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Fi 中的每个用
户都可以负担得
起 BTC 收益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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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BTC挖矿代币？
比特币挖矿代币（BTCMT）为比特币挖矿带来流动性。 每个 BTCMT 以 
0.01 TH/s 的真实比特币挖矿算力作为抵押。 通过抵押 BTCMT，持有者
将获得与抵押的挖矿算力相对应的每日比特币奖励。

http://minto.finance/


Minto.finance   

BTCMT 经济
BTCMT 代币的经济性使您可以获得比传统采矿更多的收入。 
HECO Chain 上的产量农业是 DeFi 中最高的 APR 之一。

DeFi 领域每天都在发展。 去中心化的协议和项目努
力改善投资者的体验以及吸引更多的流动性。

BTCMT 是一种将比特币哈希率资产引入 DeFi 的资产协议。

获得透明的农业奖励，就像您拥有 ASIC 设置一样，或者通
过买卖任意数量的挖矿能力而获利，而无需面对传统挖矿。

BTCMT 代币将分发给本项目的用户。 获得抵押奖励和流
动性提供者（LP），缩短 DeFi 与比特币社区的距离。

如何将比特币带入 DeFi？ 通过抵押 BTCMT 代币在火币
生态链上种植比特币。

抵押您的 BTCMT 并在每日支出中每年赚取高达 236% 的
收益。 DeFi 中的收益农业为您带来比比特币挖矿或购买更
多的收入。 您在不断增长的市场中获得更多收益，即使在
下降 70% 之后也不会失去任何利润。

http://minto.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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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产量农业...

作为代币持有者，您会以与矿工相同的方式获得奖励——或者您可以通过
买卖挖矿能量获利——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您不必处理传统挖矿的任何麻
烦。

无需维护，无风险，对最终用户无高准入门槛。

创建通过积极操作比特币挖矿设备来保护的代币。

拥有 BTCMT = 拥有 BTC 挖矿设备。

http://minto.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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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挖矿

我们去掉了所有繁琐的步骤，使挖矿比获得 BTC 钱包更容易

传统挖矿
电力

维护

挖矿设备用户 利润故障

更新

挖矿设备

利润

交易

抵押挖矿

BTCMT交换用户

Minto

http://minto.finance/


代币发行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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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矿

发射台

团队

4 500 000

250 000

250 000

90%

5%

5%

最初的私人代币销售价格为 1.72 美元

流通中的代币总数必须至少产生相当于所有流通中代币所代表的算力。


我们的合作伙伴矿池将作为独立审计师并定期发布报告，确认 BTCMT 已完全具备挖矿能力。 例如，如果区块链显
示有 2,500,000.00 个代币在流通，则该项目必须具有至少 25,000.00 TH 的比特币挖掘能力。


目前分配给 Minto 的总算力为 50,000 THs。 当前挖矿能力的可用性由我们的合作伙伴验证。


http://minto.finance/


代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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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价

正常运行时间 

                单一代币哈希率

0.06 kW/THs

24 小时

0.01 THs

0.055 美元/kW

每个 BTCMT 代币等于 0.01 THs，因此总可能的代币容量为 5 000 000 BTCMT

"上面的数字代表了您购买单个代币时所获得的收益。 更清楚地说，100 个 BTCMT 代币代表 1 TH/s 的挖矿能
量，以及维持挖矿一小时所需的 0.06 千瓦电力。


 由于全天候运行和电力供应，每千瓦 0.055 美元的低廉价格，该项目能够为用户创造丰厚的利润，而无需他们做
任何事情。 虽然随时间这些费率可能会略有变化，但所有变化都将由 Minto 团队处理； 一旦用户获得了他们的代
币，它们不会有任何变化。"

                                哈希率能效

http://minto.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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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50000 THs 哈希率的产量数据

1 BTC = $ 54 173, calculated on 07/10/2021

83,9%预计年质押收益 $ 516 888每月利润

每日利润 $ 17 230
池费 $ 216

每周利润 $ 120 607
池费 $ 1 512

每月利润 $ 516 888
池费 $ 6 481

每年利润 $ 6 288 808
池费 $ 78 848

$ 3 960
  电费/天

Ƀ 0,32
挖矿/天

Ƀ 116,07
挖矿/年

$ 1 445 400
电费/年

Ƀ 2,23
挖矿/周

$ 27 720
电费/周

Ƀ 9,54
挖矿/月

$ 118 800
电费/月

http://minto.finance/


1 BTC = $ 66 634, 计算于 20/10/2021

奖励

每日数据中心运行成本 

= 4078.80 美元/5 000 000 代币满负荷运行
= 哈希率能源效率 х 电价 х 哈希率 х 1.03 

"分配给 Minto 的总挖矿算力 = 50 000 THs 


 在满负荷时，Minto 每天能够提供超过 21 308,41 美元的挖矿奖励。"

这使我们每天向代币抵押者分配大约 17 229,61 美元。 这笔款项将根
据用户拥有的代币数量分配给用户； 抵押的代币越多，奖励就越高。 



例如，你有 1000 个 BTCMT ：

抵押

100%


50%


25%*

10%

x1


x2


x4

乘数

x10

$ 3,45


$ 6,89


$ 13,78

奖励/天

$ 34,46

*基于其他区块链上类似项目数据的平均预期价值

挖矿能效标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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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矿奖励分配
BTCMT 集中接收来自比特币挖矿的奖励，并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将奖励分配给权益持有者。 我们已经与信誉良好的
矿池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火币矿池、F2pool、币安矿池和 Slush。项目的挖矿算力将分配给这些矿池，以换取
挖矿的奖励，由矿池计算和分配。

这一步的集中化对于确保问责制和效率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矿池将充当独立的服务提供商和审计师，监控挖
矿能力的充足性。

项目哈希率 矿池

用户#1

用户 #2

...

挖矿奖励

智能合约

项目

分发质押奖励

非集中

日常费用分发+审计

集中

http://minto.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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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忘记
BTCMT 是一种代币，这意味着您可以把它：

抵押


购买


售出

我们在挖矿过程中增加了额外的经济层，以确保未来的项目增长并为该过程带来更多的流动性。

把它当成一份期货合约。鉴于当前挖矿市场的问题，它将是购买和维护昂贵设备的绝佳替代品，即使在硬件或其他
类型短缺的情况下也能提供相当于挖矿收入。

http://minto.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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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Minto 代币由位于卡累利阿的最先进数据中心提供支持，
该数据中心负责该项目的挖矿业务。 86 000 平方米的数据
中心只有 2 年的历史，并配备了最强大的挖矿设备。挖矿
设备的电力通过私人水力发电厂提供，确保该设施始终有
足够的可用电力，当前上限为 64.5 MW。

数据中心完全符合当地和国际法规，并由 150 名经验丰富
的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进行监控和维护。 目前，Minto 位
于一个数据中心内，但目前正在建造其他数据中心，以适
应项目未来的发展。 这是每个代币背后的力量和安全性。

http://minto.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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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Minto 的卡累利阿数据中心的位置和功能带来的好处包
括：

50 000 THs 的哈希率


数据中心的理想气候


高品质、超快的 1Gbit 互联网


能获得廉价的私人能源

这些因素使 Minto 能够将维护和其他运营成本降至前所未
有的最低水平。 我们已经在该设施中安装了 3200 台来自
比特大陆、阿瓦隆、INNOSILICON 和 WhatsMiner 等领
先制造商的 ASIC 矿机。 此外，该设施的整体计算能力可
用于科学计算、大数据处理、渲染和人工智能。

目前挖矿业务的合作伙伴包括 F2pool、Binance Pool 和 
Slush。

http://minto.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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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用例
目前，代币数量仅受分配给项目的挖矿设备的限制。 现在
Minto 并未耗尽数据中心的全部功能。 但是，随着需求增
长，越来越多的设施可用矿工将用于维持运营。 随着项目
的发展，以下的方面和会跟着它：

代币数量


用于 Minto 的挖矿设备数量 


数据中心。

其他顶级设施已经建成，更多设施正在建设中。

http://minto.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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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路线图
2021年3月

项目准备工作；

2021年5月
概念证明：50 PH 放在合作伙

伴池中；

2021年6月
推出智能合约、dApp，发行 

5 000 000 个代币；

2021年10月
购买土地并建造新的挖矿

中心；

2021年12月
第二批。 连接额外的 100 PH

http://minto.finance/


比特币挖矿需要大量的电力。 其他挖矿设施连接到城市
电网并使用来自燃烧煤炭电力

我们在这里不这样做。 因为我们用于为设施供电的电力
是由私人水力发电厂提供的，使用 Minto 进行挖矿既不
会损害环境，也不会产生任何二氧化碳排放。 它得到了 
WWF 的批准，并符合联合国提出的 CEO Water 
Man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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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环保的

http://minto.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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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cmtofficial


@btcmtofficial

欢迎与我们联系

关注我们

http://minto.finance/
https://twitter.com/btcmtofficial
https://t.me/btcmtoffic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