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平台加密货币生态系统
产品说明

https://ownrwallet.com


公司简介

OWNR Wallet 是一家位于爱沙尼亚的私人
有限公司。公司由拥有金融科技、网络安
全和加密货币专业背景知识的一支
专家团队于2018年成立。

OWNR被设计成一个加密生态系统, 其业务
涵盖大多数加密货币和法定货币, 适合不同的
用户群体: 新手、专业交易员、开发人员和企
业部门。

营业执照:
FVT000406: 提供虚拟货币服务, 
爱沙尼亚MSB注册号31000168328178, 美国
MSB注册号M20029873, 加拿大

注册号DCE100749485-001, 澳洲
营业执照106 65 587, 捷克共和国
CNPJ: 45.282.413/0001-44,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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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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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货币生态系统

2018年

开始开发OWNR 
Wallet OÜ

2019年

获得爱沙尼亚加密
货币服务许可证

推出移动版和桌面
版应用程序

推出第一个支付网关

2020年

OWNR Wallet LLC 
(美国)获得MSB牌照

OWNR Wallet UK Ltd
(英国)申请EMI牌照

OWNR Wallet Ltd
(香港), 公司开发

2022年

Microsoft商店

Flathub商店

OWNR CARTEIRAS
DIGITAIS MERCOSUL 
S.A. - CNPJ (巴西)

2021年

在OWNR Wallet 应用程
序上, 推广Visa预付卡管理

推出内部开发的币币交
易机制

OWNR Wallet Crypto 
Canada LTD (加拿大)

OWNR WALLET AU PTY. 
LTD. (澳洲)

OWNR WALLET EUROPE 
S.R.O (捷克共和国)



产品

加密货币购买网关2

多功能高清钱包支持 iOS, Android, Windows, Mac OS, Linux版本。
网站版本提供一些特定功能1

购买加密货币的应用程
序接口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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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币交易应用程序
接口 (API)4

个人和企业的Visa预付卡5

收购加密货币应用程序接口 (API)6

个人场外交易7 出售加密货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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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C, BCH, ETH, LTC, DASH, 
DOGE, ZEC, TRX和USDT TRC-20

支持所有的ERC-20代币, 包括
泰达币(USDT)以及其它的稳定代币

功能

支持的资产
OWNR是一个非托管钱包, 我们不会储存您的种子
短语、密钥或任何其他获取您资金的数据。控制资
产的只有您自己。

额外的安全级别包括PIN码(配对密码), 
BIP39密码, 触控ID和人脸识别。

支持的资产

iOS, Android, Windows, Mac OS, Linux 及其网站

支持的资产

OWNR Wallet是一个多功能加密钱包, 用户可在此进行加密货币的存储、发送、接收和交易。用户还可以
使用Visa, MC/万事达或者UnionPay/银联中的法定货币购买虚拟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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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ps.apple.com/ru/app/ownr-crypto-wallet/id1459364947?l=en
https://appgallery.huawei.com/#/app/C102678603
https://ownr.en.aptoide.com/app
https://download.cnet.com/OWNR-Crypto-Wallet/3000-2057_4-78346319.html
https://apps.apple.com/us/app/ownr-crypto-wallet-for-macos/id1520395378?mt=12
https://ownrwallet.com
https://ownrwallet.com
https://desktop-ownrwallet.s3.eu-central-1.amazonaws.com/mac/ownr-wallet-desktop_1.3.5_darwin.dmg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ownrwallet.wallet


应用程序上购买加密货币

可定制化的交易费用

支持任何长度的助记词 (12/15/18/21/24词)

比特币和莱特币支持SegWit交易

序中的 支持团队一周全天候为客户提供帮助适用于安卓和iOS系统的小部件,
用于实时关注加密货币的价格飙升

每个代币都可以有多个账户,
名称可自定义

手动生成新接收地址,
用于接收比特币和类似比特币的货币

产品特点

多功能高清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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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Flathub



OWNR Wallet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
一的Bitfinex上的客户提供了支付网关

OWNR购买网关是如何运作的？

支付网关允许客户直接在平台上使用银行卡购买加密货币。
客户通过OWNR平台的验证后, 加密货币直接发送到客户的钱包

客户可以购买自身平台支持的任何资产,
即使OWNR Wallet软件没有显示这些资产也无防

我们的购买价格具有竞争力,
通过使用您的平台,
您的客户将获得所有可能的收益

加密货币购买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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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R支付网关工作流程

客户 OWNR网关 您平台上显示客
户的账户余额

加 密 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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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添加了选项, 客户可以轻松地充值他们的余额

加密货币购买网关



OWNR提供了一个兼容PCI DSS*的支付网关,
以保证在线交易的安全性。仅支持3DS 和 3DS 2.0交易。
监控所有可疑的交易活动, 并及时向您报告 

合规性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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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卡行�数据安全�准

加密货币购买网关



优点

无固定购买费用

购买费用为5%至3%

支持的银行卡地理分布范围广

支持主要的支付系统: 
Visa, Mastercard (万事达) 
和UnionPay(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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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购买加密货币的API
应用程序接口?
有了OWNR API/应用程序接口这一解决方案, 您的客户可以通过您的平台或网站上的小部件进行购买。
可以定制OWNR特殊形式以简化客户的体验过程 (特定的凭据、统计数据、按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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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C

ETH

LTC

特殊表格已根
据您的网站进

行了调整

购买加密货币的应用
程序接口 (API)



优点

免费整合。 除了需要额外的配置和集
成帮助的情况之外, 您无需支付任何
费用

全球支持Visa、万事达和银联

您可以从您的视角, 定制利润

支持大部分的资产, 包括排名前十的
CoinMarketCap*代币

您的资产在非托管制度下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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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nmarketcap.com, 最受欢迎的加密资产价格跟踪网站之一

购买加密货币的应用
程序接口 (API)



内置加密货币交易

内部开发的加密货币交换引擎

可供交易的关键资产: BTC(比特币),
ETH (以太坊), USDT (泰达币), DASH (达世币), 
ZEC (大零币),  LTC (莱特币), TRX和USDT TRC-20

此列表仍在扩展

更快捷、顺畅的交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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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货币到加密
货币的交换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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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所涨价格是由合作伙伴一方设定

大部分的加密货币交易具有即时性 

支持大部分顶级
CoinMarketCap代币

汇率具有可议性

交易状态的实时监控

支持的资产
BTC (比特币), ETH (以太坊), USDT (泰达币), 
DASH (达世币),  ZEC (大零币), 
LTC (莱特币), TRX和USDT TRC-20

您可以将OWNR交易API/应用程序接口用作您额外或主要的商业流动渠道。通过集成OWNR API/应用程
序接口, 您的用户可以直接在平台上进行加密货币交易, 或利用它及时补充加密货币储备。不过, 钱包软件
中币币交易除了这些常见的标准好处外, OWNR交易API/应用程序接口还有些额外的面向企业的优势。

加密货币到加密
货币的交换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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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一体化

汇率在交易期间会有所波动。如果您选择浮动利率, 
最后的金额将不会是固定值; 相反, 
它将根据汇率的变动, 进行动态调整

浮动期权

汇率和最终金额是固定的,
但交易费用可能有所不同

固定期权

网络费用可由用户自定义。这一调整可以缓解区块链网
络的突然拥堵, 或者当用户想要加快交易速度时, 也可采
用这一策略

加密货币到加密
货币的交换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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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OWNR API/应用程序接口充值储备金

合伙人平台上的加密
资产储备

OWNR
交易应用程序接口

LTC ETH BTC

合伙人平台上的加密
资产储备

LTC ETH BTC

ETH

BTC

为交易及其相关服务提供可
靠的流动渠道

加密货币到加密
货币的交换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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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上加密和法定货币的管理

优点
线上或线下支付皆可

将卡余额的加密货币换成法定货币,
及时充值OWNR Wallet中的余额

连接苹果支付/      Apple Pay 

将法定货币从全球2百万台自动取款机
/ATM中取出

将资金从Visa预付卡转移到其他银行卡, 
或反之亦然

信用卡
虚拟卡
礼品卡

个人和企业的Visa预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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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快递选项意指普通邮局服务

费用

发行和邮寄支付卡* 
(非接触式、芯片和PIN)

 一次性付款 EUR 30.00

月服务费 每卡每月 EUR 1.50

发行礼品卡 一次性付款 EUR 5.00

发行虚拟卡 一次性付款 EUR 5.00

(自动取款机) 余额查询 每次查询 EUR 0.75

(自动取款机) 提款 每次提款 EUR 2.00 + 2%

每笔成功的 (刷卡机) 和线上交易 每笔交易 EUR 0.30

帐户注资 (卡对卡) 费用

加密货币到法定货币的交易

每笔交易 EUR 2.00

每笔交易 平均市场利率 + 3-5%

货币兑换费用 每笔交易 2%

退款处理 每次退款 EUR 40.00

 限 额

自助取款机
EUR 500.00

EUR 2,500.00

EUR 2,500.00
网上交易 / 其他

EUR 5,000.00

每日限额

每月限额

每日限额

每月限额

个人和企业的Visa预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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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Visa预付卡

OWNR Wallet为需要订购大量银行
卡的用户提供了一个合作伙伴门户

在合作伙伴门户网站, 您能够一次性
订购好几张卡, 并获取及时的发行更
新内容, 以便管理财务

Partner portal 
Account name

商业Visa预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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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定制的费用
发行支付卡
(所有种类)

 

充值卡余额

例如30欧元的信用卡基
本价格 + 合作伙伴的利润

有待和OWNR商榷

费用 适用于:

作为OWNR Wallet的合作伙伴, 您可以设置
几种不同类别的费用, 这些费用将包含在您客
户的最终费用之中

给不同地域员工的薪酬支付

给外包代理商、专家的薪酬支付
交易者利

润套现

数字营销机构的付款工具

商业Visa预付卡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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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卡管理

要获得访问合作伙伴门户网站的权限, 您必须通过一个标准的新人培训流程, 
并就有关发卡及其服务签署合作伙伴协议

邮递
卡片将会邮递到客户提供的地址。
但是, 您也可以要求将所有的卡片邮递到同一个地址, 
邮递时长通常为两个星期

该卡只能交付给欧盟和欧洲经济区国家

卡片的订购
您可以向客户发送邀请链接或优惠码。
每个客户端都必须通过一个简短
的视频验证步骤，在此提供一个带有
MRZ(机器可读区域)的ID。还需要填
写一份调查问卷

您可以使用API (应用程序接口) 来
生成邀请链接和促销码

商业Visa预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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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虚拟卡

发行费用为5欧元。
其他费用和限额与标准的Visa预付卡相同

虚拟卡的验证过程与普通的Visa预付卡类似

即时发行。卡片验证成功后即可使用

商业Visa预付卡

连接到      Apple Pay/苹果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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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礼品卡卡片
可即时邮递

无需验证

限额不超过150欧元

每张卡的价格为5欧元

不可选择替换物

您可以将充值后的礼品卡赠
送给客户

商业Visa预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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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加密货币的API
伴随支付网关这一解决方案一起的是，OWNR 
Wallet 提供的用于支付您网站或平台加密支付
的自动工具。
随着全球技术发展和市场的趋势, 越来越多的机
构给他们的客户提供了这一选择

使用OWNR上购买加密货币的
工具, 您可以保证, 从客户端接
收到的资产是经过验证的。
您也可以因此将它作为一种额
外的接受付款方式的办法

合作伙伴账户
目的地址

应用程序
接口进行
加密支付

客户1

客户2

客户N

收购加密货币应用
程序接口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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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接受在您的网站上, 将排名前10位的
CoinMarketCap加密货币作为一种支付方式

加密支付由OWNR处理后, 
会转移到您的加密货币账户

加密货币交易通过Chainalysis, 
Ciphertrace等特殊工具进行过验证, 
因此保证您的资金完全符合KYC/AML法规

采购： $160.00

总的:

总的:

0.005 BTC

用比特币付款

收购加密货币应用
程序接口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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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信贷交易 (MoneySend)
原始信贷交易 (MoneySend) 意味着您可以向OWNR出
售加密货币, 并用自己的卡接收法定资产。大多数银行
都支持MoneySend付款; 预付卡不支持全球
MoneySend付款

OWNR支持Mastercard (万事达卡),
的MoneySend付款。服务费为3-5%。
所有的客户都必须符合KYC/AML验证

法定资产 

0.03

0.03

600

加密资产

您的加密账户 OWNR网关 客户

出售加密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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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支持欧元, 美元, 英镑, 卢布以及其
它法定货币支付

全球覆盖

3%-5%的服务费极具竞争力,
具体收费取决于发行卡的银
行和地区

OWNR Wallet 生态系统内全范围
的加密操作

区块链交易已通过特殊工具
进行验证,以确保其合规性

出售加密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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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交易(OTC)

每位客户都需要走快速 KYC

每笔交易都有发票和收据

费用由交易额决定, 
并且具有可协商性

任何场外交易的交易额都可以考虑

当您买入或出售大量的加密货币时, OWNR凭借其金融牌照和
丰富的经验, 可以作为可信赖的中介机构, 安全、快速地处理您
的场外交易

可以选择与法人签署加密-法定货币交易协议, 反之亦然

法定资产 SWIFT, SEPA (欧元, 美元, 英镑)

买入 卖出

加密资产 比特币, 以太坊, 泰达币(ERC-20), 
莱特币以及许多其它的代币

个人场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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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计划
成为合作伙伴, 分享您推荐的链接

监控您账户动态及其付款情况

终身联盟计划

即使以不同货币进行交易, 最终的交易额收入都会被转换为美元。

被提及的用户在OWNR钱包手机应用端、电脑应用程序, 
或在网站上进行的所有交易都被考虑在内。

条款和费率可以单独讨论

通用规则

用户购买 OWNR
赚取

联盟获得%

https://t.me/ownrwallet
https://twitter.com/ownrwallet
https://www.facebook.com/ownrwallet/
https://bitcointalk.org/index.php?topic=5145162.0
https://medium.com/ownrwallet
https://www.youtube.com/ownrwallet
https://www.instagram.com/ownr_wallet/
https://www.reddit.com/r/ownrwallet/
https://ownrwallet.com/imgs/WeChat-QRCode-OWNR.jpg
mailto:sales%40ownrwallet.com?subject=
https://ownrwallet.com


联系方式

我们很乐意回答您的问题, 并提供一体化的帮助, 
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sales@ownrwallet.com

mailto:sales@ownrwallet.com
https://t.me/ownr_wallet_channel
https://www.reddit.com/r/ownrwallet/
https://www.instagram.com/ownr_wallet/
https://www.youtube.com/ownrwallet
https://medium.com/ownrwallet
https://bitcointalk.org/index.php?topic=5145162.580
https://www.facebook.com/ownrwallet/
https://twitter.com/ownrwall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