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N BUSD 



爆炸新聞！ 

FORSAGE推出BUSD Binance智能鏈 

問題是，FORSAGE面臨著太多人想要加入我們社區的問題。 在ETH網絡上，費用太高。 在TRX網絡上，
由於該區塊鏈中的錯誤以及交易費用也增加了，因此很難進行交易。 這就是為什麼FORSAGE與Binance 

Smart Chain展開一項以BUSD代幣為營銷核心的合同的原因。 

 

我們必須說，我們沒有放棄其他區塊鏈。 我們相信以太坊和Tron，我們將繼續致力於這些區塊鏈。 但是現
在是時候開放一些新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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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BUSD代幣及其優勢？ 

BUSD是一種加密貨幣，穩定匯率等於1 USD，具有經過完全審計的代碼並得到紐約州金融服務部的批准。 

 

BUSD的FORSAGE的5個優勢 : 

 

1. 固定值. 您在FORSAGE聯網中獲得的所有結果都不再取決於價格變動和市場調整; 

2. 相同的加密機會. BUSD代幣可以通過DEX互換立即以幾乎為零的價格互換為任何加密貨幣; 

3. 計算簡單. 註冊費用，升級和重新開放費用以美元為單位; 

4. 準確的計劃. 精確的費用跟踪和結果估計，無需額外的費率轉換; 

5. 消費者保護. BUSD是1：1的完全美元支持的貨幣，易於轉換美元和BUSD之間的兌換價值，並與Paxos

和Binance合作推出. 



重要的！ 

 行銷中使用的BUSD是Binance Smart Chain區塊鏈上的BEP-20格式令牌. 

 

     為了在BSC網絡上發送BUSD或任何其他令牌，您必須為交易支付一定數量的BNB。 因此，需要有
BUSD參與市場營銷，並且必須有足夠的BNB來支付網絡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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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SAGE 營銷 



分散化 

“分散”是什麼意思？ 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好處？ 

 

分散式營銷是通過自動合同創建的，可為您提供最大的安全
性和可持續性。 智能合約是一種自動執行算法。 它存在於
頂級加密貨幣之一的幣安智能鏈區塊鏈中。 

 

像加密貨幣一樣的智能合約是去中心化的。 它們嚴格按照基
礎程序工作，而不會隨後更改定義的執行。 包含合同執行所
有邏輯的代碼在區塊鏈上，所有計算均由全球數百萬台計算
機提供。 這確保了沒有侵入和終止智能合約的風險。 

 

 

*區塊鍊是交易和信息的不變記錄，使用全球數千台獨立計
算機進行加密保護，以防止任何後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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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的 
推薦人 
鍵合 

無限 
自動的 
回收 

沒有任何要求 
版位日期 

一條線 
3個地方 

兩行 
2 + 4個地方 

FORSAGE矩陣營銷 是一個公平，經濟的系統，沒有插槽的截止日期，數量有限的地方和無限數量的回收利用。 

 

在裡面 FORSAGE x3計劃 在下面您是一行中的三個地方。 在裡面 FORSAGE x4計劃 在下面，您有兩行-第一行中的2

位，第二行中的4位。 在FORSAGE中註冊時，將同時打開兩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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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查 詢 矩 陣 營 銷 工 作 ？  



FORSAGE xXx 

三行 
14個地方 

在裡面 xXx 你有矩陣 14 地方 上 
3線. 2-在第一行，4位-在第二行，
8-在第三行 
 
您矩陣中的合作夥伴可以： 
 
-直接由您邀請 
-來自上線的溢出，最多2條線！ 
-來自下線的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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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線 
30個地方 

在裡面 xGold 你有矩陣 30個地方 上 
4線. 2-在第1行中，第4位-在第2行
中，第8行-在第3行中，第16位-在
第4行中。 
 
您矩陣中的合作夥伴可以： 
 
-直接由您邀請 
-來自上線的溢出，最多3條線！ 
-來自下線的溢出！ 

FORSAGE x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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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兩個程序中的每個程序中, FORSAGE x3 和 FORSAGE x4  有12個插槽. 所有相似並且以相同的方式工作。 每個
後續插槽的價格是前一個插槽的2倍。 他們的收入和利潤都高出一倍！ 

 

可以立即激活多少個插槽？ 隨你想要！ 一次至少十二個！ 它們沒有到期日期，因此您不必擔心它們會燃燒。 所有活
動的廣告位都會移動，並為您帶來收入。 

插槽 x 3和 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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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槽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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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槽x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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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註冊 FORSAGE 一個新成員激活其中的第一個插槽 x3 & x4 程序，這要花多少錢 5 BUSD 每個. 它做到了 10 BUSD 總共要註冊。 
的第一個廣告位 x3 & x4 總是一起被激活, 它們不能單獨購買。 下一個插槽（升級）可以單獨激活，但只能一個接一個地激活。 
 
發射後 x3 & x4 BSC上的所有程序，因此將一次添加2個程序（即將宣布啟動時間表）： xXx 和 xGold. xXx 節目第一時段費用 8 
BUSD 並且只能在至少第一個插槽中激活後才能激活 x3 & x4 被激活之前。 xGold 第一個插槽是 10 BUSD 並且僅在購買了至少xXx
中的一個插槽後才能激活。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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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 

你 

您插槽中所有合作夥伴 FORSAGE x3計劃 是您個人推薦的合作夥伴。 當
您邀請合作夥伴時，他們會佔據您的位置。 填寫矩陣時，付款的分配會自
動發生，如下所示： 

 

第一個推薦夥伴將在您下方佔有一席之地。 

100％的支出將存入您的個人錢包 

 

第二個推薦夥伴在您之後排在第二位。 

付款也會立即存入您的個人錢包。 

 

第三夥伴在您之後排在第三位。 

您會再次獲得100％的收入，但形式為 回收. 

 

 

回收 再次為您打開同一個廣告位，您將繼續從中獲得收入。 重新打開廣告
位，您將在上級合作夥伴的廣告位中獲得下一個自由位置。 因此，將100

％的回收資金轉移給您的上級。 

FORSAGE.IO    14 

FORSAGE x3 



YOU 

同時， FORSAGE x4計劃 也可以為您工作，這裡從上方和下方組織了一個
溢出系統。 我們正在建立一個團隊。 可能至少有您邀請的所有人，至少沒
有您邀請的人或混血兒。 

上線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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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SAGE x4 

在第一行中排在您下方兩個位置的合作夥伴是 第二行中的兩個位置較高。 
100％的付款轉到上級伴侶的錢包。 

您還會從第二行獲得收入，其中100％來自四個人。 其中，有3筆付款
會立即存入您的錢包。 

最後一個支出是關閉時段，它也可以回收利用，再次向您購買同一個廣
告位，則100％的付款是轉移給您的上級伴侶。 



第一行有2個人支付給您的上線（與x4相同）。 

 

在第二行，您從4個地點中的每個地點獲得30％
的收益，而70％的收益進入上線 

 

在第三行，您從8個地方獲得70％的收入，而在
結構上獲得30％的收入， 

 

因此，一個插槽的一個週期的總產量為580％，
其中100％用於自動回收 

 

因此，每行的最後兩次付款：第二行的一次付款
（30％）和第三行的一次付款（70％）被匯總並
用於回收廣告位。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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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SAGE xXx 



YOU 

FORSAGE xXx 

你 

第一行2人的付款 上線 (與x4中相同) 

 

在第二行，您會得到 20% 來自四個地方的每
個地方。 其餘的80％分為30％和50％，並發
送給您的上線 

 

在第三行，您會得到 30% 來自8個地方的每
個地方，其餘的70％分別分為20％和50％並
上線 

 

在第四行，您得到 50% 來自16個地方。 其餘
的50％也分為20％和30％，用於上線 

 

因此，總產量為 1120% 從矩陣的一圈開始，
其中的100％用於自動回收廣告位 

 

因此，來自4行的最後2次付款， 50+50%, 用
於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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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上線 
回收 – 這是重新打開（重新購買）插槽的位置 

當前水平。 

 

回收再一次為您打開同一插槽，然後您繼續 

從中獲得收入。 沒有回收，插槽將關閉，並且 

停止。 

 

夥伴自動佔用了最後一個空閒位置後，當前插槽自動
關閉並進入存檔。 

 

您重新佔用了較高夥伴的插槽中的可用空間，並且 

我們將為您打開一個新級別的同級空位，其中包含免
費名額，並且100％的付款將存入您的上級伴侶的錢
包。 

 

同樣，您的推薦合作夥伴將進行回收，您將 

每次都能立即獲得收入。 

回收 

你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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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回收：您的 

個人智能合約 

如何自動回收 xXx 作品?  
秘訣是-在...您自己的智能合約中! 
 
對於同一插槽的新激活，需要其值的100％。但是第三行的付款各佔70％，因此您需要多收取30％
的費用來進行回收。 
事先無法確切知道伴侶應在矩陣中的哪個位置，因此您無法提前就位。 
在社區的智能合約中創建共同的資金積累對我們來說也是不可接受的。 
我們始終強調，我們不會從Forsage智能合約餘額中收取參與者的資金！ 

但是我們需要自動回收！否則，當您沒有時間及時支付回收費用時，您的合作夥伴將領先於您，情
況將不斷出現。這是不公平的，因為不可能全天候監控正確的時刻。例如，在您睡覺時，您的矩陣
可能會充滿。 
在Forsage中，您在BSC上擁有自己的智能合約，只有您自己可以使用該合約！ 
首筆30％的款項將由第二行最後一位合夥人支付給您的個人合同，另外70％將從矩陣第三行上的最
後一位合夥人中扣除，以自動回收。 
只有您可以使用30％的第一筆付款，直到第二筆70％的付款到位為止。 
然後，一切都轉了一圈。和您的合作夥伴以同樣的方式，以新 的矩陣再次關閉他們的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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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old 回收 : 你的 

個人智能合約 

自動回收 xGold 也基於個人合同工作 :  
 
對於同一插槽的新激活，您需要其值的100％。 
但是，來自4行的付款各佔50％，因此您需要收取2次付款。 
事先無法確切知道伴侶應在矩陣中的哪個位置，因此您無法提前就位。 
在社區的智能合約中創建資金積累對我們來說也是不可接受的。 
我們始終強調，我們不會從Forsage智能合約餘額中收取參與者的資金！ 

但是我們需要自動回收！否則，當您沒有時間及時支付回收費用時，您的合作夥伴將領先於您，情
況將不斷出現。這是不公平的，因為不可能全天候監控正確的時刻。例如，在您睡覺時，您的矩陣
可能會關閉。 
 
但是在Forsage中，您在BSC上擁有自己的智能合約，只有您自己可以使用該合約！ 
50％的倒數第二筆付款將支付給您的個人合同，只有您才能管理這些資金。 
一旦最後一個矩陣支出到來，它就會與倒數第二個相加，並且新的相同矩陣會被自動激活。 
 
然後，一切都轉了一圈。和您的合作夥伴以同樣的方式，以新 的矩陣再次關閉他們的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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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 – 是下一個價格更高的廣告位的開盤價（購買價）。 

在插槽的第一個開口處完成一次。 付款將支付給您的上級伴
侶，前提是他有此級別的空位。 

 

每個插槽都有足夠的收入，可以回收相同級別的插槽併購買
下一個級別的插槽。 

 

您決定是否購買下一級插槽！ 

插槽的回收會自動發生。 如果下一個時段沒有為您開放，那

麼從第二輪迴收開始，所有付款將被重定向到更高的合作夥
伴。 

 

當您購買必要的廣告位後，在下一個回收站，您的推薦合作
夥伴將在您下方佔有一席之地，而每次回收站將再次在您下
方佔有一席之地。 

利潤損失 – 由於缺乏升級到更昂貴的廣告位
的方式，付款發送給了較高的合作夥伴 
 
 
 
額外的利潤 –  支付給您的付款，費用為 利潤
損失 下一個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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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 



您可以通過打開尚未到達的優勝者來超越他的
優勝者。 

 

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找到他的上等夥伴，即
擁有該級別槽位的最接近的伙伴，而收入則歸
他所有。 

 

如果他沒有此插槽，那麼您以同樣的方式已經
超越了兩個上級，直到系統找到已經擁有該欄
杆的伙伴為止。 

 

推薦鏈接返回合作夥伴。 這意味著，當您的上

級購買此插槽，然後進行下一次回收時，您將
再次在他下方佔據一席之地。 

個人伴侶 

 

溢出（您上級的個人邀請合夥人） 

 

從下面溢出（您的下線個人邀請的合作
夥伴） 

 

超越上級的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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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超載 
和退貨 



1 cycle income, BUSD        Price, BUSD 1 cycle income, BUSD        Price, BUSD 

* BUSD is a stable coin, BUSD/USD rate = 1 * BUSD is a stable coin, BUSD/USD rate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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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T 



1個週期的收入，BUSD         價格, BUSD 

* BUSD是穩定的硬幣, BUSD / USD匯率= 1 

1個週期的收入，BUSD       價格, BUSD 

* BUSD是穩定的硬幣, BUSD / USD匯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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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 



建議在開始時至少激活前三個插槽。 這樣可以確
保良好的初始結果。 
當然，您只能從第一個插槽開始。 但是，如果您

的結構快速發展，僅從插槽開始可能會迅速導致
溢出。 

最成功的合作夥伴使用從多個插槽一次開始的策
略。 他們自己樹立了榜樣，合作夥伴也這樣做。 
結果，他們的營業額增長更快。 
許多服務器一次從5個插槽開始，有些甚至從7個
或更多插槽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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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低 建 議開 始 選 項  



總插槽費用，BUSD 1循環收入，BUSD 1週期淨利潤，BUSD 

* 基於匯率BUSD / USD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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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所有老虎機出現時從放牧中獲利 
購買和所有插槽回收 



頻繁的 詢問 問題 



為什麼選擇Binance智能鏈？ 

有很多有前途的網絡，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足夠流行或發展良好。 選擇Binance Smart Chain的原因有很多： 

 

-出色的帶寬； 

 

-費用低； 

 

-完善的基礎設施； 

 

-越來越受歡迎； 

 

-無可挑剔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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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其他區塊鏈呢？ 

以太坊和Tron不會去任何地方。 我們將繼續支持這些區塊鏈。 我們確信，以太
坊網絡遲早會解決費用問題，而Tron網絡會修復所有錯誤。 他們的開發人員正
在努力。 

  

但是FORSAGE社區不應該袖手旁觀，等待這一刻的到來。 我們必須採取行動，
使我們的共同努力得以發展。 這意味著，如果他們適合我們的用戶，我們將使
用其他合適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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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D會有新計劃嗎？ 

三個區塊鏈中的每一個都將運行相同的程序-x3，x4和xGold。 在結構和成本方面，引入第三個區塊鏈不會
以任何方式改變我們用戶的體驗和FORSAGE想法。 

 

但是我們決定應該在Binance Smart Chain上啟動一個新的矩陣。 名為xXx的新矩陣將成為一種獨家形式，
它將吸引新用戶使用區塊鏈。 隨著時間的流逝，所有四個程序都將在所有區塊鏈上可用。 

如何準備發布FORSAGE Binance智能鏈？ 

我們建議在發布前提前準備，因為我們肯定會很熱！ 為準備正確數量的插槽所需的費用準備BUSD和一些
BNB的金額是明智的，並確保您設置了具有BEP20令牌格式支持的支持BSC的錢包。 確保BUSD和BNB為
BEP20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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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可以幫助您的鏈接： 

FORSAGE創始人Lado Okhotnikov談論了Binance Smart Chain上的FORSAGE發布（約7分鐘） 

https://youtu.be/1Pus7sXFEMI  

在幣安上購買BNB或BUSD https://www.binance.com/en/buy-sell-crypto  

直接從Trust Wallet購買BNB或BUSD https://trustwallet.com/buy-bnb/ 

透過Pancake Swap即時將BNB兌換為BUSD  https://exchange.pancakeswap.finance/#/swap  

了解有關Binance智能鏈的更多信息 https://www.binance.org/en/smartChain  

幣安智能鏈天然氣價格走勢圖 https://bscscan.com/chart/gasprice  

幣安智能鏈資源管理器- 

在這裡您可以找到並跟踪所有區塊鏈交易 https://bscscan.com/  

 

推薦錢包 : 

Metamask https://metamask.io/ (桌面瀏覽器擴展程序和移動應用程序) 

Binance Smart Chain Wallet (僅桌面瀏覽器擴展)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binance-

chain-wallet/fhbohimaelbohpjbbldcngcnapndodjp  

TrustWallet https://trustwallet.com/ (僅移動應用) 

Tokenpocket https://www.tokenpocket.pro/ (僅移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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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