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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简要 簡要 

BBSCoin is a cryptocurrency designed for internet forums. 

BBSCoin是为互联网论坛设计的加密货币。 

BBSCoin是為互聯網論壇設計的加密貨幣。 

 
We aimed to provide an easy way to let forum user exchange credits/points 
from different forums freely. 

我们旨在提供一个简单的方法让论坛用户自由交换来自不同论坛的积

分/积分。 

我們旨在提供一個簡單的方法讓論壇用戶自由交換來自不同論壇的積

分/積分。 



 

Begin from forums, but we will not stop at forums, we will create a 
exchangeable credits/points for all Web Sites. 
从论坛开始，但我们不会停留在论坛上，我们将创建一个 
所有网站的可兑换积分/积分。 
從論壇開始，但我們不會停留在論壇上，我們將創建一個 
所有網站的可兌換積分/積分。 



 

Breakthrough Point 

 突破点  突破點 

An Internet forum, or message board, is an online discussion site where people can 
hold conversations in the form of posted messages. They differ from chat rooms in that 
messages are often longer than one line of text, and are at least temporarily archived. 
Also, depending on the access level of a user or the forum set-up, a posted message 
might need to be approved by a moderator before it becomes visible. 

互联网论坛或留言板是一个在线讨论网站，用户可以以发布的消息的形式进行

对话。 它们与聊天室的不同之处在于，消息通常比一行文本长，并且至少暂

时存档。 

另外，取决于用户的访问级别或论坛设置，发布的消息可能需要由主持人批准

后才可见。 

 

 



互聯網論壇或留言板是一個在線討論網站，用戶可以以發布的消息的形式進行

對話。 它們與聊天室的不同之處在於，消息通常比一行文本長，並且至少暫

時存檔。 

另外，取決於用戶的訪問級別或論壇設置，發布的消息可能需要由主持人批准

後才可見。 
 
Forums have a specific set of jargon associated with them; example: a single 
conversation is called a "thread", or topic. 

论坛有一组与他们相关的专业术语; 例如：单个对话称为“线程”或话题。 

論壇有一組與他們相關的專業術語; 例如：單個對話稱為“線程”或話題。 
 

A discussion forum is hierarchical or tree-like in structure: a forum can contain a 
number of subforums, each of which may have several topics. Within a forum's topic, 
each new discussion started is called a thread, and can be replied to by as many people 
as so wish. 



讨论论坛在结构上是分层的或树状的：论坛可以包含多个子论坛，每个子论坛可

以有几个主题。 在一个论坛的话题中，每一个新的讨论开始都被称为一个线索，

并且可以由尽可能多的人回答。 

討論論壇在結構上是分層的或樹狀的：論壇可以包含多個子論壇，每個子論壇可

以有幾個主題。 在一個論壇的話題中，每一個新的討論開始都被稱為一個線索，

並且可以由盡可能多的人回答。 
 
 



 

 

Current Situation 

现在的情况  現在的情況 

Forums are still popular in the world. 

论坛在世界上仍然很受欢迎。 

論壇在世界上仍然很受歡迎。 

People are used to exchang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through forums and are 
even willing to pay for it. 

人们习惯通过论坛交换有价值的信息，甚至愿意为此付费。 

人們習慣通過論壇交換有價值的信息，甚至願意為此付費。 

Reddit is popular in the US, Baidu Tieba is popular in China, also 5ch is 
popular in Japan now. 
Reddit在美国很流行，百度贴吧在中国很受欢迎，现在5ch在日本也很受欢迎。 
. Reddit在美國很流行，百度貼吧在中國很受歡迎，現在5ch在日本也很受歡迎。 



 
 
 
Webmasters can also easily set up forums through open source softwar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still use the forum on a daily basis. * 

* 网站管理员也可以通过开源软件轻松设置论坛。 数以亿计的人仍然

每天都使用论坛。* 

網站管理員也可以通過開源軟件輕鬆設置論壇。 數以億計的人仍然每

天都使用論壇。* 

 



 

* According to Alexa Data 

*根据Alexa数据 

*根據Alexa數據 
 
 
 



 

Current Situation 

现在的情况  現在的情況 

Internet forums are isolated. Forums are just a platform for users sharing 
their contents, but can’t get any profit. 
互联网论坛是孤立的。 论坛只是用户分享内容的平台，但不能获得任何收益。 
互聯網論壇是孤立的。 論壇只是用戶分享內容的平台，但不能獲得任何收益。 
 
The current point system is useless. Just get point, but can’t make it 
effective. 

目前的点系统是无用的。 只要得到点，但不能

使其有效。 

目前的點系統是無用的。 只要得到點，但不能

使其有效。 
 
 



 
We try to open a first decentralized 
cryptocurrency exchange system based on existed 
web sites and forums. 

我们试图根据现有的网站和论坛开设第一个分

散式加密货币兑换系统。 

我們試圖根據現有的網站和論壇開設第一個分

散式加密貨幣兌換系統。 
 

 
 
 
 
 
 
 
 

 



 

Solution 
 
 

 



 

Why BBSCoin? 

为什么BBSCoin？ 為什麼BBSCoin？ 

• Decentralized 
• •分散  •分散 
• Untraceable 
• 无法联络  無法聯絡 
• No Application Form 
• 没有申请表 沒有申請表 
• A Service and A Plugin 
• 服务和插件 服務和插件 
• Connect to the world with blockchain 
• 通过区块链连接世界 通過區塊鏈連接世界 
• Make Forum Revolution 
• 进行论坛革命 進行論壇革命 

 
 



 

Flow 
 

 

Make credits effective 
使学分有效  使學分有效 

 

 

 
 
 

Deposit or Withdraw BBSCoin 

存入或取消BBSCoin 存入或取消BBSCoin 
 

Admin 

Forums 
Sites 

 
Wallet Service 

Wallet API 

Users 

 

BBSCoin 
Blockchain 



 

Specifications 

 产品规格  產品規格 

 

• Name: BBSCoin 
• Symbol: BBS 
• Block time: 120 seconds 
• Min Transaction fee: 0.001 BBS 
• Mining algorithm: Cryptonight 
• Total coin supply: 184,470,000,000 * 

 
* BBSCoin is designed for forums. Credits are inflated in the most of places. We don’t want the exchange rate to 
end up something like 100k:1. We think this is a good supply for this scene. 
* BBSCoin是为论坛设计的。 信用在大部分地方都是夸大的。 我们不希望汇率最终达到100k：1。 我们认为这是该场景的良好供
应。 
* BBSCoin是為論壇設計的。 信用在大部分地方都是誇大的。 我們不希望匯率最終達到100k：1。 我們認為這是該場景的良好
供應。 

 
 



 

Prospect 

展望 展望 

 

• Integrated with most of sites and forums 

• 与大多数网站和论坛集成   與大多數網站和論壇集成 
• A mature open source community 
• 一个成熟的开源社区   一個成熟的開源社區 
• People want to exchange their points through BBSCoin 
• 人们希望通过BBSCoin交换他们的积分  人們希望通過BBSCoin交換他們的積分 
• Site admins can make profit with BBSCoin 
• 网站管理员可以通过BBSCoin获利    網站管理員可以通過BBSCoin獲利 

 
 
 
 
 
 
 



 

Thanks for your support 

感谢您的支持   感謝您的支持 

We will create a general point system in the world, based on your support. 

根据您的支持，我们将在全球创建一个总体积分系统。 

根據您的支持，我們將在全球創建一個總體積分系統。 

Links 

• Official Site 
https://bbscoin.xyz 

• Official Forums 
• https://forum.bbscoin.xyz 
• Official Twitter 

https://twitter.com/bbscoin_xyz 

https://bbscoin.xyz/
https://bbscoin.xyz/
https://forum.bbscoin.xyz/
https://twitter.com/bbscoin_xyz
https://twitter.com/bbscoin_xy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