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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算无遗策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阿尔法域，是四川算无遗策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利用区块链
底层技术搭建了“阿尔法域”平台；平台由多个模块组成：广告
投放、商城、实物兑换等。主要目的为了在区块链的时代里通过
区块链技术革新缔造精准投放以及过滤无效资讯的平台，为用户
带来实质的有益的实惠，以及精准有效的投放！；
       企业经营范围包含：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咨询、贸易咨
询、市场调研、公共关系服务、会务服务、翻译服务、从事计算
机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是一 家集商务咨询和
信息技术的创新公司；
       企业的初心是以全新的模式结合互联网技术来实现线上信息
整合，以及资源管理的一家综合性企业。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以更
先进的技术结合现实生活进行智能资源整合，公司所研发的“阿
尔法域”主要实现的目的就是整合线上资源，结合线下区块做创
新的互联网技术革新。
      阿尔法域结合了领地的全新模式，让用户在自己所处的区域
有了实景体验，以及收到周边的精准投放，采用大数据计算，核
准用户的属性，在精准的配制用户的推送，使用户尽量避免垃圾
信息！阿尔法域中将不同用户在不同时间地点产生的不同且唯一
的任务信息生成区块；利用共识机制，通过计算节点（任务卷轴）
奖励域石。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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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石是什么？

域石在阿尔法域中前期是属于用户在完成任务是看广告所得到的的奖励
域石主要用于在阿尔法域平台中进行商品兑换/购买， 领地购买、玩家交易、兑换域石任务等，多样玩法大大增加了
阿尔法的趣味性。而随着玩家增加，平台将推出排行榜以及地区奖励排名，这时域石的价值将会再次得到提升，获得
域石成为玩家们的重要追求。同样，线下在阿尔法域的商户运营中可能会得到域石的奖励。



每天如何获得奖励！

每天完成看广告的任务
FOR THE ADVERTISEMENT

新用户注册，完成实名认证即可获得试炼任务卷轴，只要拥有卷轴就可以每
天看广告任务领取收益，下载阿尔法域app后，首页-点击领取即可进入广告
任务阶，完成每天4阶的看广告任务即可获得奖励，完成高级认证只需要看一
阶即可获得奖励；

我的任务卷轴需要到友情链接里面打开Alpha Global登录查看我的卷轴即可，Alpha 
Global可以复制链接到浏览器打开，市场和阿尔法商城在均需要登录Alpha Global查看
或购买，包括交易！



通过阿尔法我们可以赚多少钱，合法吗？

北美阿尔法域

欧洲阿尔法域

南美洲阿尔法域

亚洲阿尔法域

欧洲阿尔法域

阿尔法域不承诺任何的收益和回报，每个人的收益来源于看广告，购买领地获得该地区投放
分成，入驻商户合法经营获取；

阿尔法域领地世界

阿尔法域是一个合法的APP。主要功能是投放精准广告！



看广告与领地的玩法介绍

领地是什么？

领地是阿尔法域平台专有的区

块，结合生活中的地区而界定！

每个在领地范围内的人可以看

到该领地的所有相关信息，领

主将拥有该区域的部分权益！

怎么看广告

首页点击看广告领取奖励进入看广告；

通过普通认证的用户需要每天看三个

广告，高级认证用户只需要看一次广

告。

昨天忘记看了，今天可以补吗？

阿尔法域的底层技术是区块链技术，分

配给每个用户的奖励是需要用户付出才

能奖励，若用户忘记了，自然就会分配

给其他人，所以不可以补。

怎样获得领地

通过平台开放地区进行申购；

部分用户会转让自己的领地可

以在转让区进行购买。



阿尔法域领地的优势

灵活持有随意转让

每次交易必须溢价

领主享受领地分红

领主专用广告位
阿尔法域领地模式是结合任务卷轴模
式的精华与全新领地模式的首创之作；
也是阿尔法域的创新之举

卖出领地将扣除卖出方溢价50%部分作为手续费，加快
了领地增值，也促进了域石的无限消耗，提高域石价值。

领主购买领地之后是可以任意转让的，也可以设置为
不出售状态，不可售状态在其他用户看到时也将是不
可售状态！

领地的交易必须溢价卖出，假如用户A通过200域石购得某
某地区，获得领主权益，当用户A希望卖出时，必须挂大于
260域石以上售价才可以出售。

领主持有领地每天该领地的用户产出将与领主进行投
放分红，区域的用户只会越来越多，所以领主分红也
会越来越多，领地的价值就越高！

领主拥有专用广告位，可以上传希望推广的产品，
商品等，在自己购买的领地区域内无限曝光！



阿尔法域商城的优势

商家必须完成商家认证

商家必须有正规营业执照

交易实时进行区块广播

供应商高品优胜淘汰制

商城开放女性用品专区



如何加入阿尔法域

扫码

注册

下载

APP

实名

认证

完成以上步骤就可以开始看广告领取奖励！



如何完成实名认证

实名认证

高级认证

在阿尔法域中完成实名认证可以获得交易域石的权限，
手续费为50%

完成高级认证交易域石的手续费为25%
同时完成高级认证后每天完成广告任务阶时只需要完成1
阶即可获得奖励，普通用户需要完成4阶任务才能获得奖
励！
每一阶任务需要耗时约30-90秒！

未认证的用户没有交易的权益



如何完成高级认证

高级认证
手续费直接降至25%

进入app-点击“我的”-找到“高级认证”-点击后系统会
自动检测账号内是否拥有中级任务卷轴以上的任务卷轴，拥
有就可以通过高级认证！

每日任务一阶奖励直达

普通用户需要完成每日任务四阶才能获得奖励，完成高级认
证的用户每天只需要完成一阶任务就能获得奖励！



如何分享或者推荐给别人

点击app-“我的”-邀请好友-分享 好友扫码即可注册，注册成功
后下载即可



任务卷轴是什么

阿尔法域中对一个7个不同任务卷轴等级的代名
词，每一个任务卷轴在当天完成看广告任务时
将获得对应的周期奖励！

普通用户需要完成每日任务四阶才能获得奖励，完成高级
认证的用户每天只需要完成一阶任务就能获得奖励！



什么是团队活跃度

是指注册并通过实名认证的用户，拥有任务卷轴
的用户，10:1的活跃度计算个人活跃度

大区活跃度：计算我的直推里面总活跃度第
一名的总活跃度为大区活跃度；
小区活跃度：所有直推总活跃度之和减去大
区活跃度就是小区活跃度；

团队活跃度=大区活跃度+小区活跃度

温馨提示-试炼任务卷轴的周期有40天哦！



任务卷轴收益

任务卷轴 兑换域石 周期 收益率 总共奖励 每日释放 活跃度 可购买数量

试炼任务卷轴 赠送 40 100% 11.1 0.2775 1 0

初级任务卷轴 10 30 120% 12 0.40 1 8

中级任务卷轴 100 30 125% 125 4.16 10 6

高级任务卷轴 1000 30 128% 1281 45.0 100 5

钻石任务卷轴 5000 30 131% 6525 217.5 500 3

铂金任务卷轴 10000 30 135% 13500 450.0 1000 2

超凡任务卷轴 100000 30 140% 140000 4666.66 10000 1



分享奖励

任务 奖励

直推1个实名会员 0.3原石

间推1个实名会员 0.1原石

直推每日看广告 3%域石

间推每日看广告 1%域石

直推购买任务卷轴 3%域石

间推购买任务卷轴 1%域石

原石将在每日的看广告任务完成时收益中同步奖励，每天释放2%原石为域石！



手续费

等级 直推人数 手续费 投放分红

lv0 未认证 不可交易 -

lv1 实名认证 50% -

lv2 2人 35% -

lv3 6人 32% -

lv4 20人 28% -

lv5 50人 25% 20%
lv6 100人 22% 15%

lv7 500人 20% 10%
满50直推即可升级lv5，就可以获得每日的投放分红！ 完成高级认证后手续费可以直接降低到25%哦！



达人等级

等级 直推人数 团队活跃度 小区活跃度 奖励任务卷轴 手续费分红

小达人 30 400 30 初级任务卷轴 10%

一星达人 30 1800 400 中级任务卷轴 20%

二星达人 30 10000 1800 高级任务卷轴 15%

三星达人 30 70000 10000 钻石任务卷轴 10%

四星达人 30 300000 70000 铂金任务卷轴 5%

升星必要条件：升准星直推必须超过30人，升一星小区直推中必须有一个小达人；升二星小区3代好友中必须
有一个一星，升三星小区5代好友中必须有一个二星，升四星小区5代好友中必须有一个三星；
大区活跃度：计算我的直推里面总活跃度第一名的总活跃度为大区活跃度；
小区活跃度：所有直推总活跃度之和减去大区活跃度就是小区活跃度；
小区：是指直推中，除开大区则全是小区！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观看
算无遗策·阿尔法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