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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加速替代能源的使用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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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工程始建于2018年，并开始了作为自身区块链（FRED能量）可开采一个

硬币。这个想法，使用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加快可再生能源和碳中性能源设备的发

展。这是我们称之为资助研究能源设备（FRED）。 

在2019年六月，FRED能源切换到令牌恒星网络上成为一个绿色加密货币定制，

并与持有令牌的销售提高资金更广泛的绿色能源相关项目的实施目标。 

由于当前市场下跌投资者的信心，我们最近检讨我们的定价策略和软/ 

最大金额已重新对准我们的新目标。  

正如我们一直说，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市场和能源设备的创新继续合作的最小资

金继续下去，这是我们现在将集中在近期的未来。 

项目加快推进，旨在推动电动和太阳能供电三轮摩托车在亚洲将继续因品牌/项

目曝光和实施成本低的优点。加上我们的创新合作伙伴（DSA），我们还发现，

通过DSA设计修改可能由于改善自充电功能提供充电之间一种太阳能动力的三轮

摩托车的几个小时。这是一个领域，我们将继续发展。 
项目季羡林将成为未来的目标和本白皮书中仍将功能。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来自社会和投资者更大的支持，我们可以

让我们的目标成为现实。 

 

迈克尔Josefsen  -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介绍和项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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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的  

弗雷德项目旨在推动和促进消费者和基金研究到能源设备更多地采用与新一代替代能

源（FRED） 

 

我们的目标; 

•使用区块链技术和加密货币成为全球公认的绿色能源项目的主要参与者 

•成为与绿色能源相关的品牌目标消费者的需求 

•援助在替代能源的使用而产生的消费者加速 

•对可替代能源产品接受加密货币主要在线市场 

•通过创新的伙伴关系带来新的节能和发电设备市场 

•在2  -  3年内在所有项目上实现投资回报， 

 

我们的目标; 

•要通过FRED能源（FRED）提高资金令牌销售和私人投资，使已确定的商业机会成就 

•创建一个在线的替代能源产品的市场 

•把我们的合资企业的产品推向市场 

•要源投资可行的能源设备项目 

•与客户建立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长期，这将在实现我们的目标帮助 

•为了激励能源发电和储能深受消费者 

不喜欢的白皮书？看看我们的间距甲板

FRED能源白皮书V1.4 

项目

https://www.swipe.to/2191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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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是电动
我们正朝着在能源使用的新时代，这将是电动的。据估计，全球能源使用量，预计到2040

年主要是由于用电是最大的消费增长领域（iea.org，2017年）的30％增长到工业和人口增

长的新兴经济体。 

由于供应和需求，这将有助于数万亿美元的能源公司债券，但将导致对消费者的上述通货

膨胀物价上涨。整体影响将通过我们所有人的，但可以感受到那些最脆弱的，如低收入者

和老年人将无法满足使他们陷入所谓“燃料贫困”不断增长的能源成本。 
能源供应商预计将朝着更环保的替代能源运动（中国是前身），这是对环境的好消息，但它会在成

本水平对消费者的影响很小。

人口不断增长和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继续对全球能源需求和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接下

来的几十年里，全球人口将上升，技术会进化，以及能源消耗将增加大量对我们的地球和

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相信，这个周期可以通过减少在消费者层面的能源需求和提高认识到能源效率的好处与消费者

使用替代能源发电的装置自身的能源 电力中断。我们的项目在本质上是道德的，但企业集中，弗

雷德项目旨在通过参与绿色能源项目，帮助建立为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后代一个更清洁，更环保的

未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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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能源机构（ ）研究存在的能效更广泛的角度肚里 超越减少能源需求和减少

温室气体（ ）排放的传统措施 。这种更宽的视角揭示了能源效率的潜力 以支持经济增长

，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保障能源系统的安全性，并帮助建立繁荣 。

在本质上，报告强调的是，通过教育消费者在能源效率还有来自降低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

降低有害气体排放很多好处分开。的影响和效益，不仅消费者，但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感

觉。

 
从原始源，其适于（ ， ）

加密货币和区块链似乎在对提高能源效率的可能性，但他们是颠覆性技术。我们选择不与朝提

高，这将创造积极的长期变化的项目意识和资金的目的使用能源密集型的采矿 （证明工作

）的恒星区块链。

弗雷德项目坚定地认为，社会需要如何改变他们的能源消费习惯和对不仅对环境，而且为消费

者的未来利益更环保的能源使用和代移动更好地了解。

 

效益的节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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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市场

制造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能系统的批发成本继续下降，这一方面有利于拉低消费者的

成本。此外，对电动汽车（EV）通过此举加速为价格也成为消费者更具吸引力。由消费

者转向可再生能源发电，存储和电动汽车采用的过渡将齐头并进。消费者在购买的电动

汽车将更有可能考虑自己发电，以抵消成本上升和未来提供能源保障。 
这是什么意思是，绿色能源相关产品的零售额将看到一个持续上升的趋势，随着技术变

得更便宜，更广泛地接受。例如，每一个新的电动汽车购买将需要一个能够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的家庭EV充电器。EV充电器将需要能够基于非高峰时间，并与双速选择充电。消

费需求的重要性也由新近成立的组织用户为中心的能源系统由EIA共享，“人们使用技术

的能量转换成他们想要的服务。要做到这一点，技术必须是可用的，其提供的服务必须

满足用户的需求”。尽管一些汽车制造商已经提供EV充电器作为购买计划的一部分，他们

可能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此外，消费者将目光转向源的补充或替代其现有的系统和提高能源效率，例如用现代低

成本高效率的LED灯泡取代传统灯泡炽烈的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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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市场将提供更大的使用FRED能源作为实用令牌和推广应用cryptocurrencies的。市场是

我们的最低可行的产品（MVP）和演示，请访问https://shop.fredenergy.org/shop/ 

FRED能源的市场正在寻求加入未来的绿色革命，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https://shop.fredenergy.org/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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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场详细

市场最初将有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产品，最终我们自己品牌的产品。它旨在把绿色能源相关产

品如家用EV充电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系统，电池存储系统，替代电动车辆，LED灯泡和其

他相关的小工具。除了传统的付款方式，我们将实现支付的使用FRED能源令牌等加密货币产

品。在市场上的供应商将能够管理其产品的各个方面，一旦他们被允许使用该平台。 

我们的市场的USP 

• 接受加密货币支付导致更大的大规模普及

• 通过他们的加密货币钱包提供的产品没有银行账户的访问

• 艾滋病的消费能源效率的加快，节能和发电

• 通过内容创建能源效率和发电系统的信息

• 提供了独特的绿色能源相关产品

• 我们自己的品牌产品

• 真正的消费产品评级

• 消费者可以赚取 令牌奖励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Cumulative Revenue 55,875 184,125 388,375 729,625

Cumulative Cost 27,250 56,600 103,600 139,150

Net Return $28,625 $127,525 $284,775 $59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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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个原型装

置
我们项目的投资者也将在新能源发电和存储方式，包括我们的第一个原型装置，它是完全组

装和工作的发展进行投资。现在，我们需要完成电路设计和放眼其推向市场。 

该装置的目的是朝向离网和野营/室外市场和是太阳能供电的。据估计，全球野营设备市场预

计到2020年[16]达到$ 52.2亿。 
有很多这样的设备在市场上，但是，也有类似的设备，如220V输出，USB-

C的输出没有发现几个独特的功能，和一个备用电源银行允许多达主要银行的85％的补给。

该器件非常适合离网/户外露营使用，作为应急电源。 

初始规范 

输出： 15-

18安培或更大200Amp版本现已推出 

220V直流电源可以小型风扇，额外的220

个灯，笔记本电脑和其它较低瓦数的设

备（<600W），内置LED光 

产量：220V，USB-C，USB×2 1A和2A  

输入： 可选220V AC，5V经由7-

10W¯¯内置太阳能电池板或经由外部10-

100W太阳能电池板 

充电时间：2-

5小时。内置备用电源银行（正常能力最

高可达85％） 

重量： 1.5公斤 

外形尺寸： 24厘米X32厘米X12厘米 

 

 

 
原型产品 

进展的事实： 

• 两个原型产品，一个 和更大 设备已超出业绩预期

• 电路板的需求都在进步

• 测试和符合进行

 
首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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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设备开发

（资助研究能源设备）

我们将继续寻找新的节能和发电设备项目值得的合作伙伴关系和

资金。

世界上许多最伟大的发明已经被人谁没有多少科学知识，而是通

过试错开发他们的发明制作。

 

 

我们的承诺，以帮助那些脱离电网

最近的文章 

比尔盖茨强调面对那些生活离网或不可靠的取电的问题。一个简单的太阳能或机械动力

的充电装置可以大量提高生活质量为多。提高设备寿命简单的实例是小太阳能灯和电话

充电器用Deciwatt的 重力/ Nowlight能够不依赖于太阳提供光的。 
我们的项目承诺购买一台这样的设备每筹集了1000 $（请参阅我们的 

宣传视频由戴维·帕克曼），并给其免费提供给别人的需要。购买我们的令牌不仅可以帮

助我们实现我们的绿色能源项目也将让利于一些人生活无网格。 
 

 
资源： https://deciwatt.global/gravitylight 

今天，有工程师，科学家和发明家爱好者开发总有一天会改变我们的生成方式的技术，消费和储

存能量。他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许多缺乏资源或资金，以充分实现自己的发明，并让他们到市

场。我们已经在几个方面的创新和专利，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发电和储能的讨论。

我们的目标是与这些技术的开发者合作，并通过可能会改变我们今天所知的能源系统项目提供资

金建立伙伴关系。

 

 
实施例的太阳能充电设备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hidden-costs-unreliable-electricity-bill-gates/
https://deciwatt.glob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q89eNt9vJE
https://deciwatt.global/gravity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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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加快建立在当前可用的技术。  

在整个亚洲，三轮摩托车的是运输的常用方法，但是从燃

油效率受苦，造成空气污染。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稳步推

进使用电动三轮摩托车，但仍有采用的障碍; 

新的电动三轮摩托车的成本，缺乏意识的益处和充电站短

缺。加上我们的创新合作伙伴（DSA），我们已经确定了

电池和充电通过修改设计的DSA可能由于改善自充电功能

提供充电之间一种太阳能动力的三轮摩托车的几个小时。 
我们的目标是与电和太阳能的三轮摩托车的供应商合作伙

伴，购买的车辆数目，以促进绿色能源的运输和增加品牌

曝光。赞助将承担FRED能源标识每辆车对车辆进行维护

的时间约定的期限，将进一步推动该项目，并提高认识。 
我们选择了六个城市为我们的最初的项目，瞄准位于亚洲

和欧洲城市和旅游区的三轮摩托车的出租车司机，这将为

未来的项目季羡林阶段。 

中国，泰国，越南和印度正在向低碳社会和智能城市，为

电动汽车充电的初创企业绝佳的机会很大移动。 

 

我们项目的优势; 

• 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提供了更高收益的三轮

摩托车司机

• 降低运营成本，给人的三轮摩托车司机动

力使用绿色能源汽车

• 增加替代能源的使用大局意识

• 减少碳排放导致对所有清洁健康的环境

• 促进和市场 能源作为一种创新的绿色

能源的品牌，与社区工程，为造福社会

• 设置在亚洲和欧盟项目季羡林舞台

 

项目加速

注册三轮摩托车出租车在泰国

电动三轮摩托车在印度已经创造了数十亿美

元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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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 
传统的人力车或三轮摩托车的是在亚洲许多国家提

供低成本和方便使用的运输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据估计，一个三轮摩托车生产约四吨的二

氧化碳每年的这大致相当于汽车平均行驶万公里每

年。 
印度大约有这些车辆的150万，并在过去几年中已经

开始采用全电动版本，在努力减少污染，创造一个

新的十亿美元的市场。  
 

 
太阳能三轮摩托车来源：c-fee.com 

同样是在亚洲许多其他地区发生的打击不断上升的二氧化碳水平，并在那里的空气污染是如此

之高，污染口罩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像中国，泰国和越南等国家正朝着电驱动运输疾速超车

许多西方国家的努力。这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在电动车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都提供了许多商机。 

 

 
来源：bzzt 

欧洲 
在一些城市和旅游目的地在欧盟，电动三轮摩托车，最近新设计，如Bzzt的波德出租车正在露

面作为一个生态友好，高效，低成本的替代传统的出租车。  

作为创新和业务重点，我们的项目将探索和利用机会，使我们能够达到我们成为一个知名品牌

，并在区块链绿色能源项目的主要参与者目标之一的优势。 

 

电气与太阳能供电三轮

摩托车

 
来源：tukt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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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规模普及电动汽车（ ）的旅程已经开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

能源使用的新时代，电力将成为消费者的主要能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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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发展目标 项目季

羡林

 

 

项目季羡林先生将专注于电动汽车（EV）充电站。我们

的目标是增加地方有需求，现在和未来充电站的数量。 

实现最初将目光投向亚洲的进一步计划为目标的欧盟和

英国新兴市场的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充电是策略性选址

可以成为社区中心受益其它服务提供商和公募巨大的长

期前景站。社区毂模型将提供一个中央基部和包括的电

荷点使作业之间充值更大的数字。 
充电站将部分所有权或由FRED项目全资拥有，使用基

于现收现付的应用方案，目的是促进当地货币支付和FR

ED能源令牌的使用。 

达到投资回报率后，从充电站的收入将被用于扩大充电

网络到其他利基领域，用于资助更多的项目。 

电动汽车充电站带来与其他区块链平台，提供对等网络

（P2P）的可再生能源贸易合作的进一步可能性。全球

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市场预计到2025年（GVR，2019）和

FRED能源是价值$ 

63十亿正在成为这个新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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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汽车制造商现在在 和混合动力技术，旨在提高效率

和经济性的大规模投资竞争。

有了这个大力投资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目标是加速采用更环

保的交通工具。在电动汽车的崛起将需要访问和可用的充

电站的配套基础设施投资。

大石油公司已经多样化并获得许多既定的 的（充电站

运营商）和扩大基础设施在不断增长的需求做准备。

大型企业投资已经主要在快速充电区，并与现有的燃油零

售网络的一部分。但是，任何国家的计费网络的垄断是一

个令人关注的考虑。存在需要小型独立进军电动汽车充电

市场提供的竞争，寻求创新的商业模式，以满足消费者不

断变化的需求。

来源： 电动车前景

一个FRED能源未来的目标是将自己打造成为该会调

查并确定发展的利基市场是消费需求驱动的独立CP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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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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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确定普华永道根据英国模式四个充电段，这些都是家庭，目的地，快速和工作场所充电。

考虑到国家和文化的差异时，这些不同的部分，但是，我们的商业模式，将目光转向较低的投资和收入

堆叠段。我们的计划是在亚洲开始，然后看向欧盟和英国市场的更多机会。

英国目的网段会考虑如商场，休闲中心，酒店，主题公园和旅游景点，其中的逗留时间更长，成本更低

，更慢的充电电动车服务设备（ ）的位置都可以使用。

具有巨大潜力的一个例子是停车场和充电（ ）模型。该 模型将使用中档价位的 充电器在

的范围内实现 之间的充电时间 小时，需要大量降低投资比快速充电设置。此外，还退

出取决于位置的广告收入进一步叠加机遇和使用 的类型。

据估计， 的大约 ％的充电将在主场本段已被确定为具有很大的潜力。不是所有的家庭 的都相

等，并通过我们的市场提供在家里的权利类型 充电器的消费者对 能源另一个市场的切入点。

如果选择合适的商业模式的电动汽车充电市场正在迅速发展，并提供成功的巨大潜力。不像其他的

的项目，我们的目标是所有令牌的销售已经结束后的 个月内兑现我们的项目。

一个重要的注意的是，有当然会是一个点，电商不再能够提供离峰费率因隔夜充电的需求，而这正是我

们的项目旨在提高意识，并鼓励消费者考虑生成并存储它们自己的电力，以抵消能源价格上涨所已经在

影响生活质量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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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期限

预售开始

预售完 （无募集资金）

我们的平台销售将继续从 年 月 日靠任

何未来 房源为 初始令牌价格

 

Token Sale 57%Coin Swap 6%

FRED Project 
Reserve 14%

Founder (locked 
for 8 months) 

6%

Team (rewarded 
monthly) 6% Marketing 5% Advisors 3% Partners 3%

令牌分配

募集资金将作如下分配

项目加快和项目季羡林35％ 

产品开发20％ 

资助研究能源设备20％ 

在线市场10％ 

营销10％ 

法律，公司注册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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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经济
我们的令牌是恒星网络（XLM）上的自定义资产。 

游戏币供给是8.08亿个FRED能源令牌与北京时间FRED 

 

总供应 亿个令牌

分配

％ 销售

％硬币令牌交换

％ 项目储备

％方正（锁定 个月）

％小组（奖励每月）

％营销（空投＆悬赏）

％顾问

％的合作伙伴

软上限

硬胶囊

 

注：市场将忽略筹集了实现。此外，由于令牌经由令牌交换（6％）的项目分布到

以前的硬币持有者将资金提出的水平之内进行。 

销售分配 = 460560000（57％） 

令牌可以从我们的平台上购买整个筹款阶段 https://token-

sale.fredenergy.org/signup并会与任何IEO销售一起运行。我们从平台购买令牌将有

一个浮动奖金取决于购买和某些阶段可以拥有令牌持有者奖励令牌的数量; 
 

 
请仔细阅读条款和条件的网站上找到迈出购买我们的令牌任何进一步行动之前。 

 

 

 

请仔细阅读条款和条件的网站上找到迈出购买我们的令牌任何进一步行动之前。 

https://token-sale.fredenergy.org/signup
https://token-sale.fredenergy.org/sig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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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项目是不是新来区块链，我们开发了自己区块链在九月2018年和现在有一个建

立的社区。  

当我们朝着改变基于恒星令牌移动，我们的老硬币需要被交换和老区块链停产，所以

我们可以专注在前进的道路上。 

我们交换成功，总游戏币供给的6％分配给前一个硬币持有人。这些记号，直到所有令

牌销售完成将不会是可交易，或者团队决定释放交换令牌早取决于什么被视为该项目

是有益的。 

老硬币最大电源是80.8亿枚FRED硬币和已减少到8.08亿个FRED令牌，减少了10％。 

大约有14亿现有硬币交换为6％或48480000个令牌令牌分配。这不包括剩余的硬币预矿

约 4亿个金币它被烧毁。 

总证实了交换发送硬币是771162690，现在是不是为交换发送的优秀硬币视为烧毁。 

 

令牌交换率是基于以下公式; 

确认硬币交换/令牌分配 

771162690/48480000 = 15.9 

因此，1000,000 FRED硬币（1百万）将被交换为约 62893个FRED令牌。 

拥有一个已经建立的社区，并不断发展我们的项目自2018年，我们希望这会带来信心

，我们的项目和我们未来计划的投资者。  

我们是100％致力于开发和推出我们的项目变为现实。 

 

能源硬币到

能源令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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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星区块链
恒星是可用于发送和在任何一对货币接收钱分散支付协议。这意味着用户可以例如，从

他们的欧元资产负债发送交易，有它在美元，日元或其他货币（包括加密货币）到达。

交易通常类别的支持：给商家付款，付款回到家里，或与室友租分裂。 

恒星都有其内置的数字货币，被称为“恒星流明（XLM）”货币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但

是，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其他货币之间的转换路径。 

应用程序可以在恒星的顶部建成以帮助弥合数字和传统货币之间的差距。 

 

发展 

恒星正在发展成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恒星发展基金会的一部分，它的代码是开源的。 

怎么运行的 

网关 

恒星是建立在网关的概念 - 让人们进入和离开网络的实体。 

你需要信任你使用网关，但你并不需要在网络中信任其他参与者。这类似于相信你的本地

银行持有代表您的押金。在恒星，你明确决定你想有多少通过设置策略来信任的网关。 

货币余额被表示为从网关学分。积分可以在用户之间不涉及网关进行交易。因为它是一个

分布式的，开放的网络，任何人都可以开始自己的网关，并把他们的网关信赖的选择。 

今天 

恒星网络还是比较新的，未知的很多，但它以迅猛的速度发展，并继续吸引大量IT和银行

公司债券的注意。恒星最近进入与IBM合作，以促进跨境支付系统世界线 。 

 

https://www.ibm.com/blockchain/solutions/world-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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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ETH（ERC-20）网络选择恒星的FRED能源？ 

●恒星不使用证明工作（POW），这通常是验证交易的一个非常耗能的方式。其结果是，它

更多的共鸣与我们正在努力实现与FRED能源和我们的项目是什么 

●恒星网络上的交易是快如闪电的：高达4000个交易每秒以基本的硬件在网络上实现的，相

比于BTC目前的3.3-7 TPS，ETH的15个TPS或VISA的1736个与当前卷平均TPS 

●恒星交易的成本是非常低的（每笔交易<$ 0.00001） 

●恒星网络允许许多不同的货币和标记之间容易交流 

●恒星包含了“智能合同”层，像ETH，但恒星的是更简单，更容易开发上。它不会允许非常复

杂的合同，但换来的，它是更好的对系统漏洞的保护。来自新加坡和伦敦大学学院的国立大

学的研究人员决定下载，在测试的时刻积极存在于复仇的平台所有活聪明的合同。有近百万

活跃现场智能合同，并初步测试发现了显示出高风险的脆弱性超过2000智能合同，超过3400

0次聪明的合同显示的漏洞。这意味着，这些合同可以由第三方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代表谁想

要利用的意外问题ETH智能合同黑客操纵的“轻松” 

●全AML / KYC合规性（允许防止洗钱和恐怖主义的网络使用的资金） 

●访问分散交易所（DEX），这意味着没有第三方以往的“主机”一个用户的硬币，以防止“出

口骗局”或交换黑客已损害加密货币市场在2018年和2019 

●恒星基金会是著名的支持许多慈善机构，这也契合了我们一个更好/更公平的世界的愿景 

为什么在所有的项目使用区块链？ 

我们正在进入技术创新，一个地方区块链有利于绿色能源的过渡和消费者需要更多控制的新

时代。FRED能源希望成为这个新的颠覆性的未来的一部分和将出现的机会准备。除了寻求通

过令牌销售我们的项目融资，我们的令牌将有我们的未来平台和伙伴关系中的效用。该市场

将允许消费者使用加密货币除了传统的方法购买产品。我们的一些产品都瞄准了户外/野营市

场和那些谁是离网或不可靠的取电。它也更可能是那些生活离网也将是谁被归类为没有银行

账户的1.7B的一部分。 
我们不仅瞄准通过我们的市场提供改变生活的产品，也让人们更容易收购的产品，通常是不

能接触的地方。 

恒星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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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况

摘要 

世界能源的需求正在迅速增加，并朝着更环保的替代能源发电和使用移动正在加速。大型企业和

现在的大石油巨头大量投资进入绿色能源计划，准备的能源需求和需求不断增长的变化。 

虽然大公司垄断被许多未来的发展前景，仍有巨大的潜力和需要小型独立，以便填补某些细分市

场进军绿色能源的空间，这就是我们的项目旨在利用区块链并填补了国内空白。 

项目概况 

市场是我们的最低可行产品（MVP），并计划去住Q1 

2020无论从销售凭证募集资金。该市场将成为替代能源产品的零售商和创新，以展示和销售他们

的产品的平台。从销售佣金将根据产品的价值是5％-10％之间。 

目前，我们正在开发我们的创新合作伙伴（DSA），其目的是在户外/野营市场和那些生活离网产

品。我们的第一个产品是基于与设计变更的小太阳能灯和电话充电装置，以使更大的功能性和可

用性上。该产品也将在我们的FRED能源/ DSA品牌产品的市场特色。 

资助研究能源设备（FRED）已经拥有了第一个合作伙伴及创新（DSA）。该合作伙伴开发能源发

电设备，并使用新的有效的方法，能量存储最大化。我们的合作伙伴拥有发电和存储设备的几个

原型，我们期待迈向一个特别是专利申请。 

项目加速是一个有效的营销策略，并有通过品牌知名度，产品销售和我们令牌的市值为项目带来

巨大的增值潜力。太阳能三轮摩托车的使用方法，通过DSA的进一步发展可以使AC壁之间几个小

时才能改善自充电功能充电到期，提供进一步的市场切入点。 

项目季羡林集中在快速增长的电动汽车充电市场（资金依赖）上。有迹象表明，在亚洲和欧洲那

里进行早期投资进入电动车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已经发现了许多细分市场，准备充电站（EVCS）对

消费者需求的逐渐变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成功的充电点运算符（CPO），我们需要资金，因此这

个项目将是未来的一个目标的较高水平。 

完成工作。据我们了解，每个项目都需要在某些领域的专业知识，获取合适的人的任务是什么，

可以用资本来实现。当一个初创项目或公司收到的投资，它是那么能招到合适的人做这项工作。 

目标市场 

全球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市场预计价值$ 

63十亿到2025年这由EV充电站设备市场预计小巫见大巫是价值$ 

1,786十亿由2023年的EV家用充电器，仅仅是市场预计到2027年将价值$ 35十亿。 

消费级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存储系统的销售预期将看到类似的增长数字，因为它们变得更加实惠，

使消费者以抵消能源成本上升。 

此外，全球露营设备市场预计将达到$ 50亿美元到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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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预测
 

7kWh EV充电器（根据每个位置4台）1年200天@ $ 20中，2年250天@ $ 24年3290天@ $ 32 4年300 @ $ 38 

7-22kWh EV充电器（根据每个位置4台）1年200天@ $ 26 2年250天@ $ 30年3290天@ $ 38 4年300天@ $ 40 

7-22kWh EV充电器（广告模型）（根据每个位置4台）YEAR1200天@ $ 42 2年250天@ $ 48年2290天@ $ 50年4300天@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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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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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发明家和工程师

机电专家和顾问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在信息技术系统咨询领域

拥有 多年的经验。区

块链和绿色能源爱好者

 

创意总监兼社区经理

 

 
 

顾问

可再生能源和

专家

 

 

 

 

全方位信息技术专业人

才。 的项

目经理兼联合创始人

 

 

市场营销和加密货币内

容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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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

检索

• 。（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市场值得

亿

，到 年已检索

• 。（ 年）。世界能源展望从

国际能源机构 年获得：

• 。（ ）。能源效率的优势。

：从 检索

• 。（ ）。一个新的世界 能

源转型的地缘政治。从

检索

• 普华永道。（ ）。全速前进！在制

造电动汽车充电的商业模式的意义。从

检索

• 。（ ）。泰国 。

：从 检索

• 电动汽车（ ）充电器市场综述：

• 这些微小的电动三轮摩托车正在对尤伯

杯斯德哥尔摩：

参考及链接

• 全电动三轮摩托车正在改变人们出行方式

：

• 电动汽车越南的未来：

• 电动车市场的汽车（乘用车和商用车），

汽车类（中档价位和豪华），推进（

， 和 ）， 销售商（ 型

号）充电站（普通和超级）地区 全球预

测到 ：

• 电动车的销量同比增长 ％，在欧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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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阅读本声明。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应谘询金融，法律，税务或其他相关专业人士的

意见。 

弗雷德项目和FRED能源是由“公司” FRED ENERGY 

LTD控制项目注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号码12054644。 

FRED能源的买方令牌承诺，她/他了解本白皮书中，有一个理解和加密货币，区块链系统

和服务的经验，以及他/她完全理解与IEO / 

ICO活动，包括那些与使用有关的风险的加密货币和包括安全存储。 

包含在此该信息白皮书是弗雷德项目和FRED能源的未来项目和商业模式的总结，它提供

了一个介绍我们FRED能源令牌出售，相关的功能和筹款目标。弗雷德项目将开展令牌出

售筹集资金，为开发，商业化作为本白皮书中描述的项目和最终的服务。 

信息包含在该白皮书是描述性的，并随时更改，不具有约束力。本白皮书包括信息来源的

构成已经从内部或公开出版物提供获得的相对行业和市场预测。虽然来源被认为是可靠的

，弗雷德项目不保证或担保这些资料和预测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合规性和监管措施或行动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项目和未来的服务，这可能会限制或阻止他们

正在开发或实施。我们的商业模式可能会改变，由于在某些司法管辖区的相关适用法律，

这些新的法规和合规性要求。 

FRED能源是恒星（XLM）网络上的自定义资产，不归类为一个共享或打算作为一个安全

或投资资产。FRED能源令牌是令牌FRED项目及其相关项目的效用。FRED能源令牌并不

代表存在的FRED项目平台和生态系统外部有形或有形资产。 

FRED能源令牌并不代表实体的股权，股份，提成或权利资本，股息，利息，利润或收入

的问题的令牌或任何管辖权的任何其他实体。FRED能源令牌不设计或意在具有外的FRED

项目平台和生态系统的一个特定的值。FRED能源令牌不得使用或购买用于投机或投资目

的。通过举办FRED能源令牌，你是不是在规定的权利相对于该公司，收入或资产。这包

括但不限于投票，知识产权（专利）或任何其他法律或财务权益。 
本白皮书是不是要约或游说  

弗雷德项目不以投资为目的提供任何证券或资产。本白皮书是不被打算作为一个金融服务

产品文档或任何形式的招股说明书。本白皮书是不是投资的邀约，并以任何方式不属于在

任何司法管辖区的证券，股票，期权或期货祭。本白皮书提供的FRED项目的目标，未来

的产品和服务，并在FRED能源令牌的利用率弗雷德项目的平台和生态系统内使用的概述

。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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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白皮书不是一个建议或意见  

弗雷德项目不会，也不能保证在FRED能源令牌参与者会获利或不会蒙受损失。本白皮

书中讨论的令牌销售尚未受到任何监管机构审查，目前有下任何法律或任何管辖权的法

规监管审查的计划。 

限制 

有可能是在弗雷德能源令牌不提供给公民和居民可能包括美国，加拿大，阿尔及利亚，

玻利维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泊尔，

巴基斯坦，厄瓜多尔领土的限制。当限制规定，参加者不宜参加FRED能源令牌的令牌

买卖。在FRED能源令牌参与销售，也可以限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所有参加者

应确保他们符合行动与他们适用的法律，他们已经学会在其管辖范围内的监管机构的位

置。 
责任限制  

它是包含在本白皮书你的责任，你根据信息的决定。弗雷德项目，它的创始人，团队成

员，顾问和参与FRED项目其他任何第三方，它产生的项目，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承

担任何损失或损害你或其他人支付作为活动的结果，你或谁都接合在，基于任何信息包

含在本白皮书中，包括但不限于没有能力使用FRED能源令牌。 

免责声明 

包含在此提供了白皮书的所有信息“按原样”，没有任何形式的担保。弗雷德项目不作任

何声明，并放弃一切明示，暗示和任何形式向您和/或任何第三方的法定保证。这包括保

证其准确性，意见，完整性或适合作任何特定用途。 

交易法 

您理解并同意，FRED项目是不负责的适用法律事务的选择，而且适用法律可能包括但

不限于反洗钱法，证券交易法，和当地的税法。您理解并同意，您将负责所有适用的法

律事务。在不违反上述，您理解并同意承担FRED能源令牌的采购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应

纳税额承担全部责任，而弗雷德项目不直接或间接承担任何说的应纳税额。 

你会同意不使用我们的独立评估办公室的活动对于任何非法操作，包括但不限于恐怖主

义或洗钱的资金。 

全部条款和我们的令牌售条件可以在https://token-sale.fredenergy.org/signup/terms-and-

conditions找到 



往来
 

网站博客： http://fredenergy.org 

令牌销售网站： https://token-sale.fredenergy.org 

不和谐： https://discord.gg/uhAjg9w 

电报： https://t.me/FREDEnergycommunity 

Facebook的： https://www.facebook.com/TheFredProjectOfficial/ 

推特： https://twitter.com/energy_fred 

介质： https://medium.com/@fredenergy.org 

 

宣传材料可供选择： https://www.swipe.to/2191nm 

 

电子邮件令牌查询 ieo@token-sale.fredenerg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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