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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过去⼗年，区块链、NFT 和加密货币等新技术的兴起为投资者和⽤⼾带来了
新的机会。

技术的发展、业务的跨境扩张和全球疫情导致⼈类互动的许多领域迅速转换到

数字世界。因此，现实世界的优先事项已成为：安全、透明、速度、易⽤性、

维护他们的权利和⾃由。

毫⽆疑问，区块链技术是⼀个令⼈激动⼈⼼的发展，它有可能彻底改变许多⾏

业。

区块链不仅有助于当前数字技术的现代化，⽽且还能够彻底改变当今沿⽤多时

的各种应⽤。

如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在我们很多熟悉领域得到⼴泛的应⽤。

NFT的兴起是恰恰是区块链与艺术联姻的⼀个典型例⼦，这引起了公众前所未
有的关注。在可预⻅的未来，NFT 热潮将持续增⻓，并改变区块链与现实世
界之间交换理念和价值的⽅式。

本⽩⽪书旨在提供有关 Tutti Frutti Women 项⽬的详细信息，将来我们会持
续更新发布新的版本，具体的更新⽇期会在项⽬团队决定后及时公布。



NFT 的总市值在 2021 年第三季度飙升⾄ 107 亿美元的历史新⾼。 

与 2021 年第⼆季度 NFT 总销售额达到 13 亿美元时相⽐，增⻓了 723%。

多种因素促成了 NFT 的兴起，包括 NFT 与元宇宙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不断涌
⼊ NFT 潮流的名流们。 NFT 销售额也随之⽔涨船⾼，许多知名的 NFT 项⽬销
售额达到数百万美元。 

NFT 是代表现实世界⼀些具体物件的数字资产，如艺术品、⾳乐、游戏项⽬
和视频等。它们建⽴在区块链上，使⽤与许多其他加密货币相同的底层软件进

⾏编码。每个 NFT 都有唯⼀的识别码和元数据以将它们彼此区分开来。

近年来，随着⼈们对 NFT 的好奇⼼不断增⻓，我们⽬睹了⽬前在售的 NFT 项
⽬激增。⽬前，NFT 在游戏和元宇宙中的价值不断增⻓，但它们与 最受欢迎
的 NFT 类型“收藏品”相去甚远。⼈们对购买可以⻓期收集和持有的 NFT 尤其
感兴趣。 

 

简介

本⽂将解释我们的项⽬的具体⽴场，背后的想法以及我们努⼒实现的⽬标等

等。 



Tutti Frutti Women 是由 10,000 个独特 NFT 的组合，这些 NFT 由 170 多个
特征属性的组合中随机⽣成，旨在⿎舞⼥性勇敢战胜癌症和提升防癌意识。

就稀有性⽽⾔，没有两个 Tutti Frutti Women 是相同的，每个都有⾃⼰的独
特性，其中部分 NFT 稀有属性⽐其他的更稀有。特别要说明的是， 其中有且
只有 10 个是传奇属性的 NFT。

NFT 持有⼈可以在铸造完成后通过 Rarity Sniper查询具体的稀有属性。

我们采⽤由 Azuki NFT 项⽬的创建者 Chiru Labs 开发的 ERC721A 智能合约
代码作为基础。该合约是⼀种⾼效的⽅式，即使在需求很⾼的情况下也可以节

省 gas 费⽤，并通过批量铸造 NFT 的⽅式来降低⽹络的拥塞。

Tutti Frutti Women 托管在 IPFS 上，⽬的是为了拥有⼀个不能让任何⼀⽅在
没有其他各⽅授权的情况下⾃⾏更改的存储系统，并且不会因为单点故障⽽失

效。

IPFS 可以保证该⽹络中数据的唯⼀性（它们由标识符唯⼀标识）并且受到保
护，不会被篡改，从⽽使这些数据具有不可变性。

我们提供了100个免费铸造名额，⽤来与其他 NFT 项⽬合作以及激励我们的
早期⽀持者。在撰写本⽩⽪书时，我们的 Twitter 和 IG 社区已经有 25 名获奖
者。

如果您错过了我们在社媒上的赠送活动，您仍然还有机会在heymint上注册，
最终参加抽奖活动来获得免费铸造名额。

我们将在铸造启动48⼩时后揭开这些艺术作品的神秘⾯纱。

⼆级市场交易将会有5%的版税。

关于 Tutti Frutti Women



Tutti Frutti Women 的使命是将⼈们团结在⼀起，⿎励⼥性勇敢地战胜癌症和
提升防癌意识。

背后的缘由

癌症是全球主要死因之⼀，2020年有1000万⼈死于癌症，这与2019年相⽐没
有任何的下降。

根据世界卫⽣组织统计报告，2020 年最普遍的致死癌症种类有：肺癌（180
万⼈死亡）；结肠癌和直肠癌（91.6 万⼈死亡）；肝癌（83 万⼈死亡）；胃
癌（76.9 万⼈死亡）；乳房癌（68.5 万⼈死亡）。 

如果能早期发现并实施有效的治疗，许多癌症是完全可以治愈的，这就是癌症

防范意识⾮常重要的原因。

癌症的影响不因种族、性别和经济实⼒的不同⽽各异，尽管多年来癌症预防和

治疗策略有所改进，但癌症患病⼈数似乎仍在上升。

使命



通过艺术赋予⼒量

这个系列由10,000个独特的NFT组成，与因癌症治疗⽽脱发的勇⼠们⼀直在⼀
起。虽然Tutti Frutti Women 没有美丽、飘逸的头发，但是她们每个⼈的头
上都有艳丽多彩的⽔果造型装扮，表现出她们在⽣活中的乐观、坚毅，也时刻

提醒和⿎舞⼥性勇敢战胜癌症和提升防癌意识。

⽔果造型装扮是我们这组NFT中的核⼼灵魂元素，它是每⼀个 Tutti Frutti
Women 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因为它代表了因癌症治疗⽽脱发的⼥性的美
丽。

对于⼈们来说，头发通常代表着感性、吸引⼒、美丽和亲密的东西。⼀旦癌症

勇⼠们 失去了头发，他们就会⾯临很多情感上的困扰。

Tutti Frutti Women 想提醒我们的勇⼠们，美丽源⾃内⼼，头脑是思想、情
感的源泉，也是我们⾛过⼈⽣旅程的动⼒源泉。在这样的挑战中⼀直保持积极

的态度是会很困难的，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这种⿎励能为丰富多彩和富有成果

的⽣命旅程做出相应的贡献。

通过捐赠赋予⼒量

财政捐赠对癌症组织及其⽀持的⼈和项⽬⾮常重要，包括研究推进新的治疗⼿

段。因此，Tutti Frutti Women 将把销售额的 10% 捐赠给癌症组织，这将由
持有⼈来⼀起决定。

通过Fruity基⾦赋予⼒量

我们的社区是  Tutti Frutti Women 使命达成的核⼼所在。作为⼀个  Tutti
Frutti Women NFT 的持有者将享有⼀些特权，例如获得Fruity基⾦。

Fruity基⾦的概念是⿎励持有⼈或者他受癌症困扰的家⼈预防癌症，并在早期
发现期间朝着正确的⽅向启动治疗⽅案。

如何达成?



为什么要防癌意识？

防癌意识是早期发现和更好地寻求健康⾏为的关键。癌症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都是常⻅的，但⽬前⼈群中防癌意识普遍很差。防癌意识薄弱可能会导致

对筛查⽅式的误⽤和诊断延误。

我们将如何做出贡献？

Tutti Frutti Women 将利⽤我们 NFT ⽣态的⼒量将来⾃不同背景、不同种
族、不同专业知识的⼈们连接在⼀起，与他们分享与癌症相关的知识、指导和

故事。

作为我们使命的⼀部分，我们将邀请癌症幸存者、勇⼠、该领域的专家和倡导

者来分享他们的知识和故事，以此来⿎舞其他勇⼠以及提升Web3社区成员们
的防癌意识。 Tutti Frutti Women 坚定不移的相信，只要我们⼀起，就有能
⼒共同拯救他⼈的⽣命。



这不仅仅是NFT

该系列不仅仅是 NFT，收集 Tutti Frutti Women 将为持有者创造价值，带来
⻓期收益。早期冒险家将有机会除Gas费外免费铸造这些独特的 NFT。

以社区为中⼼

社区的定义是⼀群有共同点或在某些⽅⾯相似的⼈。更好的描述就是，社区是

我们 NFT 项⽬的⼼脏和灵魂。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条件在我们 NFT 项⽬中
都是满⾜的。

NFT 允许⼀种数字⾝份和归属感，它们吸引志同道合的⼈，他们有着共同的⽬
标和理想，但可以来⾃⾮常不同的背景和地点。

Tutti Frutti Women 计划建⽴并连接⼀个⾼度参与、包容和相互⽀持的社区，
这些社区拥有相同的愿景并在相互提升中茁壮成⻓。

从第⼀天开始，我们就专注于社区的构建，通过各种赠品激励我们的早期⽀持

者，例如来⾃新晋艺术家的免费 NFT、WL、免费铸造名额等，后续还有更多
激励即将推出。

⽀持和⿎励该领域的新晋艺术家

通过从新晋艺术家那⾥购买 NFT 是⽀持他们⾮常好的⽅法，我们计划在持有
⼈投票的情况下持续这样做来⽀持这些艺术家。

合作之⻔始终为所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敞开，如果在我们的能⼒范围内，我

们将竭尽全⼒⽀持他们。

作为⼀项进步的社会使命，我们将在 Web3 及其他领域产⽣积极影响，我们
与社区⼀起，让社会因我不同。

愿景



本项⽬是为了⼀个特别的使命⽽诞⽣，为⼀个越来越少癌症患者的世界做出⾃

⼰独特的贡献。

众所周知，癌症并不会在乎我们的职位、财务状况、国籍或性别。

我们从⼩看到了我们最喜爱的演员、歌⼿、领导⼈甚⾄亲⼈们被癌症⽆情地夺

⾛了⽣命。

Jacqueline Lee Kennedy Onassis, Steve Jobs, Bob Marley, 刘晓波、朱俐
静、Valerie Harper, Farrah Fawcett, Aretha Louise Franklin等许多⼈都因癌
症⽽去世。

尽管科技在不断进化，但癌症仍然持续影响着⼈们。

我们必须提⾼对癌症的认知，以提升筛查⽅式和早期诊断的普及率。随着⼈们

对癌症的了解持续增加，我们⼀定可以挽救更多⽣命。

⼀个早期检测重要性的例⼦来⾃我们的创始⼈ — Andre，他在2020年被诊断
出患有⼀种可能会导致癌症的疾病，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最终会演变成癌

症。

在⿎励⼥性与癌症⽃争⽅⾯，我们看到了现实⽣活中的勇⼠们在那段旅程中所

⾯临的⾁体与精神上的折磨。

这促使了Tutti Frutti Women应运⽽⽣，旨在提⾼⼈们对癌症的认知并⿎舞⼥
性勇敢的战胜癌症。

我们艺术作品的灵感来源于Carmen Miranda。她在美国电影中所穿戴的标志
性⽔果帽套装在当时让她红极⼀时。

Tutti Fruit Women 的寓意是“我们都是⽔果”。这个名字的灵感来⾃希腊哲学
家Gus，他说“我们都是不同的，但归根结底，我们都是⽔果”。

我们认为这句话实在是令⼈备受⿎舞，并与我们的信念、使命和愿景⾮常贴

切。

Tutti Frutti Women
背后的故事



铸造NFT意味着将数字数据转换为记录在区块链上的数字资产。数字⽂件将存
储在分布式账本或去中⼼化数据库中，⽽永远⽆法被编辑、修改或删除。

Tutti Frutti Women NFT将会有两个铸造阶段，如下所⽰：

在2022年9⽉22号私⼈铸造期间铸造NFT

如果你已获得了⽩名单，那么恭喜你！你可以在私⼈铸造期间前往Tutti Frutti
Women的⽹站，连接你的Metamask钱包并点击“铸造”来领取免费的NFT。

每个列⼊⽩名单的钱包都可以铸造⼀个免费的NFT。

在2022年9⽉23号公开铸造期间铸造NFT

在公开铸造期间，所有⼈每个钱包可以铸造最多5个NFT，⽽每个NFT的价钱
是0.03以太 + ⼿续费。

公开售卖以先到先得的⽅式进⾏。

谈到⼿续费，Tutti Frutti Women的ERC721A智能合约是由Azuki NFT 项⽬的
创建者—Chiru Labs所开发。

即使需求增⾼，该合约也会确保铸造者拥有较低的⼿续费。有关更多信息，请

查看链接 https://www.azuki.com/erc721a

如果你错过了铸造⽇期，那么可以前往⼆级市场Opensea上进⾏购买。

NFT铸造流程



创新性：以太坊是第⼀个⽀持智能合约的区块链，他是NFT开始的地⽅，它是
⼀个有着极其丰富应⽤⽣态的区块链，这正是因为它有着持续的创新能⼒。创

新性为我们TuttiFruttiWomen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安全性：经过多年的发展和验证，ETH已经被证实是⼀个安全可靠的区块链，
我们希望我们的Holder能安全的保存和交易他们的资产；

Ethereum：ETH是世界第⼆⼤加密货币，在加密世界有着最⼴泛的应⽤和存
量⽤⼾，我们的使命是唤醒⼤家对⼥性癌症健康的关注，选择ETH能更加匹配
我们项⽬的使命，让我们的愿景和使命传达到更多的⼈；

为什么选择以太坊?



Tutti Frutti Women NFT的路线图由3个阶段所组成。

第1阶段 - 推出Tutti Frutti Women
第2阶段 - 推出3D NFT系列  
第3阶段 - 创建元宇宙

第1阶段 - 推出Tutti Frutti Women

1.1. 建⽴和发展我们的社区

每个成功的NFT项⽬背后都有⼀个强⼤的社区。Tutti Frutti Women正在寻找
适当的⼈选。这代表着我们社区建设的初始，将志同道合的⼈聚集在⼀起，创

造出令⼈惊叹的东西。我们将把Tutti Frutti Women的⼒量带到Twitter、IG和
Discord，为伟⼤的事业奠定基础。

1.2. 与成功的NFT项⽬合作

那些在Web3中披着重要使命、建⽴了美丽的社区、或是触发我们灵感的NFT
项⽬，我们都⾮常期待能与这样的NFT项⽬合作。

在撰写本⽂时，我们已经与13个NFT项⽬进⾏合作，我们为他们每个项⽬都感
到⾃豪和感激，⽽且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与更多项⽬合作。

1.3. 赠送奖励

从第⼀天开始，我们就专注于社区，赠送各种奖励给早期的⽀持者们，例如来

⾃新晋艺术家的免费NFT、⽩名单、免费铸造机会等，还有更多即将推出。

在撰写本⽂时，我们已经为社区从新晋艺术家那⾥争取了7个NFT，并且已经
赠送出其中的4个。另外6个来⾃合作伙伴们的免费NFT以及NFT项⽬的⽩名单
也⼀样被赠送于我们的社区成员。

100个Tutti Frutti Women NFT将保留给持有者、营销⼈员和⼤使。    

路线图



1.4. 推出NFT系列
系列发布⽇期设置为2022年9⽉22⽇，列⼊⽩名单的钱包可以免费铸造⼀个
NFT。⼀天后，每个⼈每个钱包最多可以铸造5个NFT

1.5. 线上社区活动
每个线上活动都将提前在Twitter、Discord和IG上公布。

1.6. 持有者30,000美元的独家抽奖活动
⼀旦整个系列售罄，持有者将获得总计30,000美元的抽奖机会，具体如下：

20,000美元的抽奖活动
2位持有5个Tutti Frutti Women NFT的持有者将赢得抽奖活动，每⼈⼈将获得
10,000美元。

6,000美元的抽奖活动
2位持有3或4个Tutti Frutti Women NFT的持有者将赢得抽奖活动，每⼈将获
得3,000美⾦。

4,000美元抽奖活动
4位持有1或2个Tutti Frutti Women NFT的持有者将赢得抽奖活动，每⼈将获
得1,000美⾦

1.7. 捐赠给⼥性癌症组织
销售额的10% 将捐赠于持有者所选择的组织，我们将提出建议，最终决定权
在持有者⼿中。

1.8. 持有者的Fruity基⾦
部分版税将被分配到Fruity基⾦中。我们将为持有者或家庭成员创建⼀个
Fruity基⾦，以⿎励以及推⼴癌症预防、早期筛查并⽀持我们的勇⼠们。



第2阶段：TFW 3D NFT系列

谢谢和恭喜你！没有你的⼀路⽀持，我们根本⽆法⾛到这⼀步。第1阶段取得
了巨⼤成功，现在我们准备进⼊第2阶段。

专⻔为你精⼼设计的美丽且令⼈惊叹的3D Tutti Frutti Women即将推出。让
我们准备⼀起进⼊元宇宙。

第2阶段和第3阶段将随附已更新的⽩⽪书和路线图，与Tutti Frutti Women的
持有者们共同构建。

第3阶段：我们在元宇宙中相遇

我们将在元宇宙中建⽴我们的事业，你准备好了吗？

这是⼀个漫⻓的旅程，需要社区成员们的全⼒⽀持。

我们将继续努⼒并竭尽全⼒兑现我们的承诺，项⽬的未来是由社区共同设计和

决定的。

参与我们的旅程，让我们成为某⼈活着和微笑的理由，同时在Web3空间中享
受乐趣。

当然也希望很快能在现实⽣活中⻅到你，我们就是未来！



⽬前，我们是⼀个由艺术家、联合创始⼈&开发者以及创始⼈组成的，⼩⽽有
活⼒、积极进取、充满激情、敬业的团队。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计划扩⼤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艺术家: 当我们说到艺术品，艺术家就是核⼼。

Raby 被聘为我们项⽬的艺术家，她是⼀位来⾃阿富汗的才华横溢的独⽴艺术
家，在她创作的每件作品中都融⼊了她的爱和激情，我们已经和她⼀起⼯作了

⼤约 5 个⽉。我们希望为⽀持和⿎励新晋艺术家做出我们的贡献，这也是选择
和Raby 合作的原因之⼀，我们也将在 Web3 领域中继续这⼀使命。

联合创始⼈&开发者： DApps、智能合约、编程，他都懂！

Robi 是 Tutti Frutti Women 的联合创始⼈和开发者。

他隐藏的⼒量之⼀就是编程，他拥有软件⼯程师学位和丰富的经历。

现实⽣活中，他很早就成为 ICT ⾏业的领导者，为我们带来了新时代的连接、
速度，为社会创造了新的可能。

就个⼈⽽⾔，Robi是⼀位丈夫，更是两个孩⼦引以为傲的⽗亲。

他从去中⼼化⾦融DeFi开始了他的区块链冒险之旅，并成为了投资者和NFT收
藏家。

他对 Web3、⽆线⽹络技术、⼈⼯智能和摄影都时刻充满着激情。

从第⼀天起，他就相信并⽀持项⽬的愿景和使命，在致⼒于确保项⽬的⻓期发

展⽽努⼒中。

团队



创始⼈及 CEO : 我们每个⼈都有⼀个妈妈！

Andre 是 Tutti Frutti Women 的创始⼈兼CEO。

本质上来说，Andre是个法学家，拥有法学学⼠学位和两个硕⼠学位，⼀个是
法学硕⼠，另⼀个是外交学硕⼠。

在专业⽅⾯，她曾在⼀家领先的 ICT 公司中出⾊的⼯作和成⻓，并因其成就和
贡献⽽多次获得嘉奖。

她同时还贡献了她很⼤⼀部分时间来当⼀名环保组织的志愿者，她通过处理可

回收废物⽅⾯的法律事务以及政府、机构和公⺠之间的关系来为更清洁、更健

康的环境做出贡献。

Andre 对区块链产⽣了浓厚的激情，并决定投⼊探索 Web3 ⽣态系统，在业
余时间也成为了 NFT 收藏家和投资者，这⾥要感谢Shiba Inu 的⽣态和社区。

她最⼤的恐惧总是来⾃于癌症，在过去的⼏年⾥，她是从亲⼈那⾥听到的，⽽

最近，癌症⼏乎来到⾃⼰⾝边。

医⽣对新诊断的癌症患者最常⻅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不早点来？”

现代⽣活让我们忙于事业发展和追求成就，我们往往忘记如何关注⾃⼰的健

康。

因此，Andre认为当下是时候做出⼀些改变了，她决定利⽤ NFT ⽣态系统的
⼒量来提⾼防癌意识，并在这个强⼤且不断发展的加密空间中赋予癌症勇⼠们

更多的能量，这就是该项⽬诞⽣的核⼼原因和⽅式。

⽬前，Andre 全⾝⼼的投⼊到这项事业中，凭借她的奉献精神和专业知识，她
将推动该项⽬取得卓有成效的成功。



总量: 10,000 独特的NFT

使命: 为⿎舞⼥性勇敢战胜癌症和提升防癌意识⽽⽣

区块链: Etherium/以太坊

私⼈铸造⽇期: 2022.09.22
价格： 0 ETH + gas 费
数量： 每个⽩名单可以铸造1个 NFT 

公开铸造⽇期: 2022.09.23
价格: 0.03 ETH + gas 费
数量: 每个钱包最多铸造 5个 NFT 

铸造地址：

我们的官⽹地址: https://www.tuttifruttiwomen.art

你需要⼀个⽀持 ERC20 的钱包，我们推荐metamask，钱包中需要有⼀些
ETH ，同时需要考虑gas 费。

什么时候揭开NFT艺术的⾯纱？

NFT将在铸造开始后的48⼩时揭开神秘⾯纱，你可以在Opensea上看到你
NFT的真容。

为什么要铸造?

因为您拥有与我们相同的愿景并希望为项⽬的使命做出贡献，同时您可以从

成为 Tutti Frutti Women NFT 持有者所带来的价值中受益。

此外，您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美元奖励，您也有资格获得Fruity基⾦和
路线图第⼀阶段中提到的许多其他

好处。

总结

https://www.tuttifruttiwomen.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