛擬時

尚和虛擬形象皮膚的新概念將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可能只存在於網上的

時裝公司和品牌。隨著人們工作時間的改變，虛擬環境中的試穿可能變

得更加重要，你的虛擬形象在元宇宙中可能會為你挑選正確的領帶。

旅行和旅遊

去年旅行受到了限製，古希臘和埃及元宇宙旅遊變得很受歡迎。開發者

計劃讓遊客沈浸其中，並重現了美國內戰等事件。你可以跨越國境而不

必離開自己的家，還可以讓時間倒退。

還有一些旅遊元宇宙的 App 計劃使用 MR 技術，指導司機、提供景點相

關的更多的信息、將旅遊攻略聚集在一起，以獲得更加愉悅的體驗。比

如說，參觀博物館的人可以自動的收到更多關於他們所看到的展品的背

景和信息。此外，由於辦公室使用剛剛在上方提到的元宇宙進行協作，

就不需要長途跋涉，從而節省了預算和燃料。對於想在國際大學學習的

學生來說，費用將隨著住宿和旅行需求的降低而大幅降低。

線上聚會和音樂會

很多的 DAPP 都推出了一系列新功能，允許用戶在疫情期間進行更多的

視頻互動，這只是少數幾款 DAPP 試圖改變人們在家裏的聚會方式的一

部分。在很多方面來看，這比在現實生活中參加聚會要容易得多。然而

，它確實缺 乏真實生活派對的「外觀和感受」。

元宇宙正在尋找彌合這一鴻溝的方法。像 Sandbox 這樣的項目，建立在

以太坊區塊鏈上，允許用戶購買土地，建造房產，並主辦他們想要的任

何事件。說唱歌手 SnoopDogg 甚至在重建了自己的豪宅，並向用戶提

供貴賓票，讓他們參加他的音樂會。元宇宙中的土地已經以數百萬美元

的價格出售。

擁有在線數字財產

在現實生活中，藝術品和土地一直吸引著投資者。那麽聽到房地產在網

絡中的虛擬土地上建立的消息，你會感到驚訝嗎？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涉

足元宇宙，至少有一些人已經理解了元宇宙中「土地」的價值。土地作

為 NFT 具有一定 的價值，投資者在一些 DAPP 項目中進行了下註。

在元宇宙中冒險

除非是詹姆斯·邦德，現實生活是不夠刺激的。不然你怎麽解釋有些人

會無止境地追求刺激，遊覽一些主題公園、參加跳傘等冒險的活動。隨

著元宇宙技術的進步，即使我們這些不是億萬富翁的人也可以體驗一樣

刺激的活動。例如，十個相距遙遠的朋友可以去參與皮劃艇、賽車、爬

山、跳傘、坐過山車等活動，甚至去太空旅行。有些遊戲玩家已經嘗到

了它能夠有趣。一個完全虛擬的世界可以對現實世界進行復刻，並且擁

有社會的功能和規模經濟。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看準南洋市場的無限商機，大力拓寬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發展空間，在提高民眾對南洋沈香

的認知之際，也得以進一步擴大農業生產及創造就業機會，促進農村的

活性增值機遇。 

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正積極並購更多的土地作為研發與

開發用途，並與本土種植者組建多家合資公司，開辟占地 100 英畝的沉

香研發種植園區，通過合營方式，獲得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提

供植菌及提煉沉香油的專業技術，以提高產量及收入。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目前培育超過 213.78 萬棵成樹，擁有面積已超過 10.125 

萬畝的種植基地，正邁向實現栽種 30 億棵樹的宏遠。

2.6 沉香區塊鏈技術

SPC 的沉香生態，是第一個將現代沉香實體與區塊鏈完美結合的區塊鏈

項目，縱觀目前現有的沉香市場中，多數都是以收藏類藝術品以及木製

品，線香等，而完整的沉香產業鏈應該包含了現代沉香技術，這樣才能

讓沉香的作用發揚光大，普及到全民都能享受上天賜給我們的瑰寶。

SPC沉香生態技術作為沉香業界第一鏈，有責任豐富並完善整個沉香市

場的建置。從種植，結香，提煉，到製作產品，沉香生態鏈嚴格把控溯

源，防偽，品質，研發的管控。通過沉香生態鏈的把關，讓投資者能得

到放心無憂，天然無害，打造一個最真的沉香平臺。

實現沉香樹的鏈上交易和鏈下交易等區塊鏈生態系統

鏈上交易記錄在區塊鏈公共賬簿上，其區塊鏈網絡上的所有參與者都可

看到。鏈 上交易有可信任、去中心化、完全透明的特點。

鏈下交易是行為者之間協議，不會反映在區塊鏈上。鏈下交易往往更便

宜、更快捷、更私密。

在當下的供應鏈金融體系中，一個特定商品的供應鏈包括了從原材料采

購到製成中間品以及最終產品，最後通過銷售網絡將商品送到消費者手

中。供應商、製造商、分銷商、零售商和最末端的用戶被串聯成了一個

整體。

遠程虛擬種值，沉香其他的衍生產品

可在沉香生態中可使用虛擬資產購買沉香生長、結香工具、人工工時等

實體商品或服務。運用區塊鏈技術具備公開可查的特點，極大的減少了

人工的介入，將目前需要紙質作業的各種流程都進行程序化和數字化。

在區塊鏈的系統中，所有的參與者都 能夠使用一個去中心化的賬本來分

享文件，通過智能合約，款項可以到達預定的 時間和結果時自動進行支

付，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工操作的失誤。

未來價值

SPC 準備在未來 5-10 年中，在區塊鏈領域爭取到彎道超車的機會，成為

新一代 全球性技術的標準製定者！而在這一領域不斷創新、研發的企業

，同樣可以借著這股東風，實現自身的目標和價值。SPC 沉香技術實現

了沉香的區塊鏈落地應用，能夠快速、精準地優化產品，以適應不斷發

展變化的市場，對於整個領域而言，其意義更像一個領路人，形成自己

競爭優勢的同時，還能夠對區塊鏈的整個生態 進行完善和優化，將線上

、線下消費應用場景打造了淋離盡致，打造一個沉香全產業生態鏈!

2.7 元宇宙

加密世界正在改變世界各地的人們創造價值的方式。東南亞的玩家們通

過「GAMEFI」的區塊鏈遊戲謀生。藝術家也有了全新的賺錢的方式，

GAMEFI 的世界也正在舉辦一場虛擬派對。簡單地說，元宇宙是一個一

切皆有可能的 數字世界。

Facebook 這樣的公司也希望參與其中。這家社交媒體巨頭正向其名為

「XR 項目和研究基金」的元宇宙項目投入 5000 萬美元

馬克·紮克伯格的社交網絡也宣布，推出了自身的穩定幣 Diem、Novi 

數字錢包，以及密切相關的NFT，到目前為止，Facebook 是這個領域

最大的企業。很多專家認為，元宇宙不僅僅會影響我們的工作和日常生

活，而是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元宇宙就像一個數字化的

國家，是一個全新的文明。」

元宇宙這種代名詞就像一個數字化的國家，甚至是一個全新的文明。元

宇宙 可能會發展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實體，其產生的價值可能是當前世界

經濟價值 的 10 倍。下面我們來盤點一下元宇宙在未來可能會改變生活的 

11 種方式：

用戶不會在發生糗事的時候被意外拍到

在疫情期間，有一名記者在采訪時沒有穿褲子而被攝像機意外的拍到。

但是，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裏，你可以創造一個「全副武裝」的化身，降

低這樣的事 故發生的概率。

比如：Facebook 基於元宇宙技術創建的 Horizon Workrooms 是一個專

為遠程辦公人員的虛擬會議空間，是虛擬現實(元宇宙)和混合現實(MR)

超越物理空間的一個例子。它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沈浸式的數字環境，讓

人們的化身可以相互交流，增強人們想要真正使用的功能，並最終將公

司的租金減少到零。我們已經看到了疫情期間相關領域的改變，許多已

經建立了數字基礎設施的公司在員工在家辦公的情況下也獲得了更好的

利潤。

「家庭教育」可能 有一個全新的含義

疫情期間的另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教育。由於世界各地的學校在封鎖期

關閉 了大門，甚至為了減少感染疫情蔓延的風險，讓學生在家學習。 這

迫使學校和整個教育界提出了新的溝通、協作和評估的方法。保持生產

效 率所需的工具數量激增。就像元宇宙中的工作場所具有的沈浸感一樣

，教室也可以被改造。它可能具有更多的社會互動，消除在視頻通話中

看到的陰郁的面孔，學習的過程甚至 可以遊戲化。

正如DeFi將擾亂當前國際貨幣平衡一樣，韓國高級科學技術研究所

(KAIST) 的李光耀認為，擁有最好的數字基礎設施和精通互聯網的人力資

源的大學將 成為新一流的大學。

像 Roblox 和 Minecraft 這樣的遊戲已經讓用戶花費了數百個小時來設計

元素，為自己創造一個適合自己玩的世界。與此同時，手機上的休閑遊

戲已經變得更加主流，像 Ludo 這樣的遊戲填滿了碎片化的時間。用戶

要花幾個小時在手機上玩糖果傳奇、絕地求生和部族戰爭。雖然他們在

遊戲中賺到了某種通證，但他們通常不能被兌換成法定貨幣，也不能在

遊戲之外消費。「GAMEFI」的概念旨在改變這種狀況。玩家已經從 

Axie Infinity 這樣的平臺上獲得了收益，他們利用自己的獎勵來補充他們

的 收入。

GAMEFI 這樣建立在區塊鏈之上的項目，允許用戶創建自己的 NFT，並

把它們出售給其他的用戶。由於這些交易是使用以太坊完成的，利潤可

以被交換為在現實世界中使用的法定貨幣。

網上購物

網上購物已經相當方便了，像亞馬遜和 Flipkart 這樣的品牌提供了快速

送貨和多種品牌可供選擇。然而，仍然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精確

的尺寸、退款過程中的小故障、以及某一特定物品在現實生活中的樣子 

，尤其是在買衣服的時候。如今，印度一家銷售眼鏡的電子商務公司 

Lenskart 已經采取了虛擬試穿的措施，使用攝像機顯示不同的眼鏡架在

你臉上的樣子。然而進一步來看，你不僅僅是為自己而買東西，虛擬時

尚和虛擬形象皮膚的新概念將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可能只存在於網上的

時裝公司和品牌。隨著人們工作時間的改變，虛擬環境中的試穿可能變

得更加重要，你的虛擬形象在元宇宙中可能會為你挑選正確的領帶。

旅行和旅遊

去年旅行受到了限製，古希臘和埃及元宇宙旅遊變得很受歡迎。開發者

計劃讓遊客沈浸其中，並重現了美國內戰等事件。你可以跨越國境而不

必離開自己的家，還可以讓時間倒退。

還有一些旅遊元宇宙的 App 計劃使用 MR 技術，指導司機、提供景點相

關的更多的信息、將旅遊攻略聚集在一起，以獲得更加愉悅的體驗。比

如說，參觀博物館的人可以自動的收到更多關於他們所看到的展品的背

景和信息。此外，由於辦公室使用剛剛在上方提到的元宇宙進行協作，

就不需要長途跋涉，從而節省了預算和燃料。對於想在國際大學學習的

學生來說，費用將隨著住宿和旅行需求的降低而大幅降低。

線上聚會和音樂會

很多的 DAPP 都推出了一系列新功能，允許用戶在疫情期間進行更多的

視頻互動，這只是少數幾款 DAPP 試圖改變人們在家裏的聚會方式的一

部分。在很多方面來看，這比在現實生活中參加聚會要容易得多。然而

，它確實缺 乏真實生活派對的「外觀和感受」。

元宇宙正在尋找彌合這一鴻溝的方法。像 Sandbox 這樣的項目，建立在

以太坊區塊鏈上，允許用戶購買土地，建造房產，並主辦他們想要的任

何事件。說唱歌手 SnoopDogg 甚至在重建了自己的豪宅，並向用戶提

供貴賓票，讓他們參加他的音樂會。元宇宙中的土地已經以數百萬美元

的價格出售。

擁有在線數字財產

在現實生活中，藝術品和土地一直吸引著投資者。那麽聽到房地產在網

絡中的虛擬土地上建立的消息，你會感到驚訝嗎？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涉

足元宇宙，至少有一些人已經理解了元宇宙中「土地」的價值。土地作

為 NFT 具有一定 的價值，投資者在一些 DAPP 項目中進行了下註。

在元宇宙中冒險

除非是詹姆斯·邦德，現實生活是不夠刺激的。不然你怎麽解釋有些人

會無止境地追求刺激，遊覽一些主題公園、參加跳傘等冒險的活動。隨

著元宇宙技術的進步，即使我們這些不是億萬富翁的人也可以體驗一樣

刺激的活動。例如，十個相距遙遠的朋友可以去參與皮劃艇、賽車、爬

山、跳傘、坐過山車等活動，甚至去太空旅行。有些遊戲玩家已經嘗到

了它能夠有趣。一個完全虛擬的世界可以對現實世界進行復刻，並且擁

有社會的功能和規模經濟。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看準南洋市場的無限商機，大力拓寬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發展空間，在提高民眾對南洋沈香

的認知之際，也得以進一步擴大農業生產及創造就業機會，促進農村的

活性增值機遇。 

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正積極並購更多的土地作為研發與

開發用途，並與本土種植者組建多家合資公司，開辟占地 100 英畝的沉

香研發種植園區，通過合營方式，獲得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提

供植菌及提煉沉香油的專業技術，以提高產量及收入。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目前培育超過 213.78 萬棵成樹，擁有面積已超過 10.125 

萬畝的種植基地，正邁向實現栽種 30 億棵樹的宏遠。

2.6 沉香區塊鏈技術

SPC 的沉香生態，是第一個將現代沉香實體與區塊鏈完美結合的區塊鏈

項目，縱觀目前現有的沉香市場中，多數都是以收藏類藝術品以及木製

品，線香等，而完整的沉香產業鏈應該包含了現代沉香技術，這樣才能

讓沉香的作用發揚光大，普及到全民都能享受上天賜給我們的瑰寶。

SPC沉香生態技術作為沉香業界第一鏈，有責任豐富並完善整個沉香市

場的建置。從種植，結香，提煉，到製作產品，沉香生態鏈嚴格把控溯

源，防偽，品質，研發的管控。通過沉香生態鏈的把關，讓投資者能得

到放心無憂，天然無害，打造一個最真的沉香平臺。

實現沉香樹的鏈上交易和鏈下交易等區塊鏈生態系統

鏈上交易記錄在區塊鏈公共賬簿上，其區塊鏈網絡上的所有參與者都可

看到。鏈 上交易有可信任、去中心化、完全透明的特點。

鏈下交易是行為者之間協議，不會反映在區塊鏈上。鏈下交易往往更便

宜、更快捷、更私密。

在當下的供應鏈金融體系中，一個特定商品的供應鏈包括了從原材料采

購到製成中間品以及最終產品，最後通過銷售網絡將商品送到消費者手

中。供應商、製造商、分銷商、零售商和最末端的用戶被串聯成了一個

整體。

遠程虛擬種值，沉香其他的衍生產品

可在沉香生態中可使用虛擬資產購買沉香生長、結香工具、人工工時等

實體商品或服務。運用區塊鏈技術具備公開可查的特點，極大的減少了

人工的介入，將目前需要紙質作業的各種流程都進行程序化和數字化。

在區塊鏈的系統中，所有的參與者都 能夠使用一個去中心化的賬本來分

享文件，通過智能合約，款項可以到達預定的 時間和結果時自動進行支

付，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工操作的失誤。

未來價值

SPC 準備在未來 5-10 年中，在區塊鏈領域爭取到彎道超車的機會，成為

新一代 全球性技術的標準製定者！而在這一領域不斷創新、研發的企業

，同樣可以借著這股東風，實現自身的目標和價值。SPC 沉香技術實現

了沉香的區塊鏈落地應用，能夠快速、精準地優化產品，以適應不斷發

展變化的市場，對於整個領域而言，其意義更像一個領路人，形成自己

競爭優勢的同時，還能夠對區塊鏈的整個生態 進行完善和優化，將線上

、線下消費應用場景打造了淋離盡致，打造一個沉香全產業生態鏈!

2.7 元宇宙

加密世界正在改變世界各地的人們創造價值的方式。東南亞的玩家們通

過「GAMEFI」的區塊鏈遊戲謀生。藝術家也有了全新的賺錢的方式，

GAMEFI 的世界也正在舉辦一場虛擬派對。簡單地說，元宇宙是一個一

切皆有可能的 數字世界。

Facebook 這樣的公司也希望參與其中。這家社交媒體巨頭正向其名為

「XR 項目和研究基金」的元宇宙項目投入 5000 萬美元

馬克·紮克伯格的社交網絡也宣布，推出了自身的穩定幣 Diem、Novi 

數字錢包，以及密切相關的NFT，到目前為止，Facebook 是這個領域

最大的企業。很多專家認為，元宇宙不僅僅會影響我們的工作和日常生

活，而是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元宇宙就像一個數字化的

國家，是一個全新的文明。」

元宇宙這種代名詞就像一個數字化的國家，甚至是一個全新的文明。元

宇宙 可能會發展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實體，其產生的價值可能是當前世界

經濟價值 的 10 倍。下面我們來盤點一下元宇宙在未來可能會改變生活的 

11 種方式：

用戶不會在發生糗事的時候被意外拍到

在疫情期間，有一名記者在采訪時沒有穿褲子而被攝像機意外的拍到。

但是，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裏，你可以創造一個「全副武裝」的化身，降

低這樣的事 故發生的概率。

比如：Facebook 基於元宇宙技術創建的 Horizon Workrooms 是一個專

為遠程辦公人員的虛擬會議空間，是虛擬現實(元宇宙)和混合現實(MR)

超越物理空間的一個例子。它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沈浸式的數字環境，讓

人們的化身可以相互交流，增強人們想要真正使用的功能，並最終將公

司的租金減少到零。我們已經看到了疫情期間相關領域的改變，許多已

經建立了數字基礎設施的公司在員工在家辦公的情況下也獲得了更好的

利潤。

「家庭教育」可能 有一個全新的含義

疫情期間的另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教育。由於世界各地的學校在封鎖期

關閉 了大門，甚至為了減少感染疫情蔓延的風險，讓學生在家學習。 這

迫使學校和整個教育界提出了新的溝通、協作和評估的方法。保持生產

效 率所需的工具數量激增。就像元宇宙中的工作場所具有的沈浸感一樣

，教室也可以被改造。它可能具有更多的社會互動，消除在視頻通話中

看到的陰郁的面孔，學習的過程甚至 可以遊戲化。

正如DeFi將擾亂當前國際貨幣平衡一樣，韓國高級科學技術研究所

(KAIST) 的李光耀認為，擁有最好的數字基礎設施和精通互聯網的人力資

源的大學將 成為新一流的大學。

像 Roblox 和 Minecraft 這樣的遊戲已經讓用戶花費了數百個小時來設計

元素，為自己創造一個適合自己玩的世界。與此同時，手機上的休閑遊

戲已經變得更加主流，像 Ludo 這樣的遊戲填滿了碎片化的時間。用戶

要花幾個小時在手機上玩糖果傳奇、絕地求生和部族戰爭。雖然他們在

遊戲中賺到了某種通證，但他們通常不能被兌換成法定貨幣，也不能在

遊戲之外消費。「GAMEFI」的概念旨在改變這種狀況。玩家已經從 

Axie Infinity 這樣的平臺上獲得了收益，他們利用自己的獎勵來補充他們

的 收入。

GAMEFI 這樣建立在區塊鏈之上的項目，允許用戶創建自己的 NFT，並

把它們出售給其他的用戶。由於這些交易是使用以太坊完成的，利潤可

以被交換為在現實世界中使用的法定貨幣。

網上購物

網上購物已經相當方便了，像亞馬遜和 Flipkart 這樣的品牌提供了快速

送貨和多種品牌可供選擇。然而，仍然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精確

的尺寸、退款過程中的小故障、以及某一特定物品在現實生活中的樣子 

，尤其是在買衣服的時候。如今，印度一家銷售眼鏡的電子商務公司 

Lenskart 已經采取了虛擬試穿的措施，使用攝像機顯示不同的眼鏡架在

你臉上的樣子。然而進一步來看，你不僅僅是為自己而買東西，虛擬時

尚和虛擬形象皮膚的新概念將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可能只存在於網上的

時裝公司和品牌。隨著人們工作時間的改變，虛擬環境中的試穿可能變

得更加重要，你的虛擬形象在元宇宙中可能會為你挑選正確的領帶。

旅行和旅遊

去年旅行受到了限製，古希臘和埃及元宇宙旅遊變得很受歡迎。開發者

計劃讓遊客沈浸其中，並重現了美國內戰等事件。你可以跨越國境而不

必離開自己的家，還可以讓時間倒退。

還有一些旅遊元宇宙的 App 計劃使用 MR 技術，指導司機、提供景點相

關的更多的信息、將旅遊攻略聚集在一起，以獲得更加愉悅的體驗。比

如說，參觀博物館的人可以自動的收到更多關於他們所看到的展品的背

景和信息。此外，由於辦公室使用剛剛在上方提到的元宇宙進行協作，

就不需要長途跋涉，從而節省了預算和燃料。對於想在國際大學學習的

學生來說，費用將隨著住宿和旅行需求的降低而大幅降低。

線上聚會和音樂會

很多的 DAPP 都推出了一系列新功能，允許用戶在疫情期間進行更多的

視頻互動，這只是少數幾款 DAPP 試圖改變人們在家裏的聚會方式的一

部分。在很多方面來看，這比在現實生活中參加聚會要容易得多。然而

，它確實缺 乏真實生活派對的「外觀和感受」。

元宇宙正在尋找彌合這一鴻溝的方法。像 Sandbox 這樣的項目，建立在

以太坊區塊鏈上，允許用戶購買土地，建造房產，並主辦他們想要的任

何事件。說唱歌手 SnoopDogg 甚至在重建了自己的豪宅，並向用戶提

供貴賓票，讓他們參加他的音樂會。元宇宙中的土地已經以數百萬美元

的價格出售。

擁有在線數字財產

在現實生活中，藝術品和土地一直吸引著投資者。那麽聽到房地產在網

絡中的虛擬土地上建立的消息，你會感到驚訝嗎？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涉

足元宇宙，至少有一些人已經理解了元宇宙中「土地」的價值。土地作

為 NFT 具有一定 的價值，投資者在一些 DAPP 項目中進行了下註。

在元宇宙中冒險

除非是詹姆斯·邦德，現實生活是不夠刺激的。不然你怎麽解釋有些人

會無止境地追求刺激，遊覽一些主題公園、參加跳傘等冒險的活動。隨

著元宇宙技術的進步，即使我們這些不是億萬富翁的人也可以體驗一樣

刺激的活動。例如，十個相距遙遠的朋友可以去參與皮劃艇、賽車、爬

山、跳傘、坐過山車等活動，甚至去太空旅行。有些遊戲玩家已經嘗到

了它能夠有趣。一個完全虛擬的世界可以對現實世界進行復刻，並且擁

有社會的功能和規模經濟。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看準南洋市場的無限商機，大力拓寬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發展空間，在提高民眾對南洋沈香

的認知之際，也得以進一步擴大農業生產及創造就業機會，促進農村的

活性增值機遇。 

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正積極並購更多的土地作為研發與

開發用途，並與本土種植者組建多家合資公司，開辟占地 100 英畝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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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植菌及提煉沉香油的專業技術，以提高產量及收入。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目前培育超過 213.78 萬棵成樹，擁有面積已超過 10.125 

萬畝的種植基地，正邁向實現栽種 30 億棵樹的宏遠。

2.6 沉香區塊鏈技術

SPC 的沉香生態，是第一個將現代沉香實體與區塊鏈完美結合的區塊鏈

項目，縱觀目前現有的沉香市場中，多數都是以收藏類藝術品以及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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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C沉香生態技術作為沉香業界第一鏈，有責任豐富並完善整個沉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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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沉香樹的鏈上交易和鏈下交易等區塊鏈生態系統

鏈上交易記錄在區塊鏈公共賬簿上，其區塊鏈網絡上的所有參與者都可

看到。鏈 上交易有可信任、去中心化、完全透明的特點。

鏈下交易是行為者之間協議，不會反映在區塊鏈上。鏈下交易往往更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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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紮克伯格的社交網絡也宣布，推出了自身的穩定幣 Diem、Novi 

數字錢包，以及密切相關的NFT，到目前為止，Facebook 是這個領域

最大的企業。很多專家認為，元宇宙不僅僅會影響我們的工作和日常生

活，而是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元宇宙就像一個數字化的

國家，是一個全新的文明。」

元宇宙這種代名詞就像一個數字化的國家，甚至是一個全新的文明。元

宇宙 可能會發展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實體，其產生的價值可能是當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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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裏，你可以創造一個「全副武裝」的化身，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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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遠程辦公人員的虛擬會議空間，是虛擬現實(元宇宙)和混合現實(MR)

超越物理空間的一個例子。它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沈浸式的數字環境，讓

人們的化身可以相互交流，增強人們想要真正使用的功能，並最終將公

司的租金減少到零。我們已經看到了疫情期間相關領域的改變，許多已

經建立了數字基礎設施的公司在員工在家辦公的情況下也獲得了更好的

利潤。

「家庭教育」可能 有一個全新的含義

疫情期間的另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教育。由於世界各地的學校在封鎖期

關閉 了大門，甚至為了減少感染疫情蔓延的風險，讓學生在家學習。 這

迫使學校和整個教育界提出了新的溝通、協作和評估的方法。保持生產

效 率所需的工具數量激增。就像元宇宙中的工作場所具有的沈浸感一樣

，教室也可以被改造。它可能具有更多的社會互動，消除在視頻通話中

看到的陰郁的面孔，學習的過程甚至 可以遊戲化。

正如DeFi將擾亂當前國際貨幣平衡一樣，韓國高級科學技術研究所

(KAIST) 的李光耀認為，擁有最好的數字基礎設施和精通互聯網的人力資

源的大學將 成為新一流的大學。

像 Roblox 和 Minecraft 這樣的遊戲已經讓用戶花費了數百個小時來設計

元素，為自己創造一個適合自己玩的世界。與此同時，手機上的休閑遊

戲已經變得更加主流，像 Ludo 這樣的遊戲填滿了碎片化的時間。用戶

要花幾個小時在手機上玩糖果傳奇、絕地求生和部族戰爭。雖然他們在

遊戲中賺到了某種通證，但他們通常不能被兌換成法定貨幣，也不能在

遊戲之外消費。「GAMEFI」的概念旨在改變這種狀況。玩家已經從 

Axie Infinity 這樣的平臺上獲得了收益，他們利用自己的獎勵來補充他們

的 收入。

GAMEFI 這樣建立在區塊鏈之上的項目，允許用戶創建自己的 NFT，並

把它們出售給其他的用戶。由於這些交易是使用以太坊完成的，利潤可

以被交換為在現實世界中使用的法定貨幣。

網上購物

網上購物已經相當方便了，像亞馬遜和 Flipkart 這樣的品牌提供了快速

送貨和多種品牌可供選擇。然而，仍然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精確

的尺寸、退款過程中的小故障、以及某一特定物品在現實生活中的樣子 

，尤其是在買衣服的時候。如今，印度一家銷售眼鏡的電子商務公司 

Lenskart 已經采取了虛擬試穿的措施，使用攝像機顯示不同的眼鏡架在

你臉上的樣子。然而進一步來看，你不僅僅是為自己而買東西，虛擬時

尚和虛擬形象皮膚的新概念將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可能只存在於網上的

時裝公司和品牌。隨著人們工作時間的改變，虛擬環境中的試穿可能變

得更加重要，你的虛擬形象在元宇宙中可能會為你挑選正確的領帶。

旅行和旅遊

去年旅行受到了限製，古希臘和埃及元宇宙旅遊變得很受歡迎。開發者

計劃讓遊客沈浸其中，並重現了美國內戰等事件。你可以跨越國境而不

必離開自己的家，還可以讓時間倒退。

還有一些旅遊元宇宙的 App 計劃使用 MR 技術，指導司機、提供景點相

關的更多的信息、將旅遊攻略聚集在一起，以獲得更加愉悅的體驗。比

如說，參觀博物館的人可以自動的收到更多關於他們所看到的展品的背

景和信息。此外，由於辦公室使用剛剛在上方提到的元宇宙進行協作，

就不需要長途跋涉，從而節省了預算和燃料。對於想在國際大學學習的

學生來說，費用將隨著住宿和旅行需求的降低而大幅降低。

線上聚會和音樂會

很多的 DAPP 都推出了一系列新功能，允許用戶在疫情期間進行更多的

視頻互動，這只是少數幾款 DAPP 試圖改變人們在家裏的聚會方式的一

部分。在很多方面來看，這比在現實生活中參加聚會要容易得多。然而

，它確實缺 乏真實生活派對的「外觀和感受」。

元宇宙正在尋找彌合這一鴻溝的方法。像 Sandbox 這樣的項目，建立在

以太坊區塊鏈上，允許用戶購買土地，建造房產，並主辦他們想要的任

何事件。說唱歌手 SnoopDogg 甚至在重建了自己的豪宅，並向用戶提

供貴賓票，讓他們參加他的音樂會。元宇宙中的土地已經以數百萬美元

的價格出售。

擁有在線數字財產

在現實生活中，藝術品和土地一直吸引著投資者。那麽聽到房地產在網

絡中的虛擬土地上建立的消息，你會感到驚訝嗎？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涉

足元宇宙，至少有一些人已經理解了元宇宙中「土地」的價值。土地作

為 NFT 具有一定 的價值，投資者在一些 DAPP 項目中進行了下註。

在元宇宙中冒險

除非是詹姆斯·邦德，現實生活是不夠刺激的。不然你怎麽解釋有些人

會無止境地追求刺激，遊覽一些主題公園、參加跳傘等冒險的活動。隨

著元宇宙技術的進步，即使我們這些不是億萬富翁的人也可以體驗一樣

刺激的活動。例如，十個相距遙遠的朋友可以去參與皮劃艇、賽車、爬

山、跳傘、坐過山車等活動，甚至去太空旅行。有些遊戲玩家已經嘗到

了它能夠有趣。一個完全虛擬的世界可以對現實世界進行復刻，並且擁

有社會的功能和規模經濟。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看準南洋市場的無限商機，大力拓寬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發展空間，在提高民眾對南洋沈香

的認知之際，也得以進一步擴大農業生產及創造就業機會，促進農村的

活性增值機遇。 

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正積極並購更多的土地作為研發與

開發用途，並與本土種植者組建多家合資公司，開辟占地 100 英畝的沉

香研發種植園區，通過合營方式，獲得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提

供植菌及提煉沉香油的專業技術，以提高產量及收入。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目前培育超過 213.78 萬棵成樹，擁有面積已超過 10.125 

萬畝的種植基地，正邁向實現栽種 30 億棵樹的宏遠。

2.6 沉香區塊鏈技術

SPC 的沉香生態，是第一個將現代沉香實體與區塊鏈完美結合的區塊鏈

項目，縱觀目前現有的沉香市場中，多數都是以收藏類藝術品以及木製

品，線香等，而完整的沉香產業鏈應該包含了現代沉香技術，這樣才能

讓沉香的作用發揚光大，普及到全民都能享受上天賜給我們的瑰寶。

SPC沉香生態技術作為沉香業界第一鏈，有責任豐富並完善整個沉香市

場的建置。從種植，結香，提煉，到製作產品，沉香生態鏈嚴格把控溯

源，防偽，品質，研發的管控。通過沉香生態鏈的把關，讓投資者能得

到放心無憂，天然無害，打造一個最真的沉香平臺。

實現沉香樹的鏈上交易和鏈下交易等區塊鏈生態系統

鏈上交易記錄在區塊鏈公共賬簿上，其區塊鏈網絡上的所有參與者都可

看到。鏈 上交易有可信任、去中心化、完全透明的特點。

鏈下交易是行為者之間協議，不會反映在區塊鏈上。鏈下交易往往更便

宜、更快捷、更私密。

在當下的供應鏈金融體系中，一個特定商品的供應鏈包括了從原材料采

購到製成中間品以及最終產品，最後通過銷售網絡將商品送到消費者手

中。供應商、製造商、分銷商、零售商和最末端的用戶被串聯成了一個

整體。

遠程虛擬種值，沉香其他的衍生產品

可在沉香生態中可使用虛擬資產購買沉香生長、結香工具、人工工時等

實體商品或服務。運用區塊鏈技術具備公開可查的特點，極大的減少了

人工的介入，將目前需要紙質作業的各種流程都進行程序化和數字化。

在區塊鏈的系統中，所有的參與者都 能夠使用一個去中心化的賬本來分

享文件，通過智能合約，款項可以到達預定的 時間和結果時自動進行支

付，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工操作的失誤。

未來價值

SPC 準備在未來 5-10 年中，在區塊鏈領域爭取到彎道超車的機會，成為

新一代 全球性技術的標準製定者！而在這一領域不斷創新、研發的企業

，同樣可以借著這股東風，實現自身的目標和價值。SPC 沉香技術實現

了沉香的區塊鏈落地應用，能夠快速、精準地優化產品，以適應不斷發

展變化的市場，對於整個領域而言，其意義更像一個領路人，形成自己

競爭優勢的同時，還能夠對區塊鏈的整個生態 進行完善和優化，將線上

、線下消費應用場景打造了淋離盡致，打造一個沉香全產業生態鏈!

2.7 元宇宙

加密世界正在改變世界各地的人們創造價值的方式。東南亞的玩家們通

過「GAMEFI」的區塊鏈遊戲謀生。藝術家也有了全新的賺錢的方式，

GAMEFI 的世界也正在舉辦一場虛擬派對。簡單地說，元宇宙是一個一

切皆有可能的 數字世界。

Facebook 這樣的公司也希望參與其中。這家社交媒體巨頭正向其名為

「XR 項目和研究基金」的元宇宙項目投入 5000 萬美元

馬克·紮克伯格的社交網絡也宣布，推出了自身的穩定幣 Diem、Novi 

數字錢包，以及密切相關的NFT，到目前為止，Facebook 是這個領域

最大的企業。很多專家認為，元宇宙不僅僅會影響我們的工作和日常生

活，而是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元宇宙就像一個數字化的

國家，是一個全新的文明。」

元宇宙這種代名詞就像一個數字化的國家，甚至是一個全新的文明。元

宇宙 可能會發展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實體，其產生的價值可能是當前世界

經濟價值 的 10 倍。下面我們來盤點一下元宇宙在未來可能會改變生活的 

11 種方式：

用戶不會在發生糗事的時候被意外拍到

在疫情期間，有一名記者在采訪時沒有穿褲子而被攝像機意外的拍到。

但是，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裏，你可以創造一個「全副武裝」的化身，降

低這樣的事 故發生的概率。

比如：Facebook 基於元宇宙技術創建的 Horizon Workrooms 是一個專

為遠程辦公人員的虛擬會議空間，是虛擬現實(元宇宙)和混合現實(MR)

超越物理空間的一個例子。它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沈浸式的數字環境，讓

人們的化身可以相互交流，增強人們想要真正使用的功能，並最終將公

司的租金減少到零。我們已經看到了疫情期間相關領域的改變，許多已

經建立了數字基礎設施的公司在員工在家辦公的情況下也獲得了更好的

利潤。

「家庭教育」可能 有一個全新的含義

疫情期間的另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教育。由於世界各地的學校在封鎖期

關閉 了大門，甚至為了減少感染疫情蔓延的風險，讓學生在家學習。 這

迫使學校和整個教育界提出了新的溝通、協作和評估的方法。保持生產

效 率所需的工具數量激增。就像元宇宙中的工作場所具有的沈浸感一樣

，教室也可以被改造。它可能具有更多的社會互動，消除在視頻通話中

看到的陰郁的面孔，學習的過程甚至 可以遊戲化。

正如DeFi將擾亂當前國際貨幣平衡一樣，韓國高級科學技術研究所

(KAIST) 的李光耀認為，擁有最好的數字基礎設施和精通互聯網的人力資

源的大學將 成為新一流的大學。

像 Roblox 和 Minecraft 這樣的遊戲已經讓用戶花費了數百個小時來設計

元素，為自己創造一個適合自己玩的世界。與此同時，手機上的休閑遊

戲已經變得更加主流，像 Ludo 這樣的遊戲填滿了碎片化的時間。用戶

要花幾個小時在手機上玩糖果傳奇、絕地求生和部族戰爭。雖然他們在

遊戲中賺到了某種通證，但他們通常不能被兌換成法定貨幣，也不能在

遊戲之外消費。「GAMEFI」的概念旨在改變這種狀況。玩家已經從 

Axie Infinity 這樣的平臺上獲得了收益，他們利用自己的獎勵來補充他們

的 收入。

GAMEFI 這樣建立在區塊鏈之上的項目，允許用戶創建自己的 NFT，並

把它們出售給其他的用戶。由於這些交易是使用以太坊完成的，利潤可

以被交換為在現實世界中使用的法定貨幣。

網上購物

網上購物已經相當方便了，像亞馬遜和 Flipkart 這樣的品牌提供了快速

送貨和多種品牌可供選擇。然而，仍然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精確

的尺寸、退款過程中的小故障、以及某一特定物品在現實生活中的樣子 

，尤其是在買衣服的時候。如今，印度一家銷售眼鏡的電子商務公司 

Lenskart 已經采取了虛擬試穿的措施，使用攝像機顯示不同的眼鏡架在

你臉上的樣子。然而進一步來看，你不僅僅是為自己而買東西，虛擬時

尚和虛擬形象皮膚的新概念將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可能只存在於網上的

時裝公司和品牌。隨著人們工作時間的改變，虛擬環境中的試穿可能變

得更加重要，你的虛擬形象在元宇宙中可能會為你挑選正確的領帶。

旅行和旅遊

去年旅行受到了限製，古希臘和埃及元宇宙旅遊變得很受歡迎。開發者

計劃讓遊客沈浸其中，並重現了美國內戰等事件。你可以跨越國境而不

必離開自己的家，還可以讓時間倒退。

還有一些旅遊元宇宙的 App 計劃使用 MR 技術，指導司機、提供景點相

關的更多的信息、將旅遊攻略聚集在一起，以獲得更加愉悅的體驗。比

如說，參觀博物館的人可以自動的收到更多關於他們所看到的展品的背

景和信息。此外，由於辦公室使用剛剛在上方提到的元宇宙進行協作，

就不需要長途跋涉，從而節省了預算和燃料。對於想在國際大學學習的

學生來說，費用將隨著住宿和旅行需求的降低而大幅降低。

線上聚會和音樂會

很多的 DAPP 都推出了一系列新功能，允許用戶在疫情期間進行更多的

視頻互動，這只是少數幾款 DAPP 試圖改變人們在家裏的聚會方式的一

部分。在很多方面來看，這比在現實生活中參加聚會要容易得多。然而

，它確實缺 乏真實生活派對的「外觀和感受」。

元宇宙正在尋找彌合這一鴻溝的方法。像 Sandbox 這樣的項目，建立在

以太坊區塊鏈上，允許用戶購買土地，建造房產，並主辦他們想要的任

何事件。說唱歌手 SnoopDogg 甚至在重建了自己的豪宅，並向用戶提

供貴賓票，讓他們參加他的音樂會。元宇宙中的土地已經以數百萬美元

的價格出售。

擁有在線數字財產

在現實生活中，藝術品和土地一直吸引著投資者。那麽聽到房地產在網

絡中的虛擬土地上建立的消息，你會感到驚訝嗎？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涉

足元宇宙，至少有一些人已經理解了元宇宙中「土地」的價值。土地作

為 NFT 具有一定 的價值，投資者在一些 DAPP 項目中進行了下註。

在元宇宙中冒險

除非是詹姆斯·邦德，現實生活是不夠刺激的。不然你怎麽解釋有些人

會無止境地追求刺激，遊覽一些主題公園、參加跳傘等冒險的活動。隨

著元宇宙技術的進步，即使我們這些不是億萬富翁的人也可以體驗一樣

刺激的活動。例如，十個相距遙遠的朋友可以去參與皮劃艇、賽車、爬

山、跳傘、坐過山車等活動，甚至去太空旅行。有些遊戲玩家已經嘗到

了它能夠有趣。一個完全虛擬的世界可以對現實世界進行復刻，並且擁

有社會的功能和規模經濟。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看準南洋市場的無限商機，大力拓寬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沉香的發展空間，在提高民眾對南洋沈香

的認知之際，也得以進一步擴大農業生產及創造就業機會，促進農村的

活性增值機遇。 

目前，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正積極並購更多的土地作為研發與

開發用途，並與本土種植者組建多家合資公司，開辟占地 100 英畝的沉

香研發種植園區，通過合營方式，獲得 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提

供植菌及提煉沉香油的專業技術，以提高產量及收入。United royale 

holdings corp 目前培育超過 213.78 萬棵成樹，擁有面積已超過 10.125 

萬畝的種植基地，正邁向實現栽種 30 億棵樹的宏遠。

2.6 沉香區塊鏈技術

SPC 的沉香生態，是第一個將現代沉香實體與區塊鏈完美結合的區塊鏈

項目，縱觀目前現有的沉香市場中，多數都是以收藏類藝術品以及木製

品，線香等，而完整的沉香產業鏈應該包含了現代沉香技術，這樣才能

讓沉香的作用發揚光大，普及到全民都能享受上天賜給我們的瑰寶。

SPC沉香生態技術作為沉香業界第一鏈，有責任豐富並完善整個沉香市

場的建置。從種植，結香，提煉，到製作產品，沉香生態鏈嚴格把控溯

源，防偽，品質，研發的管控。通過沉香生態鏈的把關，讓投資者能得

到放心無憂，天然無害，打造一個最真的沉香平臺。

實現沉香樹的鏈上交易和鏈下交易等區塊鏈生態系統

鏈上交易記錄在區塊鏈公共賬簿上，其區塊鏈網絡上的所有參與者都可

看到。鏈 上交易有可信任、去中心化、完全透明的特點。

鏈下交易是行為者之間協議，不會反映在區塊鏈上。鏈下交易往往更便

宜、更快捷、更私密。

在當下的供應鏈金融體系中，一個特定商品的供應鏈包括了從原材料采

購到製成中間品以及最終產品，最後通過銷售網絡將商品送到消費者手

中。供應商、製造商、分銷商、零售商和最末端的用戶被串聯成了一個

整體。

遠程虛擬種值，沉香其他的衍生產品

可在沉香生態中可使用虛擬資產購買沉香生長、結香工具、人工工時等

實體商品或服務。運用區塊鏈技術具備公開可查的特點，極大的減少了

人工的介入，將目前需要紙質作業的各種流程都進行程序化和數字化。

在區塊鏈的系統中，所有的參與者都 能夠使用一個去中心化的賬本來分

享文件，通過智能合約，款項可以到達預定的 時間和結果時自動進行支

付，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工操作的失誤。

未來價值

SPC 準備在未來 5-10 年中，在區塊鏈領域爭取到彎道超車的機會，成為

新一代 全球性技術的標準製定者！而在這一領域不斷創新、研發的企業

，同樣可以借著這股東風，實現自身的目標和價值。SPC 沉香技術實現

了沉香的區塊鏈落地應用，能夠快速、精準地優化產品，以適應不斷發

展變化的市場，對於整個領域而言，其意義更像一個領路人，形成自己

競爭優勢的同時，還能夠對區塊鏈的整個生態 進行完善和優化，將線上

、線下消費應用場景打造了淋離盡致，打造一個沉香全產業生態鏈!

2.7 元宇宙

加密世界正在改變世界各地的人們創造價值的方式。東南亞的玩家們通

過「GAMEFI」的區塊鏈遊戲謀生。藝術家也有了全新的賺錢的方式，

GAMEFI 的世界也正在舉辦一場虛擬派對。簡單地說，元宇宙是一個一

切皆有可能的 數字世界。

Facebook 這樣的公司也希望參與其中。這家社交媒體巨頭正向其名為

「XR 項目和研究基金」的元宇宙項目投入 5000 萬美元

馬克·紮克伯格的社交網絡也宣布，推出了自身的穩定幣 Diem、Novi 

數字錢包，以及密切相關的NFT，到目前為止，Facebook 是這個領域

最大的企業。很多專家認為，元宇宙不僅僅會影響我們的工作和日常生

活，而是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元宇宙就像一個數字化的

國家，是一個全新的文明。」

元宇宙這種代名詞就像一個數字化的國家，甚至是一個全新的文明。元

宇宙 可能會發展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實體，其產生的價值可能是當前世界

經濟價值 的 10 倍。下面我們來盤點一下元宇宙在未來可能會改變生活的 

11 種方式：

用戶不會在發生糗事的時候被意外拍到

在疫情期間，有一名記者在采訪時沒有穿褲子而被攝像機意外的拍到。

但是，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裏，你可以創造一個「全副武裝」的化身，降

低這樣的事 故發生的概率。

比如：Facebook 基於元宇宙技術創建的 Horizon Workrooms 是一個專

為遠程辦公人員的虛擬會議空間，是虛擬現實(元宇宙)和混合現實(MR)

超越物理空間的一個例子。它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沈浸式的數字環境，讓

人們的化身可以相互交流，增強人們想要真正使用的功能，並最終將公

司的租金減少到零。我們已經看到了疫情期間相關領域的改變，許多已

經建立了數字基礎設施的公司在員工在家辦公的情況下也獲得了更好的

利潤。

「家庭教育」可能 有一個全新的含義

疫情期間的另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教育。由於世界各地的學校在封鎖期

關閉 了大門，甚至為了減少感染疫情蔓延的風險，讓學生在家學習。 這

迫使學校和整個教育界提出了新的溝通、協作和評估的方法。保持生產

效 率所需的工具數量激增。就像元宇宙中的工作場所具有的沈浸感一樣

，教室也可以被改造。它可能具有更多的社會互動，消除在視頻通話中

看到的陰郁的面孔，學習的過程甚至 可以遊戲化。

正如DeFi將擾亂當前國際貨幣平衡一樣，韓國高級科學技術研究所

(KAIST) 的李光耀認為，擁有最好的數字基礎設施和精通互聯網的人力資

源的大學將 成為新一流的大學。

像 Roblox 和 Minecraft 這樣的遊戲已經讓用戶花費了數百個小時來設計

元素，為自己創造一個適合自己玩的世界。與此同時，手機上的休閑遊

戲已經變得更加主流，像 Ludo 這樣的遊戲填滿了碎片化的時間。用戶

要花幾個小時在手機上玩糖果傳奇、絕地求生和部族戰爭。雖然他們在

遊戲中賺到了某種通證，但他們通常不能被兌換成法定貨幣，也不能在

遊戲之外消費。「GAMEFI」的概念旨在改變這種狀況。玩家已經從 

Axie Infinity 這樣的平臺上獲得了收益，他們利用自己的獎勵來補充他們

的 收入。

GAMEFI 這樣建立在區塊鏈之上的項目，允許用戶創建自己的 NFT，並

把它們出售給其他的用戶。由於這些交易是使用以太坊完成的，利潤可

以被交換為在現實世界中使用的法定貨幣。

網上購物

網上購物已經相當方便了，像亞馬遜和 Flipkart 這樣的品牌提供了快速

送貨和多種品牌可供選擇。然而，仍然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精確

的尺寸、退款過程中的小故障、以及某一特定物品在現實生活中的樣子 

，尤其是在買衣服的時候。如今，印度一家銷售眼鏡的電子商務公司 

Lenskart 已經采取了虛擬試穿的措施，使用攝像機顯示不同的眼鏡架在

你臉上的樣子。然而進一步來看，你不僅僅是為自己而買東西，虛擬時

尚和虛擬形象皮膚的新概念將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可能只存在於網上的

時裝公司和品牌。隨著人們工作時間的改變，虛擬環境中的試穿可能變

得更加重要，你的虛擬形象在元宇宙中可能會為你挑選正確的領帶。

旅行和旅遊

去年旅行受到了限製，古希臘和埃及元宇宙旅遊變得很受歡迎。開發者

計劃讓遊客沈浸其中，並重現了美國內戰等事件。你可以跨越國境而不

必離開自己的家，還可以讓時間倒退。

還有一些旅遊元宇宙的 App 計劃使用 MR 技術，指導司機、提供景點相

關的更多的信息、將旅遊攻略聚集在一起，以獲得更加愉悅的體驗。比

如說，參觀博物館的人可以自動的收到更多關於他們所看到的展品的背

景和信息。此外，由於辦公室使用剛剛在上方提到的元宇宙進行協作，

就不需要長途跋涉，從而節省了預算和燃料。對於想在國際大學學習的

學生來說，費用將隨著住宿和旅行需求的降低而大幅降低。

線上聚會和音樂會

很多的 DAPP 都推出了一系列新功能，允許用戶在疫情期間進行更多的

視頻互動，這只是少數幾款 DAPP 試圖改變人們在家裏的聚會方式的一

部分。在很多方面來看，這比在現實生活中參加聚會要容易得多。然而

，它確實缺 乏真實生活派對的「外觀和感受」。

元宇宙正在尋找彌合這一鴻溝的方法。像 Sandbox 這樣的項目，建立在

以太坊區塊鏈上，允許用戶購買土地，建造房產，並主辦他們想要的任

何事件。說唱歌手 SnoopDogg 甚至在重建了自己的豪宅，並向用戶提

供貴賓票，讓他們參加他的音樂會。元宇宙中的土地已經以數百萬美元

的價格出售。

擁有在線數字財產

在現實生活中，藝術品和土地一直吸引著投資者。那麽聽到房地產在網

絡中的虛擬土地上建立的消息，你會感到驚訝嗎？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涉

足元宇宙，至少有一些人已經理解了元宇宙中「土地」的價值。土地作

為 NFT 具有一定 的價值，投資者在一些 DAPP 項目中進行了下註。

在元宇宙中冒險

除非是詹姆斯·邦德，現實生活是不夠刺激的。不然你怎麽解釋有些人

會無止境地追求刺激，遊覽一些主題公園、參加跳傘等冒險的活動。隨

著元宇宙技術的進步，即使我們這些不是億萬富翁的人也可以體驗一樣

刺激的活動。例如，十個相距遙遠的朋友可以去參與皮劃艇、賽車、爬

山、跳傘、坐過山車等活動，甚至去太空旅行。有些遊戲玩家已經嘗到

了它能夠有趣。一個完全虛擬的世界可以對現實世界進行復刻，並且擁

有社會的功能和規模經濟。



改變我們與計算機的互動 方式

就像觸摸屏已經出現了幾十年，才通過 iPhone 進入大眾市場，為日常生

活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如果任何形式的元宇宙硬件在「元宇宙」之後變得

更加普及，我們將發現在空中移動手指操控計算機會變得十分的尋常。

這些都與 DeFi 聯系在一起

在元宇宙的世界也許沒有正規的銀行部門。 但 DeFi 這樣的解決方案正在

興起。這就是購買 NFT 和數字資產的方式，出售門票、交換通證，以及

產生其他的交易。如果傳統的銀行繼續保持對這方面不重視的話，生活

在元宇宙的人們的勢頭就會增加，DeFi 將根據成倍增加的交易數量激增

。到目前為止，每個元宇宙平臺都試圖使用不同的加密通證。Face-

book 的元宇宙可能會圍繞著它的穩定幣 Diem 開展。

元宇宙將改變你所購 買的技術

元宇宙是多種多樣的，應用也是多種多樣的。就像擁有個人電腦的人買

一個鍵盤和鼠標回家一樣，元宇宙融入我們的生活可能會改變我們在數

字世界生存所需的技術 。App 可以通過使用簡單的攝像頭獲得元宇宙的

功能，比如內置在任何筆記本電腦或手機中的攝像頭。這將使他們能夠

在 MR 模式下運行，這意味著你的屏幕顯示的是攝像機看到的真實世界

，但上面有一個半透明層，由 App 提供。更有雄心和更全面的元宇宙 

App 使用元宇宙耳機。反過來，元宇宙耳機的順利運行需要一部高端手

機，或者一臺功能強大的筆記本電腦或臺式機，並配有良好的顯卡和處

理器。元宇宙耳機在移動時不方便使用，但對於希望員工在家辦公的公

司來說是一個福音，它提供了讓人沈浸的體驗。

SPC 在元宇宙的应用:
SPC 元宇宙产业园

PC 項目規劃在 2023 年在東南亞等國重金投資打造「SPC 元宇宙」品牌 

，成立第一家在元宇宙領域擁有所有生態應用、 場景建設、技術培訓等

相關產業的科技園。元宇宙屬於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其本身不是一個點

的技術，而是一個面的技術，所以 SPC 建設整體的產業園區建設具有重

大意義。SPC現在已經展開對打造「區塊鏈產業園」的構想與籌備。預

計在 5-8 年實現 SPC 元宇宙生態品牌建設，成為全球知名品牌。

元宇宙產業園建成後預計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元宇宙產業園之一。SPC 元

宇宙品牌，以打造全球元宇宙產業高地為發展目標，以元宇宙技術為依

托，全面助力「元宇宙 區塊鏈 AR VR」的發展和技術融合我們的元宇宙

產業園將會涵蓋了研發、辦公、培訓、商務、展廳、生活配套設施等，

完全投產後能承載上萬人開展元宇宙業務，在面積與功能上將會達到世

界領先。

SPC元宇宙品牌產業園的建設啟動及項目落地，將進一步夯實我們在區

塊鏈 AIAR 人工智能等行業的頭部地位，同時SPC也將持續攻關區塊鏈元

宇宙核心技術，加快推動區塊鏈元宇宙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帶領行業

發展邁入新篇章。

SPC 元宇宙+沉香農業

SPC 元宇宙 + SPC沉香產業：最前沿的技術和最古老的產業碰撞出了火

花 SPC 將會在擴展現實（XR）、區塊鏈、雲計算、數字孿生等新技術把

元宇宙具體化，應用最領先的技術把農業產業的能力發揮到極致，公司

也規劃 2023 年將會在東南亞國家落地元宇宙第一個生態應用。

SPC 的元宇宙包括：沉浸式體驗，低延遲和擬真感讓用戶具有身臨其境

的感官體驗；虛擬化分身，現實世界的用戶將在數字世界中擁有一個或

多個 ID 身份；開放式創造，用戶通過終端進入數字世界，可利用海量資

源展開創造活動，強社交屬性，現實社交關系鏈將在數字世界發生轉移

和重組;穩定化系統，具有安全、穩定、有序的經濟運行系統。SPC 將會

使用元宇宙、AR 實現元宇宙的技術路徑。

AR 是增強現實，也叫混合現實，是一種實時地計算攝影機影像的位置及

角度並加上相應圖像的技術，這種技術的目標是在屏幕上把虛擬世界套

在現實世界並進行互動。它通過電腦技術，將虛擬的信息應用到真實世

界，真實的環境和虛擬的物體實時地疊加到了同一個畫面或空間同時存

在。我們常見的蘋果和華為手機、平板就可以通過一些簡單的 AR 應用，

來實現一些有趣的功能。

可以說，元宇宙是完全虛擬沉浸式的體驗，AR 是基於現實世界的視覺增

強。我們深知在沉香領域市場而言，"元宇宙/AR/VR+農業"還是一個空

白點：一來元宇宙是個新興事物，對於不同產業的整合尚處於摸索和試

錯階段。二來目前元宇宙行業的實際營收基本上還集中在遊戲和新聞現

場等契合度高的行業，而對沉香農業領域應用元宇宙技術的探索還很少

。其實，元宇宙/AR/VR 技術應用於農業領域的前景非常廣闊，以下我們

將會介紹 SPC 在元宇宙 /AR/VR 技術中的應用。

SPC 元宇宙元宇宙/AR/VR + 沉香農業的應用場景

1、SPC 的沉香電商

元宇宙和電商的聯結是基於食品安全和供需矛盾等痛點，即消費者和生

產者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元宇宙引入傳統電商可以改變這種情況，消

費者和渠道經銷商可以更好地了解農產品源頭的整體情況，大大降低了

消費者和渠道商對農產品質量信息的獲取成本，提升消費者的體驗感。

當下，消費者越來越註重參與和體驗，元宇宙技術引入到農產品生產源

頭，可以說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2、SPC 沈香生產

元宇宙技術出現之前，任何的創新和進步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沉香農業是土地和時間的藝術，在這個領域的任何創新都需要一年以

上的周期去驗證和調整。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可以幫助我們縮短周期和

成本。因為超高的耗費，目前只有大型公司或科研機構有實力去從事技

術研究，而即使是大型公司機構作出的科研成果，也面臨著一個二次適

應的問題——即當科研成果運用到有著各種各樣天氣氣候、土壤條件的

耕地時，在原始成果的參數基礎上，需要進行一些微調。而最關心實際

應用的人，卻無力去進行這種微調。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將會對以上所

有問題作出解答。

虛擬植物：元宇宙可以在虛擬環境中體現植物整個生長過程，也可以在

短短的幾十分鐘內收集到大量的植物生長數據，一改傳統難以量化的特

點，為智能化和精細化農業提供幫助。模擬害蟲：元宇宙還可以模擬害

蟲的活動，確定最佳的噴藥方式和時間，不需要高深的實驗技能，只需

要借助設備仔細觀察，就能得到第一手數據資料。

3、SPC 農業體驗

農業正在改變過去那種「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形象，也有越來越多

的消費者願意參與到農業生產中。元宇宙/AR/VR 為農業參與提供了更多

可能性。比如，將元宇宙技術運用到休閑農場的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

元宇宙技術，可以盡情發揮消費者的想象力。

將元宇宙技術應用於農莊休閑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元宇宙技術，可以

盡情激發遊客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增強他們的立體空間感，成為一

個人們遊戲娛樂的空間。別具一格，多樣化的元宇宙主題農莊足以讓人

興奮。 比如，SPC 的元宇宙應用系統會給觀眾展示了元宇宙種沉香的過

程，從開墾到播種再到收獲，利用元宇宙技術讓觀眾可以在一個虛擬的

農場中體驗種地的樂趣。

農業作為最重要、最基礎的產業，對元宇宙技術的渴求不予言表。我們

期待元宇宙技術以更多形式融入傳統農業領域，為農業這個歷史最悠久

的傳統行業帶來新的變革。在技術演進和人類需求的共同推動下，元宇

宙場景的實現以及元宇宙產業的成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作為真實世界

的延伸與拓展，元宇宙所帶來的巨大機遇和革命性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最前沿的技術加上最古老的產業相遇，元宇宙+農業一定能激蕩出前所未

有的變革。

慈善

SPC 項目將拿出 176 万枚加密貨幣進行捐贈

從目前市場上純粹以傳統農業為主的慈善產品非常少，具備一定的稀缺

性。資本市場並不關註，尤其是沉香領域，從皇家植菌技術專業的科技

角度來看，沉香樹種下去的第3年開始有成效，在5年後從樹幹結痂的地

方提煉出的沉香精油，所以我們啟動了 SPC 沉香扶貧計劃 ，我們將會采

用第四代沉香誘導技術研發進行新沈香產業應用開發，務求協助鄉農貧

民完成行業轉型突破， 並同時推進全球 30 億沉香樹的宏遠目標，所以此

次計劃是以「土地種植最大 化收成效 益速度化」的概念，推動我們的項

目成為全球最優秀的高科技精細化工與生物科技企業之一。

隨著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沉香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沉香捐贈扶貧計劃

以「協助鄉區農民脫 貧致富」為發展方向，本著回饋社會精神，推動亞

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布局。

3.1 SPC 通證產出機製及全球社區體系建設

SPC 發行總量 8800 萬枚 

第一階段 ：200 萬枚 ：0.1U 
第二階段 ：200 萬枚 ：0.12U
第三階段 ：200 萬枚 ：0.14U
最後階段 ：200 萬枚 ：0.16U

上線釋放 10%，剩余 90% 180 天釋放完
POS 產出機製:
800 枚 - 3000 枚-8000 枚
半年時間原始算力產出 1.5 倍收益

發行機構持有 12.5% 風投機構 5% 社群空投 2% 慈善捐贈 2%

市場
布道獲得 POS 產出收益的 100%，
加速 1.5 倍釋放。 布道三個 C 級節點後總收益提升到 2.5 倍。

3.2 核心開發團隊

SPC的開發以及研究是來自全球區塊鏈研究資深團隊，具備資深的技術

叠代升級能力和高效執行力。



改變我們與計算機的互動 方式

就像觸摸屏已經出現了幾十年，才通過 iPhone 進入大眾市場，為日常生

活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如果任何形式的元宇宙硬件在「元宇宙」之後變得

更加普及，我們將發現在空中移動手指操控計算機會變得十分的尋常。

這些都與 DeFi 聯系在一起

在元宇宙的世界也許沒有正規的銀行部門。 但 DeFi 這樣的解決方案正在

興起。這就是購買 NFT 和數字資產的方式，出售門票、交換通證，以及

產生其他的交易。如果傳統的銀行繼續保持對這方面不重視的話，生活

在元宇宙的人們的勢頭就會增加，DeFi 將根據成倍增加的交易數量激增

。到目前為止，每個元宇宙平臺都試圖使用不同的加密通證。Face-

book 的元宇宙可能會圍繞著它的穩定幣 Diem 開展。

元宇宙將改變你所購 買的技術

元宇宙是多種多樣的，應用也是多種多樣的。就像擁有個人電腦的人買

一個鍵盤和鼠標回家一樣，元宇宙融入我們的生活可能會改變我們在數

字世界生存所需的技術 。App 可以通過使用簡單的攝像頭獲得元宇宙的

功能，比如內置在任何筆記本電腦或手機中的攝像頭。這將使他們能夠

在 MR 模式下運行，這意味著你的屏幕顯示的是攝像機看到的真實世界

，但上面有一個半透明層，由 App 提供。更有雄心和更全面的元宇宙 

App 使用元宇宙耳機。反過來，元宇宙耳機的順利運行需要一部高端手

機，或者一臺功能強大的筆記本電腦或臺式機，並配有良好的顯卡和處

理器。元宇宙耳機在移動時不方便使用，但對於希望員工在家辦公的公

司來說是一個福音，它提供了讓人沈浸的體驗。

SPC 在元宇宙的应用:
SPC 元宇宙产业园

PC 項目規劃在 2023 年在東南亞等國重金投資打造「SPC 元宇宙」品牌 

，成立第一家在元宇宙領域擁有所有生態應用、 場景建設、技術培訓等

相關產業的科技園。元宇宙屬於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其本身不是一個點

的技術，而是一個面的技術，所以 SPC 建設整體的產業園區建設具有重

大意義。SPC現在已經展開對打造「區塊鏈產業園」的構想與籌備。預

計在 5-8 年實現 SPC 元宇宙生態品牌建設，成為全球知名品牌。

元宇宙產業園建成後預計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元宇宙產業園之一。SPC 元

宇宙品牌，以打造全球元宇宙產業高地為發展目標，以元宇宙技術為依

托，全面助力「元宇宙 區塊鏈 AR VR」的發展和技術融合我們的元宇宙

產業園將會涵蓋了研發、辦公、培訓、商務、展廳、生活配套設施等，

完全投產後能承載上萬人開展元宇宙業務，在面積與功能上將會達到世

界領先。

SPC元宇宙品牌產業園的建設啟動及項目落地，將進一步夯實我們在區

塊鏈 AIAR 人工智能等行業的頭部地位，同時SPC也將持續攻關區塊鏈元

宇宙核心技術，加快推動區塊鏈元宇宙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帶領行業

發展邁入新篇章。

SPC 元宇宙+沉香農業

SPC 元宇宙 + SPC沉香產業：最前沿的技術和最古老的產業碰撞出了火

花 SPC 將會在擴展現實（XR）、區塊鏈、雲計算、數字孿生等新技術把

元宇宙具體化，應用最領先的技術把農業產業的能力發揮到極致，公司

也規劃 2023 年將會在東南亞國家落地元宇宙第一個生態應用。

SPC 的元宇宙包括：沉浸式體驗，低延遲和擬真感讓用戶具有身臨其境

的感官體驗；虛擬化分身，現實世界的用戶將在數字世界中擁有一個或

多個 ID 身份；開放式創造，用戶通過終端進入數字世界，可利用海量資

源展開創造活動，強社交屬性，現實社交關系鏈將在數字世界發生轉移

和重組;穩定化系統，具有安全、穩定、有序的經濟運行系統。SPC 將會

使用元宇宙、AR 實現元宇宙的技術路徑。

AR 是增強現實，也叫混合現實，是一種實時地計算攝影機影像的位置及

角度並加上相應圖像的技術，這種技術的目標是在屏幕上把虛擬世界套

在現實世界並進行互動。它通過電腦技術，將虛擬的信息應用到真實世

界，真實的環境和虛擬的物體實時地疊加到了同一個畫面或空間同時存

在。我們常見的蘋果和華為手機、平板就可以通過一些簡單的 AR 應用，

來實現一些有趣的功能。

可以說，元宇宙是完全虛擬沉浸式的體驗，AR 是基於現實世界的視覺增

強。我們深知在沉香領域市場而言，"元宇宙/AR/VR+農業"還是一個空

白點：一來元宇宙是個新興事物，對於不同產業的整合尚處於摸索和試

錯階段。二來目前元宇宙行業的實際營收基本上還集中在遊戲和新聞現

場等契合度高的行業，而對沉香農業領域應用元宇宙技術的探索還很少

。其實，元宇宙/AR/VR 技術應用於農業領域的前景非常廣闊，以下我們

將會介紹 SPC 在元宇宙 /AR/VR 技術中的應用。

SPC 元宇宙元宇宙/AR/VR + 沉香農業的應用場景

1、SPC 的沉香電商

元宇宙和電商的聯結是基於食品安全和供需矛盾等痛點，即消費者和生

產者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元宇宙引入傳統電商可以改變這種情況，消

費者和渠道經銷商可以更好地了解農產品源頭的整體情況，大大降低了

消費者和渠道商對農產品質量信息的獲取成本，提升消費者的體驗感。

當下，消費者越來越註重參與和體驗，元宇宙技術引入到農產品生產源

頭，可以說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2、SPC 沈香生產

元宇宙技術出現之前，任何的創新和進步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沉香農業是土地和時間的藝術，在這個領域的任何創新都需要一年以

上的周期去驗證和調整。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可以幫助我們縮短周期和

成本。因為超高的耗費，目前只有大型公司或科研機構有實力去從事技

術研究，而即使是大型公司機構作出的科研成果，也面臨著一個二次適

應的問題——即當科研成果運用到有著各種各樣天氣氣候、土壤條件的

耕地時，在原始成果的參數基礎上，需要進行一些微調。而最關心實際

應用的人，卻無力去進行這種微調。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將會對以上所

有問題作出解答。

虛擬植物：元宇宙可以在虛擬環境中體現植物整個生長過程，也可以在

短短的幾十分鐘內收集到大量的植物生長數據，一改傳統難以量化的特

點，為智能化和精細化農業提供幫助。模擬害蟲：元宇宙還可以模擬害

蟲的活動，確定最佳的噴藥方式和時間，不需要高深的實驗技能，只需

要借助設備仔細觀察，就能得到第一手數據資料。

3、SPC 農業體驗

農業正在改變過去那種「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形象，也有越來越多

的消費者願意參與到農業生產中。元宇宙/AR/VR 為農業參與提供了更多

可能性。比如，將元宇宙技術運用到休閑農場的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

元宇宙技術，可以盡情發揮消費者的想象力。

將元宇宙技術應用於農莊休閑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元宇宙技術，可以

盡情激發遊客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增強他們的立體空間感，成為一

個人們遊戲娛樂的空間。別具一格，多樣化的元宇宙主題農莊足以讓人

興奮。 比如，SPC 的元宇宙應用系統會給觀眾展示了元宇宙種沉香的過

程，從開墾到播種再到收獲，利用元宇宙技術讓觀眾可以在一個虛擬的

農場中體驗種地的樂趣。

農業作為最重要、最基礎的產業，對元宇宙技術的渴求不予言表。我們

期待元宇宙技術以更多形式融入傳統農業領域，為農業這個歷史最悠久

的傳統行業帶來新的變革。在技術演進和人類需求的共同推動下，元宇

宙場景的實現以及元宇宙產業的成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作為真實世界

的延伸與拓展，元宇宙所帶來的巨大機遇和革命性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最前沿的技術加上最古老的產業相遇，元宇宙+農業一定能激蕩出前所未

有的變革。

慈善

SPC 項目將拿出 176 万枚加密貨幣進行捐贈

從目前市場上純粹以傳統農業為主的慈善產品非常少，具備一定的稀缺

性。資本市場並不關註，尤其是沉香領域，從皇家植菌技術專業的科技

角度來看，沉香樹種下去的第3年開始有成效，在5年後從樹幹結痂的地

方提煉出的沉香精油，所以我們啟動了 SPC 沉香扶貧計劃 ，我們將會采

用第四代沉香誘導技術研發進行新沈香產業應用開發，務求協助鄉農貧

民完成行業轉型突破， 並同時推進全球 30 億沉香樹的宏遠目標，所以此

次計劃是以「土地種植最大 化收成效 益速度化」的概念，推動我們的項

目成為全球最優秀的高科技精細化工與生物科技企業之一。

隨著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沉香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沉香捐贈扶貧計劃

以「協助鄉區農民脫 貧致富」為發展方向，本著回饋社會精神，推動亞

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布局。

3.1 SPC 通證產出機製及全球社區體系建設

SPC 發行總量 8800 萬枚 

第一階段 ：200 萬枚 ：0.1U 
第二階段 ：200 萬枚 ：0.12U
第三階段 ：200 萬枚 ：0.14U
最後階段 ：200 萬枚 ：0.16U

上線釋放 10%，剩余 90% 180 天釋放完
POS 產出機製:
800 枚 - 3000 枚-8000 枚
半年時間原始算力產出 1.5 倍收益

發行機構持有 12.5% 風投機構 5% 社群空投 2% 慈善捐贈 2%

市場
布道獲得 POS 產出收益的 100%，
加速 1.5 倍釋放。 布道三個 C 級節點後總收益提升到 2.5 倍。

3.2 核心開發團隊

SPC的開發以及研究是來自全球區塊鏈研究資深團隊，具備資深的技術

叠代升級能力和高效執行力。



改變我們與計算機的互動 方式

就像觸摸屏已經出現了幾十年，才通過 iPhone 進入大眾市場，為日常生

活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如果任何形式的元宇宙硬件在「元宇宙」之後變得

更加普及，我們將發現在空中移動手指操控計算機會變得十分的尋常。

這些都與 DeFi 聯系在一起

在元宇宙的世界也許沒有正規的銀行部門。 但 DeFi 這樣的解決方案正在

興起。這就是購買 NFT 和數字資產的方式，出售門票、交換通證，以及

產生其他的交易。如果傳統的銀行繼續保持對這方面不重視的話，生活

在元宇宙的人們的勢頭就會增加，DeFi 將根據成倍增加的交易數量激增

。到目前為止，每個元宇宙平臺都試圖使用不同的加密通證。Face-

book 的元宇宙可能會圍繞著它的穩定幣 Diem 開展。

元宇宙將改變你所購 買的技術

元宇宙是多種多樣的，應用也是多種多樣的。就像擁有個人電腦的人買

一個鍵盤和鼠標回家一樣，元宇宙融入我們的生活可能會改變我們在數

字世界生存所需的技術 。App 可以通過使用簡單的攝像頭獲得元宇宙的

功能，比如內置在任何筆記本電腦或手機中的攝像頭。這將使他們能夠

在 MR 模式下運行，這意味著你的屏幕顯示的是攝像機看到的真實世界

，但上面有一個半透明層，由 App 提供。更有雄心和更全面的元宇宙 

App 使用元宇宙耳機。反過來，元宇宙耳機的順利運行需要一部高端手

機，或者一臺功能強大的筆記本電腦或臺式機，並配有良好的顯卡和處

理器。元宇宙耳機在移動時不方便使用，但對於希望員工在家辦公的公

司來說是一個福音，它提供了讓人沈浸的體驗。

SPC 在元宇宙的应用:
SPC 元宇宙产业园

PC 項目規劃在 2023 年在東南亞等國重金投資打造「SPC 元宇宙」品牌 

，成立第一家在元宇宙領域擁有所有生態應用、 場景建設、技術培訓等

相關產業的科技園。元宇宙屬於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其本身不是一個點

的技術，而是一個面的技術，所以 SPC 建設整體的產業園區建設具有重

大意義。SPC現在已經展開對打造「區塊鏈產業園」的構想與籌備。預

計在 5-8 年實現 SPC 元宇宙生態品牌建設，成為全球知名品牌。

元宇宙產業園建成後預計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元宇宙產業園之一。SPC 元

宇宙品牌，以打造全球元宇宙產業高地為發展目標，以元宇宙技術為依

托，全面助力「元宇宙 區塊鏈 AR VR」的發展和技術融合我們的元宇宙

產業園將會涵蓋了研發、辦公、培訓、商務、展廳、生活配套設施等，

完全投產後能承載上萬人開展元宇宙業務，在面積與功能上將會達到世

界領先。

SPC元宇宙品牌產業園的建設啟動及項目落地，將進一步夯實我們在區

塊鏈 AIAR 人工智能等行業的頭部地位，同時SPC也將持續攻關區塊鏈元

宇宙核心技術，加快推動區塊鏈元宇宙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帶領行業

發展邁入新篇章。

SPC 元宇宙+沉香農業

SPC 元宇宙 + SPC沉香產業：最前沿的技術和最古老的產業碰撞出了火

花 SPC 將會在擴展現實（XR）、區塊鏈、雲計算、數字孿生等新技術把

元宇宙具體化，應用最領先的技術把農業產業的能力發揮到極致，公司

也規劃 2023 年將會在東南亞國家落地元宇宙第一個生態應用。

SPC 的元宇宙包括：沉浸式體驗，低延遲和擬真感讓用戶具有身臨其境

的感官體驗；虛擬化分身，現實世界的用戶將在數字世界中擁有一個或

多個 ID 身份；開放式創造，用戶通過終端進入數字世界，可利用海量資

源展開創造活動，強社交屬性，現實社交關系鏈將在數字世界發生轉移

和重組;穩定化系統，具有安全、穩定、有序的經濟運行系統。SPC 將會

使用元宇宙、AR 實現元宇宙的技術路徑。

AR 是增強現實，也叫混合現實，是一種實時地計算攝影機影像的位置及

角度並加上相應圖像的技術，這種技術的目標是在屏幕上把虛擬世界套

在現實世界並進行互動。它通過電腦技術，將虛擬的信息應用到真實世

界，真實的環境和虛擬的物體實時地疊加到了同一個畫面或空間同時存

在。我們常見的蘋果和華為手機、平板就可以通過一些簡單的 AR 應用，

來實現一些有趣的功能。

可以說，元宇宙是完全虛擬沉浸式的體驗，AR 是基於現實世界的視覺增

強。我們深知在沉香領域市場而言，"元宇宙/AR/VR+農業"還是一個空

白點：一來元宇宙是個新興事物，對於不同產業的整合尚處於摸索和試

錯階段。二來目前元宇宙行業的實際營收基本上還集中在遊戲和新聞現

場等契合度高的行業，而對沉香農業領域應用元宇宙技術的探索還很少

。其實，元宇宙/AR/VR 技術應用於農業領域的前景非常廣闊，以下我們

將會介紹 SPC 在元宇宙 /AR/VR 技術中的應用。

SPC 元宇宙元宇宙/AR/VR + 沉香農業的應用場景

1、SPC 的沉香電商

元宇宙和電商的聯結是基於食品安全和供需矛盾等痛點，即消費者和生

產者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元宇宙引入傳統電商可以改變這種情況，消

費者和渠道經銷商可以更好地了解農產品源頭的整體情況，大大降低了

消費者和渠道商對農產品質量信息的獲取成本，提升消費者的體驗感。

當下，消費者越來越註重參與和體驗，元宇宙技術引入到農產品生產源

頭，可以說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2、SPC 沈香生產

元宇宙技術出現之前，任何的創新和進步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沉香農業是土地和時間的藝術，在這個領域的任何創新都需要一年以

上的周期去驗證和調整。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可以幫助我們縮短周期和

成本。因為超高的耗費，目前只有大型公司或科研機構有實力去從事技

術研究，而即使是大型公司機構作出的科研成果，也面臨著一個二次適

應的問題——即當科研成果運用到有著各種各樣天氣氣候、土壤條件的

耕地時，在原始成果的參數基礎上，需要進行一些微調。而最關心實際

應用的人，卻無力去進行這種微調。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將會對以上所

有問題作出解答。

虛擬植物：元宇宙可以在虛擬環境中體現植物整個生長過程，也可以在

短短的幾十分鐘內收集到大量的植物生長數據，一改傳統難以量化的特

點，為智能化和精細化農業提供幫助。模擬害蟲：元宇宙還可以模擬害

蟲的活動，確定最佳的噴藥方式和時間，不需要高深的實驗技能，只需

要借助設備仔細觀察，就能得到第一手數據資料。

3、SPC 農業體驗

農業正在改變過去那種「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形象，也有越來越多

的消費者願意參與到農業生產中。元宇宙/AR/VR 為農業參與提供了更多

可能性。比如，將元宇宙技術運用到休閑農場的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

元宇宙技術，可以盡情發揮消費者的想象力。

將元宇宙技術應用於農莊休閑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元宇宙技術，可以

盡情激發遊客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增強他們的立體空間感，成為一

個人們遊戲娛樂的空間。別具一格，多樣化的元宇宙主題農莊足以讓人

興奮。 比如，SPC 的元宇宙應用系統會給觀眾展示了元宇宙種沉香的過

程，從開墾到播種再到收獲，利用元宇宙技術讓觀眾可以在一個虛擬的

農場中體驗種地的樂趣。

農業作為最重要、最基礎的產業，對元宇宙技術的渴求不予言表。我們

期待元宇宙技術以更多形式融入傳統農業領域，為農業這個歷史最悠久

的傳統行業帶來新的變革。在技術演進和人類需求的共同推動下，元宇

宙場景的實現以及元宇宙產業的成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作為真實世界

的延伸與拓展，元宇宙所帶來的巨大機遇和革命性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最前沿的技術加上最古老的產業相遇，元宇宙+農業一定能激蕩出前所未

有的變革。

慈善

SPC 項目將拿出 176 万枚加密貨幣進行捐贈

從目前市場上純粹以傳統農業為主的慈善產品非常少，具備一定的稀缺

性。資本市場並不關註，尤其是沉香領域，從皇家植菌技術專業的科技

角度來看，沉香樹種下去的第3年開始有成效，在5年後從樹幹結痂的地

方提煉出的沉香精油，所以我們啟動了 SPC 沉香扶貧計劃 ，我們將會采

用第四代沉香誘導技術研發進行新沈香產業應用開發，務求協助鄉農貧

民完成行業轉型突破， 並同時推進全球 30 億沉香樹的宏遠目標，所以此

次計劃是以「土地種植最大 化收成效 益速度化」的概念，推動我們的項

目成為全球最優秀的高科技精細化工與生物科技企業之一。

隨著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沉香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沉香捐贈扶貧計劃

以「協助鄉區農民脫 貧致富」為發展方向，本著回饋社會精神，推動亞

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布局。

3.1 SPC 通證產出機製及全球社區體系建設

SPC 發行總量 8800 萬枚 

第一階段 ：200 萬枚 ：0.1U 
第二階段 ：200 萬枚 ：0.12U
第三階段 ：200 萬枚 ：0.14U
最後階段 ：200 萬枚 ：0.16U

上線釋放 10%，剩余 90% 180 天釋放完
POS 產出機製:
800 枚 - 3000 枚-8000 枚
半年時間原始算力產出 1.5 倍收益

發行機構持有 12.5% 風投機構 5% 社群空投 2% 慈善捐贈 2%

市場
布道獲得 POS 產出收益的 100%，
加速 1.5 倍釋放。 布道三個 C 級節點後總收益提升到 2.5 倍。

3.2 核心開發團隊

SPC的開發以及研究是來自全球區塊鏈研究資深團隊，具備資深的技術

叠代升級能力和高效執行力。



改變我們與計算機的互動 方式

就像觸摸屏已經出現了幾十年，才通過 iPhone 進入大眾市場，為日常生

活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如果任何形式的元宇宙硬件在「元宇宙」之後變得

更加普及，我們將發現在空中移動手指操控計算機會變得十分的尋常。

這些都與 DeFi 聯系在一起

在元宇宙的世界也許沒有正規的銀行部門。 但 DeFi 這樣的解決方案正在

興起。這就是購買 NFT 和數字資產的方式，出售門票、交換通證，以及

產生其他的交易。如果傳統的銀行繼續保持對這方面不重視的話，生活

在元宇宙的人們的勢頭就會增加，DeFi 將根據成倍增加的交易數量激增

。到目前為止，每個元宇宙平臺都試圖使用不同的加密通證。Face-

book 的元宇宙可能會圍繞著它的穩定幣 Diem 開展。

元宇宙將改變你所購 買的技術

元宇宙是多種多樣的，應用也是多種多樣的。就像擁有個人電腦的人買

一個鍵盤和鼠標回家一樣，元宇宙融入我們的生活可能會改變我們在數

字世界生存所需的技術 。App 可以通過使用簡單的攝像頭獲得元宇宙的

功能，比如內置在任何筆記本電腦或手機中的攝像頭。這將使他們能夠

在 MR 模式下運行，這意味著你的屏幕顯示的是攝像機看到的真實世界

，但上面有一個半透明層，由 App 提供。更有雄心和更全面的元宇宙 

App 使用元宇宙耳機。反過來，元宇宙耳機的順利運行需要一部高端手

機，或者一臺功能強大的筆記本電腦或臺式機，並配有良好的顯卡和處

理器。元宇宙耳機在移動時不方便使用，但對於希望員工在家辦公的公

司來說是一個福音，它提供了讓人沈浸的體驗。

SPC 在元宇宙的应用:
SPC 元宇宙产业园

PC 項目規劃在 2023 年在東南亞等國重金投資打造「SPC 元宇宙」品牌 

，成立第一家在元宇宙領域擁有所有生態應用、 場景建設、技術培訓等

相關產業的科技園。元宇宙屬於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其本身不是一個點

的技術，而是一個面的技術，所以 SPC 建設整體的產業園區建設具有重

大意義。SPC現在已經展開對打造「區塊鏈產業園」的構想與籌備。預

計在 5-8 年實現 SPC 元宇宙生態品牌建設，成為全球知名品牌。

元宇宙產業園建成後預計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元宇宙產業園之一。SPC 元

宇宙品牌，以打造全球元宇宙產業高地為發展目標，以元宇宙技術為依

托，全面助力「元宇宙 區塊鏈 AR VR」的發展和技術融合我們的元宇宙

產業園將會涵蓋了研發、辦公、培訓、商務、展廳、生活配套設施等，

完全投產後能承載上萬人開展元宇宙業務，在面積與功能上將會達到世

界領先。

SPC元宇宙品牌產業園的建設啟動及項目落地，將進一步夯實我們在區

塊鏈 AIAR 人工智能等行業的頭部地位，同時SPC也將持續攻關區塊鏈元

宇宙核心技術，加快推動區塊鏈元宇宙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帶領行業

發展邁入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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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前沿的技術加上最古老的產業相遇，元宇宙+農業一定能激蕩出前所未

有的變革。

慈善

SPC 項目將拿出 176 万枚加密貨幣進行捐贈

從目前市場上純粹以傳統農業為主的慈善產品非常少，具備一定的稀缺

性。資本市場並不關註，尤其是沉香領域，從皇家植菌技術專業的科技

角度來看，沉香樹種下去的第3年開始有成效，在5年後從樹幹結痂的地

方提煉出的沉香精油，所以我們啟動了 SPC 沉香扶貧計劃 ，我們將會采

用第四代沉香誘導技術研發進行新沈香產業應用開發，務求協助鄉農貧

民完成行業轉型突破， 並同時推進全球 30 億沉香樹的宏遠目標，所以此

次計劃是以「土地種植最大 化收成效 益速度化」的概念，推動我們的項

目成為全球最優秀的高科技精細化工與生物科技企業之一。

隨著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沉香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沉香捐贈扶貧計劃

以「協助鄉區農民脫 貧致富」為發展方向，本著回饋社會精神，推動亞

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布局。

3.1 SPC 通證產出機製及全球社區體系建設

SPC 發行總量 8800 萬枚 

第一階段 ：200 萬枚 ：0.1U 
第二階段 ：200 萬枚 ：0.12U
第三階段 ：200 萬枚 ：0.14U
最後階段 ：200 萬枚 ：0.16U

上線釋放 10%，剩余 90% 180 天釋放完
POS 產出機製:
800 枚 - 3000 枚-8000 枚
半年時間原始算力產出 1.5 倍收益

發行機構持有 12.5% 風投機構 5% 社群空投 2% 慈善捐贈 2%

市場
布道獲得 POS 產出收益的 100%，
加速 1.5 倍釋放。 布道三個 C 級節點後總收益提升到 2.5 倍。

3.2 核心開發團隊

SPC的開發以及研究是來自全球區塊鏈研究資深團隊，具備資深的技術

叠代升級能力和高效執行力。



改變我們與計算機的互動 方式

就像觸摸屏已經出現了幾十年，才通過 iPhone 進入大眾市場，為日常生

活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如果任何形式的元宇宙硬件在「元宇宙」之後變得

更加普及，我們將發現在空中移動手指操控計算機會變得十分的尋常。

這些都與 DeFi 聯系在一起

在元宇宙的世界也許沒有正規的銀行部門。 但 DeFi 這樣的解決方案正在

興起。這就是購買 NFT 和數字資產的方式，出售門票、交換通證，以及

產生其他的交易。如果傳統的銀行繼續保持對這方面不重視的話，生活

在元宇宙的人們的勢頭就會增加，DeFi 將根據成倍增加的交易數量激增

。到目前為止，每個元宇宙平臺都試圖使用不同的加密通證。Face-

book 的元宇宙可能會圍繞著它的穩定幣 Diem 開展。

元宇宙將改變你所購 買的技術

元宇宙是多種多樣的，應用也是多種多樣的。就像擁有個人電腦的人買

一個鍵盤和鼠標回家一樣，元宇宙融入我們的生活可能會改變我們在數

字世界生存所需的技術 。App 可以通過使用簡單的攝像頭獲得元宇宙的

功能，比如內置在任何筆記本電腦或手機中的攝像頭。這將使他們能夠

在 MR 模式下運行，這意味著你的屏幕顯示的是攝像機看到的真實世界

，但上面有一個半透明層，由 App 提供。更有雄心和更全面的元宇宙 

App 使用元宇宙耳機。反過來，元宇宙耳機的順利運行需要一部高端手

機，或者一臺功能強大的筆記本電腦或臺式機，並配有良好的顯卡和處

理器。元宇宙耳機在移動時不方便使用，但對於希望員工在家辦公的公

司來說是一個福音，它提供了讓人沈浸的體驗。

SPC 在元宇宙的应用:
SPC 元宇宙产业园

PC 項目規劃在 2023 年在東南亞等國重金投資打造「SPC 元宇宙」品牌 

，成立第一家在元宇宙領域擁有所有生態應用、 場景建設、技術培訓等

相關產業的科技園。元宇宙屬於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其本身不是一個點

的技術，而是一個面的技術，所以 SPC 建設整體的產業園區建設具有重

大意義。SPC現在已經展開對打造「區塊鏈產業園」的構想與籌備。預

計在 5-8 年實現 SPC 元宇宙生態品牌建設，成為全球知名品牌。

元宇宙產業園建成後預計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元宇宙產業園之一。SPC 元

宇宙品牌，以打造全球元宇宙產業高地為發展目標，以元宇宙技術為依

托，全面助力「元宇宙 區塊鏈 AR VR」的發展和技術融合我們的元宇宙

產業園將會涵蓋了研發、辦公、培訓、商務、展廳、生活配套設施等，

完全投產後能承載上萬人開展元宇宙業務，在面積與功能上將會達到世

界領先。

SPC元宇宙品牌產業園的建設啟動及項目落地，將進一步夯實我們在區

塊鏈 AIAR 人工智能等行業的頭部地位，同時SPC也將持續攻關區塊鏈元

宇宙核心技術，加快推動區塊鏈元宇宙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帶領行業

發展邁入新篇章。

SPC 元宇宙+沉香農業

SPC 元宇宙 + SPC沉香產業：最前沿的技術和最古老的產業碰撞出了火

花 SPC 將會在擴展現實（XR）、區塊鏈、雲計算、數字孿生等新技術把

元宇宙具體化，應用最領先的技術把農業產業的能力發揮到極致，公司

也規劃 2023 年將會在東南亞國家落地元宇宙第一個生態應用。

SPC 的元宇宙包括：沉浸式體驗，低延遲和擬真感讓用戶具有身臨其境

的感官體驗；虛擬化分身，現實世界的用戶將在數字世界中擁有一個或

多個 ID 身份；開放式創造，用戶通過終端進入數字世界，可利用海量資

源展開創造活動，強社交屬性，現實社交關系鏈將在數字世界發生轉移

和重組;穩定化系統，具有安全、穩定、有序的經濟運行系統。SPC 將會

使用元宇宙、AR 實現元宇宙的技術路徑。

AR 是增強現實，也叫混合現實，是一種實時地計算攝影機影像的位置及

角度並加上相應圖像的技術，這種技術的目標是在屏幕上把虛擬世界套

在現實世界並進行互動。它通過電腦技術，將虛擬的信息應用到真實世

界，真實的環境和虛擬的物體實時地疊加到了同一個畫面或空間同時存

在。我們常見的蘋果和華為手機、平板就可以通過一些簡單的 AR 應用，

來實現一些有趣的功能。

可以說，元宇宙是完全虛擬沉浸式的體驗，AR 是基於現實世界的視覺增

強。我們深知在沉香領域市場而言，"元宇宙/AR/VR+農業"還是一個空

白點：一來元宇宙是個新興事物，對於不同產業的整合尚處於摸索和試

錯階段。二來目前元宇宙行業的實際營收基本上還集中在遊戲和新聞現

場等契合度高的行業，而對沉香農業領域應用元宇宙技術的探索還很少

。其實，元宇宙/AR/VR 技術應用於農業領域的前景非常廣闊，以下我們

將會介紹 SPC 在元宇宙 /AR/VR 技術中的應用。

SPC 元宇宙元宇宙/AR/VR + 沉香農業的應用場景

1、SPC 的沉香電商

元宇宙和電商的聯結是基於食品安全和供需矛盾等痛點，即消費者和生

產者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元宇宙引入傳統電商可以改變這種情況，消

費者和渠道經銷商可以更好地了解農產品源頭的整體情況，大大降低了

消費者和渠道商對農產品質量信息的獲取成本，提升消費者的體驗感。

當下，消費者越來越註重參與和體驗，元宇宙技術引入到農產品生產源

頭，可以說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2、SPC 沈香生產

元宇宙技術出現之前，任何的創新和進步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沉香農業是土地和時間的藝術，在這個領域的任何創新都需要一年以

上的周期去驗證和調整。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可以幫助我們縮短周期和

成本。因為超高的耗費，目前只有大型公司或科研機構有實力去從事技

術研究，而即使是大型公司機構作出的科研成果，也面臨著一個二次適

應的問題——即當科研成果運用到有著各種各樣天氣氣候、土壤條件的

耕地時，在原始成果的參數基礎上，需要進行一些微調。而最關心實際

應用的人，卻無力去進行這種微調。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將會對以上所

有問題作出解答。

虛擬植物：元宇宙可以在虛擬環境中體現植物整個生長過程，也可以在

短短的幾十分鐘內收集到大量的植物生長數據，一改傳統難以量化的特

點，為智能化和精細化農業提供幫助。模擬害蟲：元宇宙還可以模擬害

蟲的活動，確定最佳的噴藥方式和時間，不需要高深的實驗技能，只需

要借助設備仔細觀察，就能得到第一手數據資料。

3、SPC 農業體驗

農業正在改變過去那種「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形象，也有越來越多

的消費者願意參與到農業生產中。元宇宙/AR/VR 為農業參與提供了更多

可能性。比如，將元宇宙技術運用到休閑農場的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

元宇宙技術，可以盡情發揮消費者的想象力。

將元宇宙技術應用於農莊休閑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元宇宙技術，可以

盡情激發遊客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增強他們的立體空間感，成為一

個人們遊戲娛樂的空間。別具一格，多樣化的元宇宙主題農莊足以讓人

興奮。 比如，SPC 的元宇宙應用系統會給觀眾展示了元宇宙種沉香的過

程，從開墾到播種再到收獲，利用元宇宙技術讓觀眾可以在一個虛擬的

農場中體驗種地的樂趣。

農業作為最重要、最基礎的產業，對元宇宙技術的渴求不予言表。我們

期待元宇宙技術以更多形式融入傳統農業領域，為農業這個歷史最悠久

的傳統行業帶來新的變革。在技術演進和人類需求的共同推動下，元宇

宙場景的實現以及元宇宙產業的成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作為真實世界

的延伸與拓展，元宇宙所帶來的巨大機遇和革命性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最前沿的技術加上最古老的產業相遇，元宇宙+農業一定能激蕩出前所未

有的變革。

慈善

SPC 項目將拿出 176 万枚加密貨幣進行捐贈

從目前市場上純粹以傳統農業為主的慈善產品非常少，具備一定的稀缺

性。資本市場並不關註，尤其是沉香領域，從皇家植菌技術專業的科技

角度來看，沉香樹種下去的第3年開始有成效，在5年後從樹幹結痂的地

方提煉出的沉香精油，所以我們啟動了 SPC 沉香扶貧計劃 ，我們將會采

用第四代沉香誘導技術研發進行新沈香產業應用開發，務求協助鄉農貧

民完成行業轉型突破， 並同時推進全球 30 億沉香樹的宏遠目標，所以此

次計劃是以「土地種植最大 化收成效 益速度化」的概念，推動我們的項

目成為全球最優秀的高科技精細化工與生物科技企業之一。

隨著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沉香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沉香捐贈扶貧計劃

以「協助鄉區農民脫 貧致富」為發展方向，本著回饋社會精神，推動亞

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布局。

3.1 SPC 通證產出機製及全球社區體系建設

SPC 發行總量 8800 萬枚 

第一階段 ：200 萬枚 ：0.1U 
第二階段 ：200 萬枚 ：0.12U
第三階段 ：200 萬枚 ：0.14U
最後階段 ：200 萬枚 ：0.16U

上線釋放 10%，剩余 90% 180 天釋放完
POS 產出機製:
800 枚 - 3000 枚-8000 枚
半年時間原始算力產出 1.5 倍收益

發行機構持有 12.5% 風投機構 5% 社群空投 2% 慈善捐贈 2%

市場
布道獲得 POS 產出收益的 100%，
加速 1.5 倍釋放。 布道三個 C 級節點後總收益提升到 2.5 倍。

3.2 核心開發團隊

SPC的開發以及研究是來自全球區塊鏈研究資深團隊，具備資深的技術

叠代升級能力和高效執行力。



改變我們與計算機的互動 方式

就像觸摸屏已經出現了幾十年，才通過 iPhone 進入大眾市場，為日常生

活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如果任何形式的元宇宙硬件在「元宇宙」之後變得

更加普及，我們將發現在空中移動手指操控計算機會變得十分的尋常。

這些都與 DeFi 聯系在一起

在元宇宙的世界也許沒有正規的銀行部門。 但 DeFi 這樣的解決方案正在

興起。這就是購買 NFT 和數字資產的方式，出售門票、交換通證，以及

產生其他的交易。如果傳統的銀行繼續保持對這方面不重視的話，生活

在元宇宙的人們的勢頭就會增加，DeFi 將根據成倍增加的交易數量激增

。到目前為止，每個元宇宙平臺都試圖使用不同的加密通證。Face-

book 的元宇宙可能會圍繞著它的穩定幣 Diem 開展。

元宇宙將改變你所購 買的技術

元宇宙是多種多樣的，應用也是多種多樣的。就像擁有個人電腦的人買

一個鍵盤和鼠標回家一樣，元宇宙融入我們的生活可能會改變我們在數

字世界生存所需的技術 。App 可以通過使用簡單的攝像頭獲得元宇宙的

功能，比如內置在任何筆記本電腦或手機中的攝像頭。這將使他們能夠

在 MR 模式下運行，這意味著你的屏幕顯示的是攝像機看到的真實世界

，但上面有一個半透明層，由 App 提供。更有雄心和更全面的元宇宙 

App 使用元宇宙耳機。反過來，元宇宙耳機的順利運行需要一部高端手

機，或者一臺功能強大的筆記本電腦或臺式機，並配有良好的顯卡和處

理器。元宇宙耳機在移動時不方便使用，但對於希望員工在家辦公的公

司來說是一個福音，它提供了讓人沈浸的體驗。

SPC 在元宇宙的应用:
SPC 元宇宙产业园

PC 項目規劃在 2023 年在東南亞等國重金投資打造「SPC 元宇宙」品牌 

，成立第一家在元宇宙領域擁有所有生態應用、 場景建設、技術培訓等

相關產業的科技園。元宇宙屬於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其本身不是一個點

的技術，而是一個面的技術，所以 SPC 建設整體的產業園區建設具有重

大意義。SPC現在已經展開對打造「區塊鏈產業園」的構想與籌備。預

計在 5-8 年實現 SPC 元宇宙生態品牌建設，成為全球知名品牌。

元宇宙產業園建成後預計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元宇宙產業園之一。SPC 元

宇宙品牌，以打造全球元宇宙產業高地為發展目標，以元宇宙技術為依

托，全面助力「元宇宙 區塊鏈 AR VR」的發展和技術融合我們的元宇宙

產業園將會涵蓋了研發、辦公、培訓、商務、展廳、生活配套設施等，

完全投產後能承載上萬人開展元宇宙業務，在面積與功能上將會達到世

界領先。

SPC元宇宙品牌產業園的建設啟動及項目落地，將進一步夯實我們在區

塊鏈 AIAR 人工智能等行業的頭部地位，同時SPC也將持續攻關區塊鏈元

宇宙核心技術，加快推動區塊鏈元宇宙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帶領行業

發展邁入新篇章。

SPC 元宇宙+沉香農業

SPC 元宇宙 + SPC沉香產業：最前沿的技術和最古老的產業碰撞出了火

花 SPC 將會在擴展現實（XR）、區塊鏈、雲計算、數字孿生等新技術把

元宇宙具體化，應用最領先的技術把農業產業的能力發揮到極致，公司

也規劃 2023 年將會在東南亞國家落地元宇宙第一個生態應用。

SPC 的元宇宙包括：沉浸式體驗，低延遲和擬真感讓用戶具有身臨其境

的感官體驗；虛擬化分身，現實世界的用戶將在數字世界中擁有一個或

多個 ID 身份；開放式創造，用戶通過終端進入數字世界，可利用海量資

源展開創造活動，強社交屬性，現實社交關系鏈將在數字世界發生轉移

和重組;穩定化系統，具有安全、穩定、有序的經濟運行系統。SPC 將會

使用元宇宙、AR 實現元宇宙的技術路徑。

AR 是增強現實，也叫混合現實，是一種實時地計算攝影機影像的位置及

角度並加上相應圖像的技術，這種技術的目標是在屏幕上把虛擬世界套

在現實世界並進行互動。它通過電腦技術，將虛擬的信息應用到真實世

界，真實的環境和虛擬的物體實時地疊加到了同一個畫面或空間同時存

在。我們常見的蘋果和華為手機、平板就可以通過一些簡單的 AR 應用，

來實現一些有趣的功能。

可以說，元宇宙是完全虛擬沉浸式的體驗，AR 是基於現實世界的視覺增

強。我們深知在沉香領域市場而言，"元宇宙/AR/VR+農業"還是一個空

白點：一來元宇宙是個新興事物，對於不同產業的整合尚處於摸索和試

錯階段。二來目前元宇宙行業的實際營收基本上還集中在遊戲和新聞現

場等契合度高的行業，而對沉香農業領域應用元宇宙技術的探索還很少

。其實，元宇宙/AR/VR 技術應用於農業領域的前景非常廣闊，以下我們

將會介紹 SPC 在元宇宙 /AR/VR 技術中的應用。

SPC 元宇宙元宇宙/AR/VR + 沉香農業的應用場景

1、SPC 的沉香電商

元宇宙和電商的聯結是基於食品安全和供需矛盾等痛點，即消費者和生

產者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元宇宙引入傳統電商可以改變這種情況，消

費者和渠道經銷商可以更好地了解農產品源頭的整體情況，大大降低了

消費者和渠道商對農產品質量信息的獲取成本，提升消費者的體驗感。

當下，消費者越來越註重參與和體驗，元宇宙技術引入到農產品生產源

頭，可以說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2、SPC 沈香生產

元宇宙技術出現之前，任何的創新和進步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沉香農業是土地和時間的藝術，在這個領域的任何創新都需要一年以

上的周期去驗證和調整。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可以幫助我們縮短周期和

成本。因為超高的耗費，目前只有大型公司或科研機構有實力去從事技

術研究，而即使是大型公司機構作出的科研成果，也面臨著一個二次適

應的問題——即當科研成果運用到有著各種各樣天氣氣候、土壤條件的

耕地時，在原始成果的參數基礎上，需要進行一些微調。而最關心實際

應用的人，卻無力去進行這種微調。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將會對以上所

有問題作出解答。

虛擬植物：元宇宙可以在虛擬環境中體現植物整個生長過程，也可以在

短短的幾十分鐘內收集到大量的植物生長數據，一改傳統難以量化的特

點，為智能化和精細化農業提供幫助。模擬害蟲：元宇宙還可以模擬害

蟲的活動，確定最佳的噴藥方式和時間，不需要高深的實驗技能，只需

要借助設備仔細觀察，就能得到第一手數據資料。

3、SPC 農業體驗

農業正在改變過去那種「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形象，也有越來越多

的消費者願意參與到農業生產中。元宇宙/AR/VR 為農業參與提供了更多

可能性。比如，將元宇宙技術運用到休閑農場的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

元宇宙技術，可以盡情發揮消費者的想象力。

將元宇宙技術應用於農莊休閑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元宇宙技術，可以

盡情激發遊客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增強他們的立體空間感，成為一

個人們遊戲娛樂的空間。別具一格，多樣化的元宇宙主題農莊足以讓人

興奮。 比如，SPC 的元宇宙應用系統會給觀眾展示了元宇宙種沉香的過

程，從開墾到播種再到收獲，利用元宇宙技術讓觀眾可以在一個虛擬的

農場中體驗種地的樂趣。

農業作為最重要、最基礎的產業，對元宇宙技術的渴求不予言表。我們

期待元宇宙技術以更多形式融入傳統農業領域，為農業這個歷史最悠久

的傳統行業帶來新的變革。在技術演進和人類需求的共同推動下，元宇

宙場景的實現以及元宇宙產業的成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作為真實世界

的延伸與拓展，元宇宙所帶來的巨大機遇和革命性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最前沿的技術加上最古老的產業相遇，元宇宙+農業一定能激蕩出前所未

有的變革。

慈善

SPC 項目將拿出 176 万枚加密貨幣進行捐贈

從目前市場上純粹以傳統農業為主的慈善產品非常少，具備一定的稀缺

性。資本市場並不關註，尤其是沉香領域，從皇家植菌技術專業的科技

角度來看，沉香樹種下去的第3年開始有成效，在5年後從樹幹結痂的地

方提煉出的沉香精油，所以我們啟動了 SPC 沉香扶貧計劃 ，我們將會采

用第四代沉香誘導技術研發進行新沈香產業應用開發，務求協助鄉農貧

民完成行業轉型突破， 並同時推進全球 30 億沉香樹的宏遠目標，所以此

次計劃是以「土地種植最大 化收成效 益速度化」的概念，推動我們的項

目成為全球最優秀的高科技精細化工與生物科技企業之一。

隨著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沉香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沉香捐贈扶貧計劃

以「協助鄉區農民脫 貧致富」為發展方向，本著回饋社會精神，推動亞

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布局。

3.1 SPC 通證產出機製及全球社區體系建設

SPC 發行總量 8800 萬枚 

第一階段 ：200 萬枚 ：0.1U 
第二階段 ：200 萬枚 ：0.12U
第三階段 ：200 萬枚 ：0.14U
最後階段 ：200 萬枚 ：0.16U

上線釋放 10%，剩余 90% 180 天釋放完
POS 產出機製:
800 枚 - 3000 枚-8000 枚
半年時間原始算力產出 1.5 倍收益

發行機構持有 12.5% 風投機構 5% 社群空投 2% 慈善捐贈 2%

市場
布道獲得 POS 產出收益的 100%，
加速 1.5 倍釋放。 布道三個 C 級節點後總收益提升到 2.5 倍。

3.2 核心開發團隊

SPC的開發以及研究是來自全球區塊鏈研究資深團隊，具備資深的技術

叠代升級能力和高效執行力。



改變我們與計算機的互動 方式

就像觸摸屏已經出現了幾十年，才通過 iPhone 進入大眾市場，為日常生

活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如果任何形式的元宇宙硬件在「元宇宙」之後變得

更加普及，我們將發現在空中移動手指操控計算機會變得十分的尋常。

這些都與 DeFi 聯系在一起

在元宇宙的世界也許沒有正規的銀行部門。 但 DeFi 這樣的解決方案正在

興起。這就是購買 NFT 和數字資產的方式，出售門票、交換通證，以及

產生其他的交易。如果傳統的銀行繼續保持對這方面不重視的話，生活

在元宇宙的人們的勢頭就會增加，DeFi 將根據成倍增加的交易數量激增

。到目前為止，每個元宇宙平臺都試圖使用不同的加密通證。Face-

book 的元宇宙可能會圍繞著它的穩定幣 Diem 開展。

元宇宙將改變你所購 買的技術

元宇宙是多種多樣的，應用也是多種多樣的。就像擁有個人電腦的人買

一個鍵盤和鼠標回家一樣，元宇宙融入我們的生活可能會改變我們在數

字世界生存所需的技術 。App 可以通過使用簡單的攝像頭獲得元宇宙的

功能，比如內置在任何筆記本電腦或手機中的攝像頭。這將使他們能夠

在 MR 模式下運行，這意味著你的屏幕顯示的是攝像機看到的真實世界

，但上面有一個半透明層，由 App 提供。更有雄心和更全面的元宇宙 

App 使用元宇宙耳機。反過來，元宇宙耳機的順利運行需要一部高端手

機，或者一臺功能強大的筆記本電腦或臺式機，並配有良好的顯卡和處

理器。元宇宙耳機在移動時不方便使用，但對於希望員工在家辦公的公

司來說是一個福音，它提供了讓人沈浸的體驗。

SPC 在元宇宙的应用:
SPC 元宇宙产业园

PC 項目規劃在 2023 年在東南亞等國重金投資打造「SPC 元宇宙」品牌 

，成立第一家在元宇宙領域擁有所有生態應用、 場景建設、技術培訓等

相關產業的科技園。元宇宙屬於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其本身不是一個點

的技術，而是一個面的技術，所以 SPC 建設整體的產業園區建設具有重

大意義。SPC現在已經展開對打造「區塊鏈產業園」的構想與籌備。預

計在 5-8 年實現 SPC 元宇宙生態品牌建設，成為全球知名品牌。

元宇宙產業園建成後預計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元宇宙產業園之一。SPC 元

宇宙品牌，以打造全球元宇宙產業高地為發展目標，以元宇宙技術為依

托，全面助力「元宇宙 區塊鏈 AR VR」的發展和技術融合我們的元宇宙

產業園將會涵蓋了研發、辦公、培訓、商務、展廳、生活配套設施等，

完全投產後能承載上萬人開展元宇宙業務，在面積與功能上將會達到世

界領先。

SPC元宇宙品牌產業園的建設啟動及項目落地，將進一步夯實我們在區

塊鏈 AIAR 人工智能等行業的頭部地位，同時SPC也將持續攻關區塊鏈元

宇宙核心技術，加快推動區塊鏈元宇宙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帶領行業

發展邁入新篇章。

SPC 元宇宙+沉香農業

SPC 元宇宙 + SPC沉香產業：最前沿的技術和最古老的產業碰撞出了火

花 SPC 將會在擴展現實（XR）、區塊鏈、雲計算、數字孿生等新技術把

元宇宙具體化，應用最領先的技術把農業產業的能力發揮到極致，公司

也規劃 2023 年將會在東南亞國家落地元宇宙第一個生態應用。

SPC 的元宇宙包括：沉浸式體驗，低延遲和擬真感讓用戶具有身臨其境

的感官體驗；虛擬化分身，現實世界的用戶將在數字世界中擁有一個或

多個 ID 身份；開放式創造，用戶通過終端進入數字世界，可利用海量資

源展開創造活動，強社交屬性，現實社交關系鏈將在數字世界發生轉移

和重組;穩定化系統，具有安全、穩定、有序的經濟運行系統。SPC 將會

使用元宇宙、AR 實現元宇宙的技術路徑。

AR 是增強現實，也叫混合現實，是一種實時地計算攝影機影像的位置及

角度並加上相應圖像的技術，這種技術的目標是在屏幕上把虛擬世界套

在現實世界並進行互動。它通過電腦技術，將虛擬的信息應用到真實世

界，真實的環境和虛擬的物體實時地疊加到了同一個畫面或空間同時存

在。我們常見的蘋果和華為手機、平板就可以通過一些簡單的 AR 應用，

來實現一些有趣的功能。

可以說，元宇宙是完全虛擬沉浸式的體驗，AR 是基於現實世界的視覺增

強。我們深知在沉香領域市場而言，"元宇宙/AR/VR+農業"還是一個空

白點：一來元宇宙是個新興事物，對於不同產業的整合尚處於摸索和試

錯階段。二來目前元宇宙行業的實際營收基本上還集中在遊戲和新聞現

場等契合度高的行業，而對沉香農業領域應用元宇宙技術的探索還很少

。其實，元宇宙/AR/VR 技術應用於農業領域的前景非常廣闊，以下我們

將會介紹 SPC 在元宇宙 /AR/VR 技術中的應用。

SPC 元宇宙元宇宙/AR/VR + 沉香農業的應用場景

1、SPC 的沉香電商

元宇宙和電商的聯結是基於食品安全和供需矛盾等痛點，即消費者和生

產者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元宇宙引入傳統電商可以改變這種情況，消

費者和渠道經銷商可以更好地了解農產品源頭的整體情況，大大降低了

消費者和渠道商對農產品質量信息的獲取成本，提升消費者的體驗感。

當下，消費者越來越註重參與和體驗，元宇宙技術引入到農產品生產源

頭，可以說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2、SPC 沈香生產

元宇宙技術出現之前，任何的創新和進步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沉香農業是土地和時間的藝術，在這個領域的任何創新都需要一年以

上的周期去驗證和調整。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可以幫助我們縮短周期和

成本。因為超高的耗費，目前只有大型公司或科研機構有實力去從事技

術研究，而即使是大型公司機構作出的科研成果，也面臨著一個二次適

應的問題——即當科研成果運用到有著各種各樣天氣氣候、土壤條件的

耕地時，在原始成果的參數基礎上，需要進行一些微調。而最關心實際

應用的人，卻無力去進行這種微調。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將會對以上所

有問題作出解答。

虛擬植物：元宇宙可以在虛擬環境中體現植物整個生長過程，也可以在

短短的幾十分鐘內收集到大量的植物生長數據，一改傳統難以量化的特

點，為智能化和精細化農業提供幫助。模擬害蟲：元宇宙還可以模擬害

蟲的活動，確定最佳的噴藥方式和時間，不需要高深的實驗技能，只需

要借助設備仔細觀察，就能得到第一手數據資料。

3、SPC 農業體驗

農業正在改變過去那種「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形象，也有越來越多

的消費者願意參與到農業生產中。元宇宙/AR/VR 為農業參與提供了更多

可能性。比如，將元宇宙技術運用到休閑農場的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

元宇宙技術，可以盡情發揮消費者的想象力。

將元宇宙技術應用於農莊休閑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元宇宙技術，可以

盡情激發遊客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增強他們的立體空間感，成為一

個人們遊戲娛樂的空間。別具一格，多樣化的元宇宙主題農莊足以讓人

興奮。 比如，SPC 的元宇宙應用系統會給觀眾展示了元宇宙種沉香的過

程，從開墾到播種再到收獲，利用元宇宙技術讓觀眾可以在一個虛擬的

農場中體驗種地的樂趣。

農業作為最重要、最基礎的產業，對元宇宙技術的渴求不予言表。我們

期待元宇宙技術以更多形式融入傳統農業領域，為農業這個歷史最悠久

的傳統行業帶來新的變革。在技術演進和人類需求的共同推動下，元宇

宙場景的實現以及元宇宙產業的成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作為真實世界

的延伸與拓展，元宇宙所帶來的巨大機遇和革命性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最前沿的技術加上最古老的產業相遇，元宇宙+農業一定能激蕩出前所未

有的變革。

慈善

SPC 項目將拿出 176 万枚加密貨幣進行捐贈

從目前市場上純粹以傳統農業為主的慈善產品非常少，具備一定的稀缺

性。資本市場並不關註，尤其是沉香領域，從皇家植菌技術專業的科技

角度來看，沉香樹種下去的第3年開始有成效，在5年後從樹幹結痂的地

方提煉出的沉香精油，所以我們啟動了 SPC 沉香扶貧計劃 ，我們將會采

用第四代沉香誘導技術研發進行新沈香產業應用開發，務求協助鄉農貧

民完成行業轉型突破， 並同時推進全球 30 億沉香樹的宏遠目標，所以此

次計劃是以「土地種植最大 化收成效 益速度化」的概念，推動我們的項

目成為全球最優秀的高科技精細化工與生物科技企業之一。

隨著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沉香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沉香捐贈扶貧計劃

以「協助鄉區農民脫 貧致富」為發展方向，本著回饋社會精神，推動亞

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布局。

3.1 SPC 通證產出機製及全球社區體系建設

SPC 發行總量 8800 萬枚 

第一階段 ：200 萬枚 ：0.1U 
第二階段 ：200 萬枚 ：0.12U
第三階段 ：200 萬枚 ：0.14U
最後階段 ：200 萬枚 ：0.16U

上線釋放 10%，剩余 90% 180 天釋放完
POS 產出機製:
800 枚 - 3000 枚-8000 枚
半年時間原始算力產出 1.5 倍收益

發行機構持有 12.5% 風投機構 5% 社群空投 2% 慈善捐贈 2%

市場
布道獲得 POS 產出收益的 100%，
加速 1.5 倍釋放。 布道三個 C 級節點後總收益提升到 2.5 倍。

3.2 核心開發團隊

SPC的開發以及研究是來自全球區塊鏈研究資深團隊，具備資深的技術

叠代升級能力和高效執行力。



改變我們與計算機的互動 方式

就像觸摸屏已經出現了幾十年，才通過 iPhone 進入大眾市場，為日常生

活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如果任何形式的元宇宙硬件在「元宇宙」之後變得

更加普及，我們將發現在空中移動手指操控計算機會變得十分的尋常。

這些都與 DeFi 聯系在一起

在元宇宙的世界也許沒有正規的銀行部門。 但 DeFi 這樣的解決方案正在

興起。這就是購買 NFT 和數字資產的方式，出售門票、交換通證，以及

產生其他的交易。如果傳統的銀行繼續保持對這方面不重視的話，生活

在元宇宙的人們的勢頭就會增加，DeFi 將根據成倍增加的交易數量激增

。到目前為止，每個元宇宙平臺都試圖使用不同的加密通證。Face-

book 的元宇宙可能會圍繞著它的穩定幣 Diem 開展。

元宇宙將改變你所購 買的技術

元宇宙是多種多樣的，應用也是多種多樣的。就像擁有個人電腦的人買

一個鍵盤和鼠標回家一樣，元宇宙融入我們的生活可能會改變我們在數

字世界生存所需的技術 。App 可以通過使用簡單的攝像頭獲得元宇宙的

功能，比如內置在任何筆記本電腦或手機中的攝像頭。這將使他們能夠

在 MR 模式下運行，這意味著你的屏幕顯示的是攝像機看到的真實世界

，但上面有一個半透明層，由 App 提供。更有雄心和更全面的元宇宙 

App 使用元宇宙耳機。反過來，元宇宙耳機的順利運行需要一部高端手

機，或者一臺功能強大的筆記本電腦或臺式機，並配有良好的顯卡和處

理器。元宇宙耳機在移動時不方便使用，但對於希望員工在家辦公的公

司來說是一個福音，它提供了讓人沈浸的體驗。

SPC 在元宇宙的应用:
SPC 元宇宙产业园

PC 項目規劃在 2023 年在東南亞等國重金投資打造「SPC 元宇宙」品牌 

，成立第一家在元宇宙領域擁有所有生態應用、 場景建設、技術培訓等

相關產業的科技園。元宇宙屬於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其本身不是一個點

的技術，而是一個面的技術，所以 SPC 建設整體的產業園區建設具有重

大意義。SPC現在已經展開對打造「區塊鏈產業園」的構想與籌備。預

計在 5-8 年實現 SPC 元宇宙生態品牌建設，成為全球知名品牌。

元宇宙產業園建成後預計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元宇宙產業園之一。SPC 元

宇宙品牌，以打造全球元宇宙產業高地為發展目標，以元宇宙技術為依

托，全面助力「元宇宙 區塊鏈 AR VR」的發展和技術融合我們的元宇宙

產業園將會涵蓋了研發、辦公、培訓、商務、展廳、生活配套設施等，

完全投產後能承載上萬人開展元宇宙業務，在面積與功能上將會達到世

界領先。

SPC元宇宙品牌產業園的建設啟動及項目落地，將進一步夯實我們在區

塊鏈 AIAR 人工智能等行業的頭部地位，同時SPC也將持續攻關區塊鏈元

宇宙核心技術，加快推動區塊鏈元宇宙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帶領行業

發展邁入新篇章。

SPC 元宇宙+沉香農業

SPC 元宇宙 + SPC沉香產業：最前沿的技術和最古老的產業碰撞出了火

花 SPC 將會在擴展現實（XR）、區塊鏈、雲計算、數字孿生等新技術把

元宇宙具體化，應用最領先的技術把農業產業的能力發揮到極致，公司

也規劃 2023 年將會在東南亞國家落地元宇宙第一個生態應用。

SPC 的元宇宙包括：沉浸式體驗，低延遲和擬真感讓用戶具有身臨其境

的感官體驗；虛擬化分身，現實世界的用戶將在數字世界中擁有一個或

多個 ID 身份；開放式創造，用戶通過終端進入數字世界，可利用海量資

源展開創造活動，強社交屬性，現實社交關系鏈將在數字世界發生轉移

和重組;穩定化系統，具有安全、穩定、有序的經濟運行系統。SPC 將會

使用元宇宙、AR 實現元宇宙的技術路徑。

AR 是增強現實，也叫混合現實，是一種實時地計算攝影機影像的位置及

角度並加上相應圖像的技術，這種技術的目標是在屏幕上把虛擬世界套

在現實世界並進行互動。它通過電腦技術，將虛擬的信息應用到真實世

界，真實的環境和虛擬的物體實時地疊加到了同一個畫面或空間同時存

在。我們常見的蘋果和華為手機、平板就可以通過一些簡單的 AR 應用，

來實現一些有趣的功能。

可以說，元宇宙是完全虛擬沉浸式的體驗，AR 是基於現實世界的視覺增

強。我們深知在沉香領域市場而言，"元宇宙/AR/VR+農業"還是一個空

白點：一來元宇宙是個新興事物，對於不同產業的整合尚處於摸索和試

錯階段。二來目前元宇宙行業的實際營收基本上還集中在遊戲和新聞現

場等契合度高的行業，而對沉香農業領域應用元宇宙技術的探索還很少

。其實，元宇宙/AR/VR 技術應用於農業領域的前景非常廣闊，以下我們

將會介紹 SPC 在元宇宙 /AR/VR 技術中的應用。

SPC 元宇宙元宇宙/AR/VR + 沉香農業的應用場景

1、SPC 的沉香電商

元宇宙和電商的聯結是基於食品安全和供需矛盾等痛點，即消費者和生

產者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元宇宙引入傳統電商可以改變這種情況，消

費者和渠道經銷商可以更好地了解農產品源頭的整體情況，大大降低了

消費者和渠道商對農產品質量信息的獲取成本，提升消費者的體驗感。

當下，消費者越來越註重參與和體驗，元宇宙技術引入到農產品生產源

頭，可以說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2、SPC 沈香生產

元宇宙技術出現之前，任何的創新和進步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沉香農業是土地和時間的藝術，在這個領域的任何創新都需要一年以

上的周期去驗證和調整。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可以幫助我們縮短周期和

成本。因為超高的耗費，目前只有大型公司或科研機構有實力去從事技

術研究，而即使是大型公司機構作出的科研成果，也面臨著一個二次適

應的問題——即當科研成果運用到有著各種各樣天氣氣候、土壤條件的

耕地時，在原始成果的參數基礎上，需要進行一些微調。而最關心實際

應用的人，卻無力去進行這種微調。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將會對以上所

有問題作出解答。

虛擬植物：元宇宙可以在虛擬環境中體現植物整個生長過程，也可以在

短短的幾十分鐘內收集到大量的植物生長數據，一改傳統難以量化的特

點，為智能化和精細化農業提供幫助。模擬害蟲：元宇宙還可以模擬害

蟲的活動，確定最佳的噴藥方式和時間，不需要高深的實驗技能，只需

要借助設備仔細觀察，就能得到第一手數據資料。

3、SPC 農業體驗

農業正在改變過去那種「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形象，也有越來越多

的消費者願意參與到農業生產中。元宇宙/AR/VR 為農業參與提供了更多

可能性。比如，將元宇宙技術運用到休閑農場的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

元宇宙技術，可以盡情發揮消費者的想象力。

將元宇宙技術應用於農莊休閑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元宇宙技術，可以

盡情激發遊客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增強他們的立體空間感，成為一

個人們遊戲娛樂的空間。別具一格，多樣化的元宇宙主題農莊足以讓人

興奮。 比如，SPC 的元宇宙應用系統會給觀眾展示了元宇宙種沉香的過

程，從開墾到播種再到收獲，利用元宇宙技術讓觀眾可以在一個虛擬的

農場中體驗種地的樂趣。

農業作為最重要、最基礎的產業，對元宇宙技術的渴求不予言表。我們

期待元宇宙技術以更多形式融入傳統農業領域，為農業這個歷史最悠久

的傳統行業帶來新的變革。在技術演進和人類需求的共同推動下，元宇

宙場景的實現以及元宇宙產業的成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作為真實世界

的延伸與拓展，元宇宙所帶來的巨大機遇和革命性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最前沿的技術加上最古老的產業相遇，元宇宙+農業一定能激蕩出前所未

有的變革。

慈善

SPC 項目將拿出 176 万枚加密貨幣進行捐贈

從目前市場上純粹以傳統農業為主的慈善產品非常少，具備一定的稀缺

性。資本市場並不關註，尤其是沉香領域，從皇家植菌技術專業的科技

角度來看，沉香樹種下去的第3年開始有成效，在5年後從樹幹結痂的地

方提煉出的沉香精油，所以我們啟動了 SPC 沉香扶貧計劃 ，我們將會采

用第四代沉香誘導技術研發進行新沈香產業應用開發，務求協助鄉農貧

民完成行業轉型突破， 並同時推進全球 30 億沉香樹的宏遠目標，所以此

次計劃是以「土地種植最大 化收成效 益速度化」的概念，推動我們的項

目成為全球最優秀的高科技精細化工與生物科技企業之一。

隨著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沉香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沉香捐贈扶貧計劃

以「協助鄉區農民脫 貧致富」為發展方向，本著回饋社會精神，推動亞

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布局。

3.1 SPC 通證產出機製及全球社區體系建設

SPC 發行總量 8800 萬枚 

第一階段 ：200 萬枚 ：0.1U 
第二階段 ：200 萬枚 ：0.12U
第三階段 ：200 萬枚 ：0.14U
最後階段 ：200 萬枚 ：0.16U

上線釋放 10%，剩余 90% 180 天釋放完
POS 產出機製:
800 枚 - 3000 枚-8000 枚
半年時間原始算力產出 1.5 倍收益

發行機構持有 12.5% 風投機構 5% 社群空投 2% 慈善捐贈 2%

市場
布道獲得 POS 產出收益的 100%，
加速 1.5 倍釋放。 布道三個 C 級節點後總收益提升到 2.5 倍。

3.2 核心開發團隊

SPC的開發以及研究是來自全球區塊鏈研究資深團隊，具備資深的技術

叠代升級能力和高效執行力。



改變我們與計算機的互動 方式

就像觸摸屏已經出現了幾十年，才通過 iPhone 進入大眾市場，為日常生

活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如果任何形式的元宇宙硬件在「元宇宙」之後變得

更加普及，我們將發現在空中移動手指操控計算機會變得十分的尋常。

這些都與 DeFi 聯系在一起

在元宇宙的世界也許沒有正規的銀行部門。 但 DeFi 這樣的解決方案正在

興起。這就是購買 NFT 和數字資產的方式，出售門票、交換通證，以及

產生其他的交易。如果傳統的銀行繼續保持對這方面不重視的話，生活

在元宇宙的人們的勢頭就會增加，DeFi 將根據成倍增加的交易數量激增

。到目前為止，每個元宇宙平臺都試圖使用不同的加密通證。Face-

book 的元宇宙可能會圍繞著它的穩定幣 Diem 開展。

元宇宙將改變你所購 買的技術

元宇宙是多種多樣的，應用也是多種多樣的。就像擁有個人電腦的人買

一個鍵盤和鼠標回家一樣，元宇宙融入我們的生活可能會改變我們在數

字世界生存所需的技術 。App 可以通過使用簡單的攝像頭獲得元宇宙的

功能，比如內置在任何筆記本電腦或手機中的攝像頭。這將使他們能夠

在 MR 模式下運行，這意味著你的屏幕顯示的是攝像機看到的真實世界

，但上面有一個半透明層，由 App 提供。更有雄心和更全面的元宇宙 

App 使用元宇宙耳機。反過來，元宇宙耳機的順利運行需要一部高端手

機，或者一臺功能強大的筆記本電腦或臺式機，並配有良好的顯卡和處

理器。元宇宙耳機在移動時不方便使用，但對於希望員工在家辦公的公

司來說是一個福音，它提供了讓人沈浸的體驗。

SPC 在元宇宙的应用:
SPC 元宇宙产业园

PC 項目規劃在 2023 年在東南亞等國重金投資打造「SPC 元宇宙」品牌 

，成立第一家在元宇宙領域擁有所有生態應用、 場景建設、技術培訓等

相關產業的科技園。元宇宙屬於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其本身不是一個點

的技術，而是一個面的技術，所以 SPC 建設整體的產業園區建設具有重

大意義。SPC現在已經展開對打造「區塊鏈產業園」的構想與籌備。預

計在 5-8 年實現 SPC 元宇宙生態品牌建設，成為全球知名品牌。

元宇宙產業園建成後預計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元宇宙產業園之一。SPC 元

宇宙品牌，以打造全球元宇宙產業高地為發展目標，以元宇宙技術為依

托，全面助力「元宇宙 區塊鏈 AR VR」的發展和技術融合我們的元宇宙

產業園將會涵蓋了研發、辦公、培訓、商務、展廳、生活配套設施等，

完全投產後能承載上萬人開展元宇宙業務，在面積與功能上將會達到世

界領先。

SPC元宇宙品牌產業園的建設啟動及項目落地，將進一步夯實我們在區

塊鏈 AIAR 人工智能等行業的頭部地位，同時SPC也將持續攻關區塊鏈元

宇宙核心技術，加快推動區塊鏈元宇宙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帶領行業

發展邁入新篇章。

SPC 元宇宙+沉香農業

SPC 元宇宙 + SPC沉香產業：最前沿的技術和最古老的產業碰撞出了火

花 SPC 將會在擴展現實（XR）、區塊鏈、雲計算、數字孿生等新技術把

元宇宙具體化，應用最領先的技術把農業產業的能力發揮到極致，公司

也規劃 2023 年將會在東南亞國家落地元宇宙第一個生態應用。

SPC 的元宇宙包括：沉浸式體驗，低延遲和擬真感讓用戶具有身臨其境

的感官體驗；虛擬化分身，現實世界的用戶將在數字世界中擁有一個或

多個 ID 身份；開放式創造，用戶通過終端進入數字世界，可利用海量資

源展開創造活動，強社交屬性，現實社交關系鏈將在數字世界發生轉移

和重組;穩定化系統，具有安全、穩定、有序的經濟運行系統。SPC 將會

使用元宇宙、AR 實現元宇宙的技術路徑。

AR 是增強現實，也叫混合現實，是一種實時地計算攝影機影像的位置及

角度並加上相應圖像的技術，這種技術的目標是在屏幕上把虛擬世界套

在現實世界並進行互動。它通過電腦技術，將虛擬的信息應用到真實世

界，真實的環境和虛擬的物體實時地疊加到了同一個畫面或空間同時存

在。我們常見的蘋果和華為手機、平板就可以通過一些簡單的 AR 應用，

來實現一些有趣的功能。

可以說，元宇宙是完全虛擬沉浸式的體驗，AR 是基於現實世界的視覺增

強。我們深知在沉香領域市場而言，"元宇宙/AR/VR+農業"還是一個空

白點：一來元宇宙是個新興事物，對於不同產業的整合尚處於摸索和試

錯階段。二來目前元宇宙行業的實際營收基本上還集中在遊戲和新聞現

場等契合度高的行業，而對沉香農業領域應用元宇宙技術的探索還很少

。其實，元宇宙/AR/VR 技術應用於農業領域的前景非常廣闊，以下我們

將會介紹 SPC 在元宇宙 /AR/VR 技術中的應用。

SPC 元宇宙元宇宙/AR/VR + 沉香農業的應用場景

1、SPC 的沉香電商

元宇宙和電商的聯結是基於食品安全和供需矛盾等痛點，即消費者和生

產者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元宇宙引入傳統電商可以改變這種情況，消

費者和渠道經銷商可以更好地了解農產品源頭的整體情況，大大降低了

消費者和渠道商對農產品質量信息的獲取成本，提升消費者的體驗感。

當下，消費者越來越註重參與和體驗，元宇宙技術引入到農產品生產源

頭，可以說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2、SPC 沈香生產

元宇宙技術出現之前，任何的創新和進步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沉香農業是土地和時間的藝術，在這個領域的任何創新都需要一年以

上的周期去驗證和調整。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可以幫助我們縮短周期和

成本。因為超高的耗費，目前只有大型公司或科研機構有實力去從事技

術研究，而即使是大型公司機構作出的科研成果，也面臨著一個二次適

應的問題——即當科研成果運用到有著各種各樣天氣氣候、土壤條件的

耕地時，在原始成果的參數基礎上，需要進行一些微調。而最關心實際

應用的人，卻無力去進行這種微調。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將會對以上所

有問題作出解答。

虛擬植物：元宇宙可以在虛擬環境中體現植物整個生長過程，也可以在

短短的幾十分鐘內收集到大量的植物生長數據，一改傳統難以量化的特

點，為智能化和精細化農業提供幫助。模擬害蟲：元宇宙還可以模擬害

蟲的活動，確定最佳的噴藥方式和時間，不需要高深的實驗技能，只需

要借助設備仔細觀察，就能得到第一手數據資料。

3、SPC 農業體驗

農業正在改變過去那種「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形象，也有越來越多

的消費者願意參與到農業生產中。元宇宙/AR/VR 為農業參與提供了更多

可能性。比如，將元宇宙技術運用到休閑農場的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

元宇宙技術，可以盡情發揮消費者的想象力。

將元宇宙技術應用於農莊休閑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元宇宙技術，可以

盡情激發遊客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增強他們的立體空間感，成為一

個人們遊戲娛樂的空間。別具一格，多樣化的元宇宙主題農莊足以讓人

興奮。 比如，SPC 的元宇宙應用系統會給觀眾展示了元宇宙種沉香的過

程，從開墾到播種再到收獲，利用元宇宙技術讓觀眾可以在一個虛擬的

農場中體驗種地的樂趣。

農業作為最重要、最基礎的產業，對元宇宙技術的渴求不予言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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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場景的實現以及元宇宙產業的成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作為真實世界

的延伸與拓展，元宇宙所帶來的巨大機遇和革命性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最前沿的技術加上最古老的產業相遇，元宇宙+農業一定能激蕩出前所未

有的變革。

慈善

SPC 項目將拿出 176 万枚加密貨幣進行捐贈

從目前市場上純粹以傳統農業為主的慈善產品非常少，具備一定的稀缺

性。資本市場並不關註，尤其是沉香領域，從皇家植菌技術專業的科技

角度來看，沉香樹種下去的第3年開始有成效，在5年後從樹幹結痂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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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計劃是以「土地種植最大 化收成效 益速度化」的概念，推動我們的項

目成為全球最優秀的高科技精細化工與生物科技企業之一。

隨著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沉香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沉香捐贈扶貧計劃

以「協助鄉區農民脫 貧致富」為發展方向，本著回饋社會精神，推動亞

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布局。

3.1 SPC 通證產出機製及全球社區體系建設

SPC 發行總量 8800 萬枚 

第一階段 ：200 萬枚 ：0.1U 
第二階段 ：200 萬枚 ：0.12U
第三階段 ：200 萬枚 ：0.14U
最後階段 ：200 萬枚 ：0.16U

上線釋放 10%，剩余 90% 180 天釋放完
POS 產出機製:
800 枚 - 3000 枚-8000 枚
半年時間原始算力產出 1.5 倍收益

發行機構持有 12.5% 風投機構 5% 社群空投 2% 慈善捐贈 2%

市場
布道獲得 POS 產出收益的 100%，
加速 1.5 倍釋放。 布道三個 C 級節點後總收益提升到 2.5 倍。

3.2 核心開發團隊

SPC的開發以及研究是來自全球區塊鏈研究資深團隊，具備資深的技術

叠代升級能力和高效執行力。



改變我們與計算機的互動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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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來說是一個福音，它提供了讓人沈浸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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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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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鏈 AIAR 人工智能等行業的頭部地位，同時SPC也將持續攻關區塊鏈元

宇宙核心技術，加快推動區塊鏈元宇宙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帶領行業

發展邁入新篇章。

SPC 元宇宙+沉香農業

SPC 元宇宙 + SPC沉香產業：最前沿的技術和最古老的產業碰撞出了火

花 SPC 將會在擴展現實（XR）、區塊鏈、雲計算、數字孿生等新技術把

元宇宙具體化，應用最領先的技術把農業產業的能力發揮到極致，公司

也規劃 2023 年將會在東南亞國家落地元宇宙第一個生態應用。

SPC 的元宇宙包括：沉浸式體驗，低延遲和擬真感讓用戶具有身臨其境

的感官體驗；虛擬化分身，現實世界的用戶將在數字世界中擁有一個或

多個 ID 身份；開放式創造，用戶通過終端進入數字世界，可利用海量資

源展開創造活動，強社交屬性，現實社交關系鏈將在數字世界發生轉移

和重組;穩定化系統，具有安全、穩定、有序的經濟運行系統。SPC 將會

使用元宇宙、AR 實現元宇宙的技術路徑。

AR 是增強現實，也叫混合現實，是一種實時地計算攝影機影像的位置及

角度並加上相應圖像的技術，這種技術的目標是在屏幕上把虛擬世界套

在現實世界並進行互動。它通過電腦技術，將虛擬的信息應用到真實世

界，真實的環境和虛擬的物體實時地疊加到了同一個畫面或空間同時存

在。我們常見的蘋果和華為手機、平板就可以通過一些簡單的 AR 應用，

來實現一些有趣的功能。

可以說，元宇宙是完全虛擬沉浸式的體驗，AR 是基於現實世界的視覺增

強。我們深知在沉香領域市場而言，"元宇宙/AR/VR+農業"還是一個空

白點：一來元宇宙是個新興事物，對於不同產業的整合尚處於摸索和試

錯階段。二來目前元宇宙行業的實際營收基本上還集中在遊戲和新聞現

場等契合度高的行業，而對沉香農業領域應用元宇宙技術的探索還很少

。其實，元宇宙/AR/VR 技術應用於農業領域的前景非常廣闊，以下我們

將會介紹 SPC 在元宇宙 /AR/VR 技術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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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和渠道經銷商可以更好地了解農產品源頭的整體情況，大大降低了

消費者和渠道商對農產品質量信息的獲取成本，提升消費者的體驗感。

當下，消費者越來越註重參與和體驗，元宇宙技術引入到農產品生產源

頭，可以說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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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技術出現之前，任何的創新和進步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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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人，卻無力去進行這種微調。元宇宙技術的出現，將會對以上所

有問題作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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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的活動，確定最佳的噴藥方式和時間，不需要高深的實驗技能，只需

要借助設備仔細觀察，就能得到第一手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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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正在改變過去那種「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形象，也有越來越多

的消費者願意參與到農業生產中。元宇宙/AR/VR 為農業參與提供了更多

可能性。比如，將元宇宙技術運用到休閑農場的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

元宇宙技術，可以盡情發揮消費者的想象力。

將元宇宙技術應用於農莊休閑體驗項目中。通過使用元宇宙技術，可以

盡情激發遊客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增強他們的立體空間感，成為一

個人們遊戲娛樂的空間。別具一格，多樣化的元宇宙主題農莊足以讓人

興奮。 比如，SPC 的元宇宙應用系統會給觀眾展示了元宇宙種沉香的過

程，從開墾到播種再到收獲，利用元宇宙技術讓觀眾可以在一個虛擬的

農場中體驗種地的樂趣。

農業作為最重要、最基礎的產業，對元宇宙技術的渴求不予言表。我們

期待元宇宙技術以更多形式融入傳統農業領域，為農業這個歷史最悠久

的傳統行業帶來新的變革。在技術演進和人類需求的共同推動下，元宇

宙場景的實現以及元宇宙產業的成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作為真實世界

的延伸與拓展，元宇宙所帶來的巨大機遇和革命性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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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

SPC 項目將拿出 176 万枚加密貨幣進行捐贈

從目前市場上純粹以傳統農業為主的慈善產品非常少，具備一定的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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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200 萬枚 ：0.12U
第三階段 ：200 萬枚 ：0.14U
最後階段 ：200 萬枚 ：0.16U

上線釋放 10%，剩余 90% 180 天釋放完
POS 產出機製:
800 枚 - 3000 枚-8000 枚
半年時間原始算力產出 1.5 倍收益

發行機構持有 12.5% 風投機構 5% 社群空投 2% 慈善捐贈 2%

市場
布道獲得 POS 產出收益的 100%，
加速 1.5 倍釋放。 布道三個 C 級節點後總收益提升到 2.5 倍。

3.2 核心開發團隊

SPC的開發以及研究是來自全球區塊鏈研究資深團隊，具備資深的技術

叠代升級能力和高效執行力。

Apa
中華區塊鏈中心合夥人，畢業於哈佛大學博

士，從業十幾年資深水平，對數字貨幣資產

、區塊鏈研究以及兩者綜合作用帶來風險的

可能性瞬間敏感評估，擅長風險評估、財務

分析。

Aleksandar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電子與計

算機工程系微納實驗室合作 研究合作者,日本

州大學碳中和能源國際研究所博士後。

Aleksandar
團隊領袖，微軟公司技術團隊核心人員，瑞

士大學經濟學博士，數字研究博士，擁有 14 

年在數字技術領域以及移動互聯網從業經驗

，主要關註互聯網、區塊鏈延伸等領域的早

期投資。



SPC 公有鏈的團隊技術

研發出最新區塊技術---SHA-256。該技術對用戶與交易平臺的數據交互

通道進行碎片化的數據傳輸處理，甚至已經超越了美國目前所采用的軍

事級防禦。

智能合約，智慧錢包，高效確權。

SPC公有鏈的基礎架構，公有鏈智能合約體系及智慧錢包服務應用，基

本框架如下:

SPC 公有鏈基本框架

使用區塊鏈結構采用最簡單最高效的區塊結構：index(下標)、times-

tamp (時間戳)、data(數據)、hash(哈希值) 和 previous hash(前置哈希)

高效讀取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前一個塊的哈希值，以此來保證整條鏈的完

整 性。為了保存完整的數據，必須哈希區塊。SHA-256 會對塊的內容進

行軍事 加密，保證數據的防禦性。

var calculateHash = (index, previousHash, timestamp, d

ata) => {

 CryptoJS.SHA256(index + previousHash + times

return

tamp + data).toString(); 

};

分布式記賬

智能合約，高效確權。

var replaceChain = (newBlocks) => { 

 (isValidChain(newBlocks) && newBlocks.length >

if

blockchain.length) {

 console.log('Received blockchain is valid. Rep

lacing current blockchain with received blockchain');

 blockchain = newBlocks;

 broadcast(responseLatestMsg()); 

     }   {

else

 console.log('Received blockchain invalid');

 }

};

SPC 元宇宙技術架構，重構計算模型，打造構建元宇宙的核心引擎

雲函數 & Unity - 雲端分布式算力方案

SPC 將會聯合全球領先的實時互動內容創作平臺 Unity 推出雲端分布式

算 力方案，重構計算模型，成為賦能未來元宇宙。

該方案基於函數 SCF (Serverless Cloud Function) 計算服務，包括 

(Cloud Bake)、雲端分布式資源導入與打包、大模型數據雲端輕量化。

這三大方案充分利用了雲函數 SCF 高並發的雲計算資源，加快項目叠代。

(Cloud Baking Solutions)

高性能，升效率

元宇宙的構建不乏高品質沉浸式畫面和大世界場景的開發需求，但受製

於單機性能的提升瓶頸，傳統的工作流難以滿足各個環節的開發需求，

高質量的 3D 場景烘焙以及遊戲資源的導入和打包，成為了許多重度項目

開發叠代的主要性能瓶頸。以《使命召喚》手遊的技術特點為例，當場

景地形非常復雜的時候，如果使用 Enlighten，烘焙的時間高達一整晚。

如果不巧出現 Bug， 同一天會卡 10 張圖，時間難以估量的項目延期隨

之而來。

如果能夠提高烘焙和資源管理的效率，不僅可以減少團隊的工作壓力，

更能夠多次試錯，釋放團隊的創作力，快速打磨產品。為此，「雲端分

布式算力 方案」推出了基於 Enlighten 的雲烘焙解決方案和雲端分布式

資源導入與打包方案。二者都是基於引擎深度定製的方案，並結合 

Serverless 服務，可以實現百臺計算資源的高並發，支持動態擴容，大

幅提高叠代效率。在項目實測中，使用 Unity 雲烘焙解決方案可節省高達 

70% 以上的烘焙時間。

如果能夠提高烘焙和資源管理的效率，不僅可以減少團隊的工作壓力，

更能夠多次試錯，釋放團隊的創作力，快速打磨產品。為此，「雲端分

布式算力 方案」推出了基於 Enlighten 的雲烘焙解決方案和雲端分布式

資源導入與打包方案。二者都是基於引擎深度定製的方案，並結合 

Serverless 服務，可以實現百臺計算資源的高並發，支持動態擴容，大

幅提高叠代效率。在項目實測中，使用 Unity 雲烘焙解決方案可節省高達 

70% 以上的烘焙時間。

Serverless 「雲端分布式算力方案」中的雲烘焙 、雲端分布式資源導入

與 打包、大模型數據雲端輕量化整套流程均被整合到引擎中，官方提供

對應定製引擎版本及後續升級服務，快速接入，免運維，即可體驗整套

方案。元宇宙的概念不止於遊戲，同樣強調數字化、強交互的智慧城市

與元宇宙也可以相互借鑒。在數字孿生、數字城市、數字工廠等場景中

，「雲端分布式 算力方案」可以成為各產業加速數字化轉型的通用技術

平臺底座。Pixyz Batch 是國際知名的三維數據輕量化工具，當前方案中

的 CIDC 解決方案基 於 Pixyz Batch 定製了整個格式轉換的工作流程，

結合雲函數 SCF ，整套 流程均部署在雲端，無需本地部署。

風險控製聲明

4.1 免责声明

該 SPC 白皮書只用於傳達信息之用途，並不構成買賣相關意見。任何類

似的提議或征價將在一個可信任的條款下並在可應用的證券法和其它相

關法律允許下進行，以上信息或分析不構成投資決策或具體建議。本文

檔不構成任何關於證券形式的投資建議，投資意向或教唆投資。本文檔

不組成也不理解為提供任何買賣行為，或任何邀請買賣任何形式證券的

行為，也不是任何形式上的合約或者承諾。明確表示相關意向用戶明確

了解投資的風險，投資者一旦參與投資即表示了解並接受該項目風險，

並願意個人為此承擔一切相應結果或後果。

明確表示不承擔任何參與 SPC 項目造成的直接或間接的損失，包括：

1.因為用戶交易操作帶來的經濟損失；

2.由個人理解產生的任何錯誤、疏忽或者不準確信息；

3.個人交易各類區塊鏈資產帶來的損失及由此導致的任何行為，SPC 不

是一種投資。我們無法保證 SPC 一定會增值，在某種情況下也有價值下

降的可能，沒有正確使用其 SPC 的人有可能失去使用 SPC 的權利，甚至

會可能失去他們的代幣。SPC 不是一種所有權或控製權。控製代幣並不

代表對應用的所有權，SPC 並不授予任何個人任何參與、控製，或任何

關於 SPC 以及應用決策的權利。

4.2 风险提示

我们非常重视安全，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 100%安全，例如：由

于不可抗力导致的各种损失。我们承诺尽一切可能确保您的交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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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地形非常復雜的時候，如果使用 Enlighten，烘焙的時間高達一整晚。

如果不巧出現 Bug， 同一天會卡 10 張圖，時間難以估量的項目延期隨

之而來。

如果能夠提高烘焙和資源管理的效率，不僅可以減少團隊的工作壓力，

更能夠多次試錯，釋放團隊的創作力，快速打磨產品。為此，「雲端分

布式算力 方案」推出了基於 Enlighten 的雲烘焙解決方案和雲端分布式

資源導入與打包方案。二者都是基於引擎深度定製的方案，並結合 

Serverless 服務，可以實現百臺計算資源的高並發，支持動態擴容，大

幅提高叠代效率。在項目實測中，使用 Unity 雲烘焙解決方案可節省高達 

70% 以上的烘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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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夠多次試錯，釋放團隊的創作力，快速打磨產品。為此，「雲端分

布式算力 方案」推出了基於 Enlighten 的雲烘焙解決方案和雲端分布式

資源導入與打包方案。二者都是基於引擎深度定製的方案，並結合 

Serverless 服務，可以實現百臺計算資源的高並發，支持動態擴容，大

幅提高叠代效率。在項目實測中，使用 Unity 雲烘焙解決方案可節省高達 

70% 以上的烘焙時間。

Serverless 「雲端分布式算力方案」中的雲烘焙 、雲端分布式資源導入

與 打包、大模型數據雲端輕量化整套流程均被整合到引擎中，官方提供

對應定製引擎版本及後續升級服務，快速接入，免運維，即可體驗整套

方案。元宇宙的概念不止於遊戲，同樣強調數字化、強交互的智慧城市

與元宇宙也可以相互借鑒。在數字孿生、數字城市、數字工廠等場景中

，「雲端分布式 算力方案」可以成為各產業加速數字化轉型的通用技術

平臺底座。Pixyz Batch 是國際知名的三維數據輕量化工具，當前方案中

的 CIDC 解決方案基 於 Pixyz Batch 定製了整個格式轉換的工作流程，

結合雲函數 SCF ，整套 流程均部署在雲端，無需本地部署。

風險控製聲明

4.1 免责声明

該 SPC 白皮書只用於傳達信息之用途，並不構成買賣相關意見。任何類

似的提議或征價將在一個可信任的條款下並在可應用的證券法和其它相

關法律允許下進行，以上信息或分析不構成投資決策或具體建議。本文

檔不構成任何關於證券形式的投資建議，投資意向或教唆投資。本文檔

不組成也不理解為提供任何買賣行為，或任何邀請買賣任何形式證券的

行為，也不是任何形式上的合約或者承諾。明確表示相關意向用戶明確

了解投資的風險，投資者一旦參與投資即表示了解並接受該項目風險，

並願意個人為此承擔一切相應結果或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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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的可能，沒有正確使用其 SPC 的人有可能失去使用 SPC 的權利，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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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SPC 以及應用決策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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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重视安全，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 100%安全，例如：由

于不可抗力导致的各种损失。我们承诺尽一切可能确保您的交易安全。

 



SPC 公有鏈的團隊技術

研發出最新區塊技術---SHA-256。該技術對用戶與交易平臺的數據交互

通道進行碎片化的數據傳輸處理，甚至已經超越了美國目前所采用的軍

事級防禦。

智能合約，智慧錢包，高效確權。

SPC公有鏈的基礎架構，公有鏈智能合約體系及智慧錢包服務應用，基

本框架如下:

SPC 公有鏈基本框架

使用區塊鏈結構采用最簡單最高效的區塊結構：index(下標)、times-

tamp (時間戳)、data(數據)、hash(哈希值) 和 previous hash(前置哈希)

高效讀取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前一個塊的哈希值，以此來保證整條鏈的完

整 性。為了保存完整的數據，必須哈希區塊。SHA-256 會對塊的內容進

行軍事 加密，保證數據的防禦性。

var calculateHash = (index, previousHash, timestamp, d

ata) => {

 CryptoJS.SHA256(index + previousHash + times

return

tamp + data).toString(); 

};

分布式記賬

智能合約，高效確權。

var replaceChain = (newBlocks) => { 

 (isValidChain(newBlocks) && newBlocks.length >

if

blockchain.length) {

 console.log('Received blockchain is valid. Rep

lacing current blockchain with received blockchain');

 blockchain = newBlocks;

 broadcast(responseLatestMsg()); 

     }   {

else

 console.log('Received blockchain invalid');

 }

};

SPC 元宇宙技術架構，重構計算模型，打造構建元宇宙的核心引擎

雲函數 & Unity - 雲端分布式算力方案

SPC 將會聯合全球領先的實時互動內容創作平臺 Unity 推出雲端分布式

算 力方案，重構計算模型，成為賦能未來元宇宙。

該方案基於函數 SCF (Serverless Cloud Function) 計算服務，包括 

(Cloud Bake)、雲端分布式資源導入與打包、大模型數據雲端輕量化。

這三大方案充分利用了雲函數 SCF 高並發的雲計算資源，加快項目叠代。

(Cloud Baking Solutions)

高性能，升效率

元宇宙的構建不乏高品質沉浸式畫面和大世界場景的開發需求，但受製

於單機性能的提升瓶頸，傳統的工作流難以滿足各個環節的開發需求，

高質量的 3D 場景烘焙以及遊戲資源的導入和打包，成為了許多重度項目

開發叠代的主要性能瓶頸。以《使命召喚》手遊的技術特點為例，當場

景地形非常復雜的時候，如果使用 Enlighten，烘焙的時間高達一整晚。

如果不巧出現 Bug， 同一天會卡 10 張圖，時間難以估量的項目延期隨

之而來。

如果能夠提高烘焙和資源管理的效率，不僅可以減少團隊的工作壓力，

更能夠多次試錯，釋放團隊的創作力，快速打磨產品。為此，「雲端分

布式算力 方案」推出了基於 Enlighten 的雲烘焙解決方案和雲端分布式

資源導入與打包方案。二者都是基於引擎深度定製的方案，並結合 

Serverless 服務，可以實現百臺計算資源的高並發，支持動態擴容，大

幅提高叠代效率。在項目實測中，使用 Unity 雲烘焙解決方案可節省高達 

70% 以上的烘焙時間。

如果能夠提高烘焙和資源管理的效率，不僅可以減少團隊的工作壓力，

更能夠多次試錯，釋放團隊的創作力，快速打磨產品。為此，「雲端分

布式算力 方案」推出了基於 Enlighten 的雲烘焙解決方案和雲端分布式

資源導入與打包方案。二者都是基於引擎深度定製的方案，並結合 

Serverless 服務，可以實現百臺計算資源的高並發，支持動態擴容，大

幅提高叠代效率。在項目實測中，使用 Unity 雲烘焙解決方案可節省高達 

70% 以上的烘焙時間。

Serverless 「雲端分布式算力方案」中的雲烘焙 、雲端分布式資源導入

與 打包、大模型數據雲端輕量化整套流程均被整合到引擎中，官方提供

對應定製引擎版本及後續升級服務，快速接入，免運維，即可體驗整套

方案。元宇宙的概念不止於遊戲，同樣強調數字化、強交互的智慧城市

與元宇宙也可以相互借鑒。在數字孿生、數字城市、數字工廠等場景中

，「雲端分布式 算力方案」可以成為各產業加速數字化轉型的通用技術

平臺底座。Pixyz Batch 是國際知名的三維數據輕量化工具，當前方案中

的 CIDC 解決方案基 於 Pixyz Batch 定製了整個格式轉換的工作流程，

結合雲函數 SCF ，整套 流程均部署在雲端，無需本地部署。

風險控製聲明

4.1 免责声明

該 SPC 白皮書只用於傳達信息之用途，並不構成買賣相關意見。任何類

似的提議或征價將在一個可信任的條款下並在可應用的證券法和其它相

關法律允許下進行，以上信息或分析不構成投資決策或具體建議。本文

檔不構成任何關於證券形式的投資建議，投資意向或教唆投資。本文檔

不組成也不理解為提供任何買賣行為，或任何邀請買賣任何形式證券的

行為，也不是任何形式上的合約或者承諾。明確表示相關意向用戶明確

了解投資的風險，投資者一旦參與投資即表示了解並接受該項目風險，

並願意個人為此承擔一切相應結果或後果。

明確表示不承擔任何參與 SPC 項目造成的直接或間接的損失，包括：

1.因為用戶交易操作帶來的經濟損失；

2.由個人理解產生的任何錯誤、疏忽或者不準確信息；

3.個人交易各類區塊鏈資產帶來的損失及由此導致的任何行為，SPC 不

是一種投資。我們無法保證 SPC 一定會增值，在某種情況下也有價值下

降的可能，沒有正確使用其 SPC 的人有可能失去使用 SPC 的權利，甚至

會可能失去他們的代幣。SPC 不是一種所有權或控製權。控製代幣並不

代表對應用的所有權，SPC 並不授予任何個人任何參與、控製，或任何

關於 SPC 以及應用決策的權利。

4.2 风险提示

我们非常重视安全，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 100%安全，例如：由

于不可抗力导致的各种损失。我们承诺尽一切可能确保您的交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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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方案基於函數 SCF (Serverless Cloud Function) 計算服務，包括 

(Cloud Bake)、雲端分布式資源導入與打包、大模型數據雲端輕量化。

這三大方案充分利用了雲函數 SCF 高並發的雲計算資源，加快項目叠代。

(Cloud Baking Solutions)

高性能，升效率

元宇宙的構建不乏高品質沉浸式畫面和大世界場景的開發需求，但受製

於單機性能的提升瓶頸，傳統的工作流難以滿足各個環節的開發需求，

高質量的 3D 場景烘焙以及遊戲資源的導入和打包，成為了許多重度項目

開發叠代的主要性能瓶頸。以《使命召喚》手遊的技術特點為例，當場

景地形非常復雜的時候，如果使用 Enlighten，烘焙的時間高達一整晚。

如果不巧出現 Bug， 同一天會卡 10 張圖，時間難以估量的項目延期隨

之而來。

如果能夠提高烘焙和資源管理的效率，不僅可以減少團隊的工作壓力，

更能夠多次試錯，釋放團隊的創作力，快速打磨產品。為此，「雲端分

布式算力 方案」推出了基於 Enlighten 的雲烘焙解決方案和雲端分布式

資源導入與打包方案。二者都是基於引擎深度定製的方案，並結合 

Serverless 服務，可以實現百臺計算資源的高並發，支持動態擴容，大

幅提高叠代效率。在項目實測中，使用 Unity 雲烘焙解決方案可節省高達 

70% 以上的烘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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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定製引擎版本及後續升級服務，快速接入，免運維，即可體驗整套

方案。元宇宙的概念不止於遊戲，同樣強調數字化、強交互的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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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less 「雲端分布式算力方案」中的雲烘焙 、雲端分布式資源導入

與 打包、大模型數據雲端輕量化整套流程均被整合到引擎中，官方提供

對應定製引擎版本及後續升級服務，快速接入，免運維，即可體驗整套

方案。元宇宙的概念不止於遊戲，同樣強調數字化、強交互的智慧城市

與元宇宙也可以相互借鑒。在數字孿生、數字城市、數字工廠等場景中

，「雲端分布式 算力方案」可以成為各產業加速數字化轉型的通用技術

平臺底座。Pixyz Batch 是國際知名的三維數據輕量化工具，當前方案中

的 CIDC 解決方案基 於 Pixyz Batch 定製了整個格式轉換的工作流程，

結合雲函數 SCF ，整套 流程均部署在雲端，無需本地部署。

風險控製聲明

4.1 免责声明

該 SPC 白皮書只用於傳達信息之用途，並不構成買賣相關意見。任何類

似的提議或征價將在一個可信任的條款下並在可應用的證券法和其它相

關法律允許下進行，以上信息或分析不構成投資決策或具體建議。本文

檔不構成任何關於證券形式的投資建議，投資意向或教唆投資。本文檔

不組成也不理解為提供任何買賣行為，或任何邀請買賣任何形式證券的

行為，也不是任何形式上的合約或者承諾。明確表示相關意向用戶明確

了解投資的風險，投資者一旦參與投資即表示了解並接受該項目風險，

並願意個人為此承擔一切相應結果或後果。

明確表示不承擔任何參與 SPC 項目造成的直接或間接的損失，包括：

1.因為用戶交易操作帶來的經濟損失；

2.由個人理解產生的任何錯誤、疏忽或者不準確信息；

3.個人交易各類區塊鏈資產帶來的損失及由此導致的任何行為，SPC 不

是一種投資。我們無法保證 SPC 一定會增值，在某種情況下也有價值下

降的可能，沒有正確使用其 SPC 的人有可能失去使用 SPC 的權利，甚至

會可能失去他們的代幣。SPC 不是一種所有權或控製權。控製代幣並不

代表對應用的所有權，SPC 並不授予任何個人任何參與、控製，或任何

關於 SPC 以及應用決策的權利。

4.2 风险提示

我们非常重视安全，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 100%安全，例如：由

于不可抗力导致的各种损失。我们承诺尽一切可能确保您的交易安全。

 



SPC 公有鏈的團隊技術

研發出最新區塊技術---SHA-256。該技術對用戶與交易平臺的數據交互

通道進行碎片化的數據傳輸處理，甚至已經超越了美國目前所采用的軍

事級防禦。

智能合約，智慧錢包，高效確權。

SPC公有鏈的基礎架構，公有鏈智能合約體系及智慧錢包服務應用，基

本框架如下:

SPC 公有鏈基本框架

使用區塊鏈結構采用最簡單最高效的區塊結構：index(下標)、times-

tamp (時間戳)、data(數據)、hash(哈希值) 和 previous hash(前置哈希)

高效讀取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前一個塊的哈希值，以此來保證整條鏈的完

整 性。為了保存完整的數據，必須哈希區塊。SHA-256 會對塊的內容進

行軍事 加密，保證數據的防禦性。

var calculateHash = (index, previousHash, timestamp, d

ata) => {

 CryptoJS.SHA256(index + previousHash + times

return

tamp + data).toString(); 

};

分布式記賬

智能合約，高效確權。

var replaceChain = (newBlocks) => { 

 (isValidChain(newBlocks) && newBlocks.length >

if

blockchain.length) {

 console.log('Received blockchain is valid. Rep

lacing current blockchain with received blockchain');

 blockchain = newBlocks;

 broadcast(responseLatestMsg()); 

     }   {

else

 console.log('Received blockchain invalid');

 }

};

SPC 元宇宙技術架構，重構計算模型，打造構建元宇宙的核心引擎

雲函數 & Unity - 雲端分布式算力方案

SPC 將會聯合全球領先的實時互動內容創作平臺 Unity 推出雲端分布式

算 力方案，重構計算模型，成為賦能未來元宇宙。

該方案基於函數 SCF (Serverless Cloud Function) 計算服務，包括 

(Cloud Bake)、雲端分布式資源導入與打包、大模型數據雲端輕量化。

這三大方案充分利用了雲函數 SCF 高並發的雲計算資源，加快項目叠代。

(Cloud Baking Solutions)

高性能，升效率

元宇宙的構建不乏高品質沉浸式畫面和大世界場景的開發需求，但受製

於單機性能的提升瓶頸，傳統的工作流難以滿足各個環節的開發需求，

高質量的 3D 場景烘焙以及遊戲資源的導入和打包，成為了許多重度項目

開發叠代的主要性能瓶頸。以《使命召喚》手遊的技術特點為例，當場

景地形非常復雜的時候，如果使用 Enlighten，烘焙的時間高達一整晚。

如果不巧出現 Bug， 同一天會卡 10 張圖，時間難以估量的項目延期隨

之而來。

如果能夠提高烘焙和資源管理的效率，不僅可以減少團隊的工作壓力，

更能夠多次試錯，釋放團隊的創作力，快速打磨產品。為此，「雲端分

布式算力 方案」推出了基於 Enlighten 的雲烘焙解決方案和雲端分布式

資源導入與打包方案。二者都是基於引擎深度定製的方案，並結合 

Serverless 服務，可以實現百臺計算資源的高並發，支持動態擴容，大

幅提高叠代效率。在項目實測中，使用 Unity 雲烘焙解決方案可節省高達 

70% 以上的烘焙時間。

如果能夠提高烘焙和資源管理的效率，不僅可以減少團隊的工作壓力，

更能夠多次試錯，釋放團隊的創作力，快速打磨產品。為此，「雲端分

布式算力 方案」推出了基於 Enlighten 的雲烘焙解決方案和雲端分布式

資源導入與打包方案。二者都是基於引擎深度定製的方案，並結合 

Serverless 服務，可以實現百臺計算資源的高並發，支持動態擴容，大

幅提高叠代效率。在項目實測中，使用 Unity 雲烘焙解決方案可節省高達 

70% 以上的烘焙時間。

Serverless 「雲端分布式算力方案」中的雲烘焙 、雲端分布式資源導入

與 打包、大模型數據雲端輕量化整套流程均被整合到引擎中，官方提供

對應定製引擎版本及後續升級服務，快速接入，免運維，即可體驗整套

方案。元宇宙的概念不止於遊戲，同樣強調數字化、強交互的智慧城市

與元宇宙也可以相互借鑒。在數字孿生、數字城市、數字工廠等場景中

，「雲端分布式 算力方案」可以成為各產業加速數字化轉型的通用技術

平臺底座。Pixyz Batch 是國際知名的三維數據輕量化工具，當前方案中

的 CIDC 解決方案基 於 Pixyz Batch 定製了整個格式轉換的工作流程，

結合雲函數 SCF ，整套 流程均部署在雲端，無需本地部署。

風險控製聲明

4.1 免责声明

該 SPC 白皮書只用於傳達信息之用途，並不構成買賣相關意見。任何類

似的提議或征價將在一個可信任的條款下並在可應用的證券法和其它相

關法律允許下進行，以上信息或分析不構成投資決策或具體建議。本文

檔不構成任何關於證券形式的投資建議，投資意向或教唆投資。本文檔

不組成也不理解為提供任何買賣行為，或任何邀請買賣任何形式證券的

行為，也不是任何形式上的合約或者承諾。明確表示相關意向用戶明確

了解投資的風險，投資者一旦參與投資即表示了解並接受該項目風險，

並願意個人為此承擔一切相應結果或後果。

明確表示不承擔任何參與 SPC 項目造成的直接或間接的損失，包括：

1.因為用戶交易操作帶來的經濟損失；

2.由個人理解產生的任何錯誤、疏忽或者不準確信息；

3.個人交易各類區塊鏈資產帶來的損失及由此導致的任何行為，SPC 不

是一種投資。我們無法保證 SPC 一定會增值，在某種情況下也有價值下

降的可能，沒有正確使用其 SPC 的人有可能失去使用 SPC 的權利，甚至

會可能失去他們的代幣。SPC 不是一種所有權或控製權。控製代幣並不

代表對應用的所有權，SPC 並不授予任何個人任何參與、控製，或任何

關於 SPC 以及應用決策的權利。

4.2 风险提示

我们非常重视安全，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 100%安全，例如：由

于不可抗力导致的各种损失。我们承诺尽一切可能确保您的交易安全。

 



SPC 公有鏈的團隊技術

研發出最新區塊技術---SHA-256。該技術對用戶與交易平臺的數據交互

通道進行碎片化的數據傳輸處理，甚至已經超越了美國目前所采用的軍

事級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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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C公有鏈的基礎架構，公有鏈智能合約體系及智慧錢包服務應用，基

本框架如下:

SPC 公有鏈基本框架

使用區塊鏈結構采用最簡單最高效的區塊結構：index(下標)、times-

tamp (時間戳)、data(數據)、hash(哈希值) 和 previous hash(前置哈希)

高效讀取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前一個塊的哈希值，以此來保證整條鏈的完

整 性。為了保存完整的數據，必須哈希區塊。SHA-256 會對塊的內容進

行軍事 加密，保證數據的防禦性。

var calculateHash = (index, previousHash, timestamp, d

ata) => {

 CryptoJS.SHA256(index + previousHash + times

return

tamp + data).toString(); 

};

分布式記賬

智能合約，高效確權。

var replaceChain = (newBlocks) => { 

 (isValidChain(newBlocks) && newBlocks.length >

if

blockchain.length) {

 console.log('Received blockchain is valid. Rep

lacing current blockchain with received blockchain');

 blockchain = newBlocks;

 broadcast(responseLatestMsg()); 

     }   {

else

 console.log('Received blockchain invalid');

 }

};

SPC 元宇宙技術架構，重構計算模型，打造構建元宇宙的核心引擎

雲函數 & Unity - 雲端分布式算力方案

SPC 將會聯合全球領先的實時互動內容創作平臺 Unity 推出雲端分布式

算 力方案，重構計算模型，成為賦能未來元宇宙。

該方案基於函數 SCF (Serverless Cloud Function) 計算服務，包括 

(Cloud Bake)、雲端分布式資源導入與打包、大模型數據雲端輕量化。

這三大方案充分利用了雲函數 SCF 高並發的雲計算資源，加快項目叠代。

(Cloud Baking Solutions)

高性能，升效率

元宇宙的構建不乏高品質沉浸式畫面和大世界場景的開發需求，但受製

於單機性能的提升瓶頸，傳統的工作流難以滿足各個環節的開發需求，

高質量的 3D 場景烘焙以及遊戲資源的導入和打包，成為了許多重度項目

開發叠代的主要性能瓶頸。以《使命召喚》手遊的技術特點為例，當場

景地形非常復雜的時候，如果使用 Enlighten，烘焙的時間高達一整晚。

如果不巧出現 Bug， 同一天會卡 10 張圖，時間難以估量的項目延期隨

之而來。

如果能夠提高烘焙和資源管理的效率，不僅可以減少團隊的工作壓力，

更能夠多次試錯，釋放團隊的創作力，快速打磨產品。為此，「雲端分

布式算力 方案」推出了基於 Enlighten 的雲烘焙解決方案和雲端分布式

資源導入與打包方案。二者都是基於引擎深度定製的方案，並結合 

Serverless 服務，可以實現百臺計算資源的高並發，支持動態擴容，大

幅提高叠代效率。在項目實測中，使用 Unity 雲烘焙解決方案可節省高達 

70% 以上的烘焙時間。

如果能夠提高烘焙和資源管理的效率，不僅可以減少團隊的工作壓力，

更能夠多次試錯，釋放團隊的創作力，快速打磨產品。為此，「雲端分

布式算力 方案」推出了基於 Enlighten 的雲烘焙解決方案和雲端分布式

資源導入與打包方案。二者都是基於引擎深度定製的方案，並結合 

Serverless 服務，可以實現百臺計算資源的高並發，支持動態擴容，大

幅提高叠代效率。在項目實測中，使用 Unity 雲烘焙解決方案可節省高達 

70% 以上的烘焙時間。

Serverless 「雲端分布式算力方案」中的雲烘焙 、雲端分布式資源導入

與 打包、大模型數據雲端輕量化整套流程均被整合到引擎中，官方提供

對應定製引擎版本及後續升級服務，快速接入，免運維，即可體驗整套

方案。元宇宙的概念不止於遊戲，同樣強調數字化、強交互的智慧城市

與元宇宙也可以相互借鑒。在數字孿生、數字城市、數字工廠等場景中

，「雲端分布式 算力方案」可以成為各產業加速數字化轉型的通用技術

平臺底座。Pixyz Batch 是國際知名的三維數據輕量化工具，當前方案中

的 CIDC 解決方案基 於 Pixyz Batch 定製了整個格式轉換的工作流程，

結合雲函數 SCF ，整套 流程均部署在雲端，無需本地部署。

風險控製聲明

4.1 免责声明

該 SPC 白皮書只用於傳達信息之用途，並不構成買賣相關意見。任何類

似的提議或征價將在一個可信任的條款下並在可應用的證券法和其它相

關法律允許下進行，以上信息或分析不構成投資決策或具體建議。本文

檔不構成任何關於證券形式的投資建議，投資意向或教唆投資。本文檔

不組成也不理解為提供任何買賣行為，或任何邀請買賣任何形式證券的

行為，也不是任何形式上的合約或者承諾。明確表示相關意向用戶明確

了解投資的風險，投資者一旦參與投資即表示了解並接受該項目風險，

並願意個人為此承擔一切相應結果或後果。

明確表示不承擔任何參與 SPC 項目造成的直接或間接的損失，包括：

1.因為用戶交易操作帶來的經濟損失；

2.由個人理解產生的任何錯誤、疏忽或者不準確信息；

3.個人交易各類區塊鏈資產帶來的損失及由此導致的任何行為，SPC 不

是一種投資。我們無法保證 SPC 一定會增值，在某種情況下也有價值下

降的可能，沒有正確使用其 SPC 的人有可能失去使用 SPC 的權利，甚至

會可能失去他們的代幣。SPC 不是一種所有權或控製權。控製代幣並不

代表對應用的所有權，SPC 並不授予任何個人任何參與、控製，或任何

關於 SPC 以及應用決策的權利。

4.2 风险提示

我们非常重视安全，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 100%安全，例如：由

于不可抗力导致的各种损失。我们承诺尽一切可能确保您的交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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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框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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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p (時間戳)、data(數據)、hash(哈希值) 和 previous hash(前置哈希)

高效讀取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前一個塊的哈希值，以此來保證整條鏈的完

整 性。為了保存完整的數據，必須哈希區塊。SHA-256 會對塊的內容進

行軍事 加密，保證數據的防禦性。

var calculateHash = (index, previousHash, timestamp, d

ata) => {

 CryptoJS.SHA256(index + previousHash + times

return

tamp + data).toString(); 

};

分布式記賬

智能合約，高效確權。

var replaceChain = (newBlocks) => { 

 (isValidChain(newBlocks) && newBlocks.length >

if

blockchain.length) {

 console.log('Received blockchain is valid. Rep

lacing current blockchain with received blockchain');

 blockchain = newBlocks;

 broadcast(responseLatestMsg()); 

     }   {

else

 console.log('Received blockchain invalid');

 }

};

SPC 元宇宙技術架構，重構計算模型，打造構建元宇宙的核心引擎

雲函數 & Unity - 雲端分布式算力方案

SPC 將會聯合全球領先的實時互動內容創作平臺 Unity 推出雲端分布式

算 力方案，重構計算模型，成為賦能未來元宇宙。

該方案基於函數 SCF (Serverless Cloud Function) 計算服務，包括 

(Cloud Bake)、雲端分布式資源導入與打包、大模型數據雲端輕量化。

這三大方案充分利用了雲函數 SCF 高並發的雲計算資源，加快項目叠代。

(Cloud Baking Solutions)

高性能，升效率

元宇宙的構建不乏高品質沉浸式畫面和大世界場景的開發需求，但受製

於單機性能的提升瓶頸，傳統的工作流難以滿足各個環節的開發需求，

高質量的 3D 場景烘焙以及遊戲資源的導入和打包，成為了許多重度項目

開發叠代的主要性能瓶頸。以《使命召喚》手遊的技術特點為例，當場

景地形非常復雜的時候，如果使用 Enlighten，烘焙的時間高達一整晚。

如果不巧出現 Bug， 同一天會卡 10 張圖，時間難以估量的項目延期隨

之而來。

如果能夠提高烘焙和資源管理的效率，不僅可以減少團隊的工作壓力，

更能夠多次試錯，釋放團隊的創作力，快速打磨產品。為此，「雲端分

布式算力 方案」推出了基於 Enlighten 的雲烘焙解決方案和雲端分布式

資源導入與打包方案。二者都是基於引擎深度定製的方案，並結合 

Serverless 服務，可以實現百臺計算資源的高並發，支持動態擴容，大

幅提高叠代效率。在項目實測中，使用 Unity 雲烘焙解決方案可節省高達 

70% 以上的烘焙時間。

如果能夠提高烘焙和資源管理的效率，不僅可以減少團隊的工作壓力，

更能夠多次試錯，釋放團隊的創作力，快速打磨產品。為此，「雲端分

布式算力 方案」推出了基於 Enlighten 的雲烘焙解決方案和雲端分布式

資源導入與打包方案。二者都是基於引擎深度定製的方案，並結合 

Serverless 服務，可以實現百臺計算資源的高並發，支持動態擴容，大

幅提高叠代效率。在項目實測中，使用 Unity 雲烘焙解決方案可節省高達 

70% 以上的烘焙時間。

Serverless 「雲端分布式算力方案」中的雲烘焙 、雲端分布式資源導入

與 打包、大模型數據雲端輕量化整套流程均被整合到引擎中，官方提供

對應定製引擎版本及後續升級服務，快速接入，免運維，即可體驗整套

方案。元宇宙的概念不止於遊戲，同樣強調數字化、強交互的智慧城市

與元宇宙也可以相互借鑒。在數字孿生、數字城市、數字工廠等場景中

，「雲端分布式 算力方案」可以成為各產業加速數字化轉型的通用技術

平臺底座。Pixyz Batch 是國際知名的三維數據輕量化工具，當前方案中

的 CIDC 解決方案基 於 Pixyz Batch 定製了整個格式轉換的工作流程，

結合雲函數 SCF ，整套 流程均部署在雲端，無需本地部署。

風險控製聲明

4.1 免责声明

該 SPC 白皮書只用於傳達信息之用途，並不構成買賣相關意見。任何類

似的提議或征價將在一個可信任的條款下並在可應用的證券法和其它相

關法律允許下進行，以上信息或分析不構成投資決策或具體建議。本文

檔不構成任何關於證券形式的投資建議，投資意向或教唆投資。本文檔

不組成也不理解為提供任何買賣行為，或任何邀請買賣任何形式證券的

行為，也不是任何形式上的合約或者承諾。明確表示相關意向用戶明確

了解投資的風險，投資者一旦參與投資即表示了解並接受該項目風險，

並願意個人為此承擔一切相應結果或後果。

明確表示不承擔任何參與 SPC 項目造成的直接或間接的損失，包括：

1.因為用戶交易操作帶來的經濟損失；

2.由個人理解產生的任何錯誤、疏忽或者不準確信息；

3.個人交易各類區塊鏈資產帶來的損失及由此導致的任何行為，SPC 不

是一種投資。我們無法保證 SPC 一定會增值，在某種情況下也有價值下

降的可能，沒有正確使用其 SPC 的人有可能失去使用 SPC 的權利，甚至

會可能失去他們的代幣。SPC 不是一種所有權或控製權。控製代幣並不

代表對應用的所有權，SPC 並不授予任何個人任何參與、控製，或任何

關於 SPC 以及應用決策的權利。

4.2 风险提示

我们非常重视安全，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 100%安全，例如：由

于不可抗力导致的各种损失。我们承诺尽一切可能确保您的交易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