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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观看当今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时，可以肯定
地说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全球许多国家的中央银
行现在正在挣扎着解决因多年错误的金融政策和 
FIAT 货币不断贬值而导致的大规模通货膨胀。 

事实是，每天 FIAT 货币持续贬值，而其流通量可
能会越来越受到限制。 

最终，实物货币将完全消失。 

许多人认为，随着在线购物成为首选购物方式，
数字货币正在缓慢但必定会取代实物货币。 

尊敬的用户，



我们相信，到 2021 年商店将开始拒绝接受实物
货币。使那些无法获得替代货币的人们无法购

买商品和服务来维持家庭生活。    

全世界大多数人终于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收入已
不再安全。至少可以说，明天我们醒来发现银
行账户由于错误而被封禁，或者发现我们精心
计算的存款价值已大幅下降，这样的想法可谓

相当清醒。 

不过，就目前而言，一切都保持不变，我们意
识到不可能完全停止使用实物货币，因为仍需

要使用某些版本的 FIAT 货币来支付某些账单。 



对于许多人来说，答案既简单又具革命性：将部分或全部资产兑换
为加密货币！

然后在需要时，可轻松将所需金额兑换为所需的任何货币！ 

当然，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想法似乎有些牵强，甚至是疯狂的。
 
但请记住，例如比特币 (BTC) 在 2020 年 1 月/2 月的价格为每枚 
7000-8000 欧元，现在其价值已超过每枚 30000 欧元，而且还在
不断上涨！这意味着，如果您在 2020 年初将欧元或 FIAT 兑换为 
BTC，则您的资本至少会增加 500%！  更不用说以太坊 (ETH) 在
过去 12 个月中其价值和使用率也大幅上升。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



但是每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适应新的金融格局。 

将资产存储在加密货币中已不再是秘密，而是确实必要。  

随着消费者对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信心持续增高，越来越多的员工、
企业家、顾问、律师、医生、线上和线下店铺及供应商可能需要以加密货币付款，
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转向使用加密货币。 

最终，是否将血汗钱兑换为加密货币的决定完全取决于您。 

但是我们坚信，这是目前确保您不仅能跟踪记录资产，而且保值增值的最佳方法。 

最初，可能只想从一小部分资产开始，但如果决定全部投入，请放心无论出于任何
原因，无论何时需要使用 FIAT 货币，都可简单地将加密货币兑换为所需金额的欧
元，然后使用我们易于遵循的分步指南进行提现。



例如，
假设您每月赚取     2000 欧元薪水 ,      然后从 2020 年 1 月开始将其全部兑换为

比特币
(BTC) 或 以太坊

(ETH)

如果能够将薪水保持为加密货币，而仅在必要时兑换为欧元，您会注意到每个月（甚至每天）薪水余额可
能都会增加。而且，您无需购买或交易单个虚拟币！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加密货币的安全性和灵活性，
其价值也在不断增长！

加密货币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视为是投机性质的禁果。 

许多大型上市公司已将其大量资产兑换为加密货币，不仅用于保值，
而且还有升值潜力。 



例如，
仅在 2020 年，
以 Fidelity Insurance Corp 和 Grayscale 投资为首的十家上市公司
就已经兑换和/或建议其股东将其一部分资产兑换为加密货币，

     总额达到 60 亿美元。

Fidelity Corp 拥有价值 3.3 万亿美
元的资产投资组合，这意味着如果
只有 5% 的投资者兑换为 BTC，

            也将使比特币资本增加

   1650 亿美元。 



如今，对于精明的商人或女性来说，
兑换为加密货币已不再是风险，而更多是义务。 

特别是如果我们看看美元和其他法定货币的疯狂印
制是如何持续破坏着全球的货币市场。 

现在是时候精打细算，了解使用加密货币的好处。 

每当您拒绝将至少部分资产兑换为加密货币时，
都错过了取得更高财务安全性的机会。 

不要再浪费时间！



对于那些希望深入了解加密货币世界的人士来说，
可以查看 Trastra 或  crypto.com, ，这些网站提供
了更多开设加密货币借记帐户的选项，使您的过渡
更加轻松。 

现在，我们有责任掌握自己未来的财务。 

如果我们要继续生存，
就必须保护自己的资产和生计。 

而且我们相信，投资加密货币如同任何其他投资一
样，即使存在风险，也会为您增加资本，管理资产
提供最佳机会，同时也确保 2021 年及以后有稳定
的收入来源以支持家庭。



注册 - KYC - 2FA 身份验证程序 - 存款 - 交易 - 提款

我们提供以下逐步指南，帮助简化在三 (3) 个主要交易所中注册和浏览加密货币的过程。我们强烈建议您
至少注册一 (1) 个交易所作为资产管理的替代方法。

随着您对虚拟货币的使用越来越熟悉和习惯，请在尝试浏览任何虚拟货币交易所时记住这些基本提示。

每个交易所均使用以下协议运行： 

务必按照身份证（护照）上显示的姓名进行注册

始终输入您能够提供地址证明的地址！请严格按照地址证明上的地址输入地址

注册

KYC

1

2



始终将备份代码和密码一起保存在安全地方 - 确保永远不会丢失备份代码！永
远！通过申请 2FA 存款和提款来尽可能保护您的加密帐户。如果丢失电话，
请尽快联系平台的客户服务。

使用您在支持加密货币的银行中开设的帐户。确保您的银行允许转账至加密货
币平台。您的银行帐户持有人姓名必须与平台注册姓名相同。

您随时可以取消订单。只要您的订单尚未完成，
您就有权取消订单并退还您的货币。 

对于 FIAT： 确保您的银行不会拒绝您从加密货币平台进行的入账转账。

对于加密货币： 在单击 THE TRANSACTION（交易）上的 CONFIRM
（确认）之前，请始终验证收件人地址。对于正确输入地址，您负全责。

2FA

存款

交易

提款

3

4

5

6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访问交易所的 FAQ 部分以获取有关交易的更多详细信息。
祝您浏览愉快！谢谢。





注册：

01

02

单击 https://www.kraken.com/sign-up
并选择 CREATE ACCOUNT（创建帐户） 

请写下用户名和密码并妥善保管，因为尝试登录失败，
KRAKEN 会封锁您的帐户！对于 KRAKEN，
永远不要对自己的记忆过度自信！



使用电子邮件收到的一次性代码激活帐户：03



您的 Kraken 帐户已激活！

要开始交易，请登录，单击您的名称，
然后单击下拉菜单中的 Get Verified
（获得验证）。然后选择最适合您的交易
和资金需求的帐户类型。

选择您要验证的帐户类型
（个人或公司）。请注意，
您可稍后将个人帐户升级到公司。



KYC
KYC 流程与我们合作伙伴已在我们平台上使用的流程非常相似。 
使用入门选项，仅提供基本信息
使用中间人选项提供您的身份证件。

请务必按照身份证上的姓名输
入您的姓名，并仅提供您能够
提供居住证明的地址。



验证 KYC 后，可设置安全筛选器：



单击 2FA SETTINGS（2FA 设置）

如果您激活 2FA 进行资金交易，
则每次存款或提款以及每次兑换都将
需要 2FA。请仔细选择。如有必要，
还可查看 2FA 备份代码。

2FA



存款和提款

01

02

现在，完成 KYC 和 2FA 设置后，
就可开始存款/交易和提款。

可通过网络浏览器使用信用卡随时购买加密货币：

还可将加密货币兑换为 Fiat 或任何类型的可用货币：

01

02



存款：
单击顶部菜单上的 Funding（资金），
然后选择货币和存款：

例如，要存入欧元：单击欧元旁的 
DEPOSIT（存款），然后选择存款方法：

03



您将获得完整的存款说明：仔细阅读并使
用为您的帐户创建的唯一存款参考号。
在转账过程中仅应注明此参考号：



04
提款：
单击顶部菜单上的 Funding（资金），
然后选择货币和提款：

例如，对于欧元提款，可选择任何 SEPA 选项，
对于国际提款，则可以选择 SWIFT 选项：

点击 Add account:（添加帐户）：

银行帐户持有人的姓名将自动显示在此处。
银行账户持有人姓名应与 Kraken 账户持有人
姓名完全相同。



添加帐户后，可提取资金。
请注意，首次提款需要等待 72 小时。



前往价格部分查看价格

交易



选择货币，然后单击 买/卖

创建订单并执行操作
（如果耗时太多，您始终可以取消订单）



VPN
尽管允许使用 VPN 进行验证目的，但您的 VPN 位置应位于您所在的国家。 

客户服务：
出于安全原因，所有与 Kraken 帐户有关的请求都必须直接提交给 Kraken 客户服务部。 
INBS 无法也不会处理与 Kraken 帐户有关的任何请求：
https://support.kraken.com/hc/en-us/requests/new

某些用户可能需要有关交易的逐步指南（买卖、市价单或限价单、订单簿、流动性、数量等）。 

如需更多有用信息，您可随时与 Bittrex 客户支持联系，并彻底阅读 FAQ 部分。 

无论如何，建议您先熟悉这一流程，然后再进行少量试验。 

有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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