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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唯链愿景
唯链相信，区块链与 AR、VR、人工智能、物联网及 5G 等新兴技术相同，都是下一代
信息技术的坚实基础。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的底层基础设施，区块链因其不可篡改的特
性，可赋能多点数据和价值的可信传输，增强信息交换的效率与可靠性。
自始至终，唯链都对自己的目标十分清晰：将区块链技术融入现有的商业模式，降低
区块链技术使用门槛，用区块链技术创造价值和解决实际问题，赋能实体经济。
在走向大规模落地应用的道路上，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技术共识、商
业共识、治理共识。唯链将以此作为战略方针，打造世界一流区块链技术服务。

1.1 技术共识
在技术共识阶段，开发者们无疑是主力军，他们根据自己的设想与目标打造基础技术
设施。该阶段的竞争主要集中于编程语言、底层协议、算法以及开发者社区建设领域。
目前，区块链应用的发展尚处早期，大多集中在 ICO、DAO、博彩类游戏等，也包括
各类基础设施，例如浏览器、钱包、中心化或去中心化交易所等。
在此阶段，区块链对商业案例和商业活动的影响非常局限，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区块链
应用及专业平台也尚处于萌芽状态。真正投身于开发防伪溯源、食品安全、知识产权
保护、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数据保护等相关领域的区块链项目十分鲜见。早期的区
块链应用大多由技术狂热爱好者发起，且绝大部分商业应用都在概念验证（Proof-ofConcept）阶段，或仅供企业中的技术研发部门摸索理解。
经过 5 年的反复验证，唯链已成功从最初的技术共识阶段发展步入接下来的商业共识
阶段。

1.2 商业共识
在完成技术共识阶段之后，概念验证（Proof-of-Concept）阶段显现的效益将推动企
业决策层对区块链技术的了解及认可。对于在技术共识阶段就开始投资区块链技术研
发的企业，相较于其竞争者而言将占据更加有利的竞争地位。
在区块链发展的第二阶段——商业共识阶段，企业是推动区块链技术进一步发展的主
力军。他们将基于业务需求使用区块链技术。在此阶段，满足商业需求是区块链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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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的关键，需要关注的领域包括区块链技术应用与融合、用户友好的接口、灵活易
用的系统架构，以及商业开发者社区等。
在商业共识阶段，区块链应用致力于赋能跨企业合作，助力参与方共创价值。多方协
作的商业生态，一般起始于共同的业务目标和利益，这其中涉及的参与方可能包括大
型企业、中小型企业以及个人。落地区块链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参与方的业务
需求，涉及领域包括托管服务、支付管理、区块链即服务平台（BaaS）、隐私保护以
及技术拓展等。
不可否认的是，在互联网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并拥有生态资源的大型企业，可以凭借
区块链技术最大程度发挥影响力，例如 Facebook、亚马逊、谷歌、阿里巴巴、腾讯
等互联网巨头。与此同时，传统行业中的企业，如沃尔玛、DNV GL、普华永道等
等。这些企业可以将自身构筑的行业生态转移到区块链平台上，继续扩张业务体量并
寻找合作机会，例如唯链与 DNV GL 共同合作的数字低碳生态项目。该项目联合了包
括政府、企业以及联合国在内多方利益相关者，向共同的目标努力迈进（即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达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商业共识阶段，大型企业对区块链技术的使用会进一步推动法规政策的完善。当越
来越多有影响力的企业、组织以及大规模用户群体开始应用区块链，国家政府（尤其
是小国和发达国家）会加速推进相关政策落地以抢占经济发展及技术研发领域的有利
地位。
对于唯链而言，我们正处于商业共识阶段发展的关键时期。目前，唯链已与诸多合作
伙伴（如国家级合作伙伴：马耳他、圣马力诺共和国、塞浦路斯，技术合作伙伴：
AWS、德勤等）基于合规且完善的区块链平台达成商业共识，共同实现区块链技术的
落地。同时，唯链也向下一阶段，即治理共识阶段稳步迈进。

1.3 治理共识
法律法规是保护公民，并引导新技术发挥良性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基本保障。我们认为，
区块链技术应用的终极阶段是达成全球范围内政府及立法机构的治理共识。
在此阶段，监管机构、企业、技术开发者都是推动区块链技术应用落地的主力军。反
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现阶段的发展证明了跨国、跨金融体系合作的可行
性，但仍处于早期阶段。治理共识阶段的竞争，在于构筑适于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合规
体系。我们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努力达成全面的区块链协议治理共识，在中心化与去中
心化中维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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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越来越多的商业行为正在努力打造生态体系，新的协作型商业模式正在为世界
创造新的价值。除了身份认证和反洗钱这样的监管要求之外，有望出现更多被政府和
金融监管机构采用的辅助应用，包括引入新的数字资产如稳定币、结算通证、效用通
证等。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效益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关注和认可，一个成熟的全球化治理共
识便指日可待。区块链生态带来的优势将为企业创造更多商业价值。对于互联网巨头
而言，挑战在于如何利用区块链技术打破自身局限；而已经经历过前期 PoC 阶段的传
统业务所有者则可以稳步推进，专注于利用成熟的区块链平台为自身业务赋能——提
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及可追溯性。那些致力于创造稳定有价值区块链生态的新行业巨
头，将借助技术优势在生态内串联更多利益相关者，团结更多有着共同目标的合作伙
伴来解决商业问题。
共识是实现多方协作，以及经历第一、第二阶段发展之后经过深刻思考的产物。当治
理共识阶段来临，则意味着区块链技术进入了兼收并蓄的发展阶段。为了打造优质的
区块链平台及生态，技术提供方（例如唯链）必须深刻理解共识的本质。
即便在治理共识阶段，公众对区块链技术的认知达到全新高度，企业和传统技术专家
也有可能对此报疑。20 年前，当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开始经营电商平台时，大众根本无
法预料电商会卷起一次商业革命，因为彼时连互联网都处在使用不便、不普及的阶段。
然而，亚马逊和阿里巴巴都凭借各自的卓识获得了巨大成功：其一，坚持不懈地教育
用户，通过低价且优质的服务为他们创造使用电商的直接动力，并为商家提供奖励机
制，吸引更多卖家入驻；其二，专注于打造功能强大、完善可靠的底层平台，且提供
用户友好的服务以及支付、物流、数字营销、调解仲裁、客服等一站式电商平台工具，
帮助没有电商技术或知识背景的商家都能轻松入驻。
唯链将自身定位为生态赋能者，致力于创造有价值的交易，共同构筑协作共赢的全球
型生态。唯链希望与合作伙伴共同通过提供必要的工具，帮助社区、企业、政府以及
所有拥有业务的个人无障碍接入区块链。
唯链将凭借持之以恒的努力完成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最终实现我们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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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唯链雷神区块链
作为公链，唯链雷神区块链为实现区块链技术大规模应用而生，致力于支持不同规模
的企业用户，持续赋能其实现业务扩张及增值。
从技术的角度而言，唯链雷神区块链的设计源于经过验证的、适用于大规模落地应用
的技术框架，其中包括 PoA（权威证明）共识算法、强化交易模型、费用代付机制、
链上治理机制、内置智能合约以及开发者工具等。

2.1 权威证明共识机制 1.0
权威证明共识（PoA）规定，节点只有被授权以后才能参与区块链共识。一旦被授权
之后，共识节点享有平等的记账权利。因此，他们无需投入巨大的资源去竞争记账权。
从网络带宽使用效率的角度来看，PoA 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共识算法。算法本身不会在
决定由谁记账这个问题上消耗太多时间，从而能够让更多的带宽被用在传输交易数据
上。PoA 在网络条件的允许范围内有较高的吞吐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每秒处理交易
数（TPS）。
权威证明共识（PoA）采用积累最高法则决定主链，亦即主干（“trunk”）。在每一轮
添加新区块之时，该轮次的领导者需要将该轮的活跃共识节点的数量计入最新主干区
块的 TotalScore 字段。其他节点需要就该字段达成共识来接纳该块。如果超级权益
节点在轮到自己的时候没有按时生成新区块，则会被标记为“非活跃”节点。“非活跃”
节点一旦成功生成新区块则将重回“活跃”状态。
点击了解更多关于 PoA 共识相关内容

2.2 权威证明共识机制 2.0
即便唯链雷神区块链拥有上述优势，并且自上线以来就安全顺畅地运行至今，权威证
明共识（PoA）仍然有其局限性。尽管 PoA 可以确保任何作恶行为都将被记录下来作
为日后处罚证据，但其在算法上缺乏一种强制有效的手段去阻止轮候到出块的节点操
纵系统。
此外，PoA 作为 Nakamoto 共识的一种，可以在概率上保证交易的安全性，然而面对
极端异步网络情况时（比如网络被大规模物理分割的情况），其提供的保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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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唯链推出下一代权威证明机制（PoA 2.0），有针对性地提升主网安全性及稳定
性。PoA 2.0 能够给我们带来：
1. 对于区块和其包括的交易提供绝对的安全保证；
2. 显著地减少系统不稳定风险，以提供更加稳定的区块链服务；
3. 更快收敛的概率安全保证，以加快交易确认时间。

2.2.1 解决方案
PoA 2.0 包含两项全新机制：
委员会背书（COMMITTEE-ENDORSING）机制
委员会背书机制从本质上来说，是改变现有生成一个新区块的方式。具体来说，该机
制要求除当前记账节点外，有额外的节点参与到生成新区块的过程中。
在每一轮的共识里，都会随机从共识节点中选出几个节点组成一个委员会。在生成区
块的过程中，委员会成员首先需要验证记账节点发出的新区块提案。在验证通过后，
他们会在提案上签名，作为他们的正式背书。共识算法要求记账节点必须要收集到足
够的委员会成员的背书，然后把其相关信息加入所要生成的新区块内。我们在算法中
使用可验证随机函数（VRF）来保证委员会成员是随机从节点里选出来的。可验证随
机函数和哈希函数的作用非常类似，只是前者需要输入私钥来完成计算。
有了委员会背书机制后，记账节点如果想在当轮共识中破坏区块链系统，他必须联合
一定数量的委员会成员来一起做这件事。但是根据可验证随机函数保证的随机性，记
账节点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下才能这样做：
1. 他必须要和其他共识节点同谋；
2. 在这些同谋节点中，必须要有足够多的节点被随机选为委员会成员。
以上这两个条件实际上使得记账节点很难做到利用他的记账权利生成不同的区块。换
句话来说，系统的稳定性被干扰的概率大大降低了。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那就是 PoA 2.0 共识算法能够更快的到达令人满意的概率安全保证（比如，一笔交易
被取消的概率小于 0.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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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最终性（BLOCK FINALITY）机制
区块最终性机制给予符合条件的区块绝对的安全保证。一旦一个区块获得了最终性，
共识本身就保证了其在账本中不能被修改、替换或者移除。甚至当系统遭遇到极端异
步网络情况时（比如网络被大规模物理分区的情况），算法也能保证其安全性。
理论而言，如果被拜占庭共识确认，它就可以被认为是达到了最终态。我们采用了
Yin, et al 提出的达成最终性的框架，该框架把 BFT 共识过程分为连续的三个阶段，每
个阶段都要求超过 2/3 的节点达成共识。
为了把该框架融入进 PoA 共识，我们在每个区块内都加入了区块在达成最终性过程中
的状态信息。委员会成员通过确认这些信息，从而对一个区块进行背书。我们同时也
引入了额外的规则来保证系统的活性。
我们可以看到，在达成拜占庭容错的过程中，系统不会要求超过 2/3 的节点同时在线
响应，而只需记账节点和委员会成员能够及时响应。这样的机制能够减低因为节点不
能及时响应而导致的服务延迟或者短暂停顿。
小结
下一代权威证明（PoA 2.0），将引入以下新内容：
1. 委员会背书机制 - 该机制能够显著降低节点滥用记账权而导致系统服务不稳定
的可能性，使得我们能够得到收敛速度更快的概率安全性保证；
2. 区块最终性机制 - 该机制给予符合条件的区块（及其包含的交易）绝对的安全
保证。
我们提出的共识算法既能提供概率安全保证，又能提供绝对的最终性保证。这样就给
平台上的应用更多的安全保证选择。一般来说，安全保证要求的提升会导致应用的效
率降低，反之亦然。PoA 2.0 让企业能够自主地选择适合其应用的安全保证级别，从而
优化应用的工作效率。

2.2.2 实现计划
PoA 2.0 的实施、测试以及替换现有的共识算法，将会分阶段进行。唯链预计未来将
会有一条崭新的测试链上线，专门用来调试和测试新共识算法。另外，新的 PoA 共识
机制的算法细节会在 VeChain Improvement Proposals (VIPs) 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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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强化交易模型
唯链雷神区块链采用强化交易模型解决许多阻碍区块链技术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2.3.1 交易唯一性
每个区块链系统必须要能够唯一标示每笔交易 (TX) ，否则它将很容易受到交易重放攻
击。对于一个类似比特币的基于 UTXO 模型的区块链，交易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我们
可通过历史花费记录来验证交易。然而，对于像以太坊这种基于账户体系的区块链系
统来说，这种验证唯一性的方法不再适用。对于这类系统，我们需要在交易中加入一
些额外的信息来达到交易的唯一性。
唯链雷神区块链是一个基于账户的区块链系统，它通过以下方法来实现交易的唯一性。
首先，它重新定义了交易里的 Nonce 变量，使它成为一个完全由交易发起者决定的
64 位无符号整数。对于一笔交易，我们将计算两个哈希值，一个是不带签名的交易数
据 RLP 编码的哈希值，然后我们把计算出来的第一个哈希值串联上交易发起方的账户
地址，并对其做哈希运算，得到第二个哈希值。第二个哈希值的长度为 256 位，在唯
链雷神区块链上用来作为这笔交易的唯一标示（TXID）。值得注意的是，TXID 的计
算是不需要私钥来为交易签名的。
阅读更多关于交易唯一性

2.3.2 多任务交易（MTT）
唯链雷神区块链允许一笔交易承载多个任务，因此我们引入子句（Clause）功能。一
个子句代表一项任务，多个子句可包含于一个交易中。每一子句包含三个字段：至
（To），值（Value），数据（Data）。
多任务交易机制有两项特质：
1. 多个任务存在于单笔交易中时，或者全部成功，或者全部失败；
2. 在交易执行过程中，相关任务按照子句字段定义的顺序依次处理。
适合企业广泛应用的区块链必须能够应对现实世界中的复杂环境。多任务交易可以为
诸如资产分配和产品批量上链之类的任务提供简便、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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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强制交易依赖性
唯链雷神区块链通过 DependsOn 字段提供了一种安全机制，可以强制让一笔交易的
发生建立在另一笔交易成功的基础之上。换言之，一旦启用了这个功能，DependsOn
字段被分配到一个有效的 TXID，系统将会检查当前交易所依赖的上一笔交易的状态。
只有依赖的上一笔交易状态显示为成功，当前的交易才会被系统接受并处理。交易成
功的条件有两个：1）上一笔交易被记录在了账本里；2）交易被成功执行，即交易没
有被撤销。
第二个要求尤其重要，因为看到一笔交易被记录在账本里并不能保证它已经被成功执
行。一笔交易可以在被记录的同时状态显示为“被撤销”，这意味着系统其实没有执行
交易的内容。由于依赖交易对交易发起人、发起时间以及交易信息不做限制，因此该
功能为开发者提供了灵活性。
阅读更多关于强制交易依赖性

2.3.4 交易全生命周期管理
唯链雷神区块链赋予用户对自己发起的交易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权利，在交易模型
中，用户可以通过设置 BlockRef 和 Expiration 来告诉区块链系统交易最早的可
执行时间及等到多长时间后交易将过期，此功能可提升交易的安全性。
BlockRef 存储着指向某个特定区块的引用，该特定区块是指当前交易最早可被打包
的区块的前一个区块。Expiration 存储一个数字与 BlockRef 一起使用，可用来定
义交易可被执行的有效期。具体来说，BlockRef 的前 4 个字节和 Expiration 之和
就是交易可被打包的最后的区块高度。
对于商业应用来说，在区块链网络达到高负荷的状态时，区块链交易的生命周期管理
十分必要，使用交易全生命周期管理功能，可以帮助用户及开发者灵活管理区块链网
络中的交易状态，控制交易执行或者终止的时间。

2.4 费用代付机制
费用代付机制是唯链雷神区块链的一个重要功能，它的意义在于可以让未持有 VET 或
VTHO 的普通用户也可以直接使用唯链雷神区块链上的各种去中心化应用，在体验上
获得和普通的网页应用或手机应用一样的用户体验。这对法规暂未清晰的时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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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的大规模落地十分重要。唯链雷神区块链也是首个成功实施并大规模应用
该代付机制的公链。
目前唯链雷神区块链上拥有 2 种代付机制协议：多方支付协议(MPP)和指定代付协议。
前者作为唯链雷神区块链的内置协议随唯链雷神区块链主网一起发布，后者则是在
VIP-191 中被提出，并在 2019 年 7 月 22 日随唯链雷神主网 v1.1.2 一起发布。

2.4.1 多方支付协议（MPP）
多方支付协议允许一个链上的账户为从指定账户发送至该账户的交易支付交易费用。

如上图所示，多方支付协议中有三类账户：
1. USER：发起交易的账户；
2. PAYER：交易的目的账户；
3. MASTER：实际支付交易费用的账户。按照 MPP 的规则，如果 PAYER 本身是
一个普通账户，那么对应的 MASTER 和 PAYER 重合。如果 PAYER 是一个合
约账户，那么 MASTER 被设置为部署该合约的账户。
用户可以通过内置智能合约在 USER 与 PAYER 之间建立 MPP 联系。一旦建立了联
系，当 USER 向 PAYER 发起交易时，唯链雷神区块链会按照次序尝试从相关的账户
收取费用：MASTER=>PAYER=>USER。用户拥有多个 MASTER 账户时，也可以建
立一个 SPONSOR 账户，所有 MASTER 账户中产生的费用都在 SPONSOR 中扣除，
以便对其进行统一管理。点击了解关于多方支付协议更多详情。

2.4.2 VIP-191 指定代付协议
多方支付协议（MPP）主要针对在链上拥有多个合约账户的 dApp 所有者。在协议里，
只有 dApp 所有者可以为他们的合约设置 MPP。此外，由于 MPP 需要在链上记录关
联信息，会产生一定的间接成本。因此从费用的角度来看，MPP 协议更适用于用户与
dApp 间有相对稳定关系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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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191 作为 MPP 的补充，为唯链雷神区块链上的交易费用代付提供更大的灵活
性，尤其是 VIP-191 允许交易发送方寻找任意费用代付方，而无需一定是交易指向的
合约所有者。这项协议的运作十分简单，只需要交易发送方和代付方对交易签名即
可。发送方选择 VIP-191 功能并通知系统，当交易被执行后，交易费用将从代付方账
户扣除。
对比
VIP-191 将触发协议的控制权交还给交易发送方，并且不要求发送方支付任何间接成
本。值得注意的是，VIP-191 要求交易的发送方、交易费代付方均在发送交易的时候
保持在线状态，这是使用 MPP 协议不需要的。如果考虑费用支付的透明度的话，
MPP 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 MPP 要求交易费代付方明确地把其代付交易费的意愿
记录在区块链上（通过调用智能合约实现）。
实现细节
VIP191 已在唯链雷神主网 v1.1.2 上实现。为了实现该协议，我们对原有的代码做了以
下两个重要变动：
1. 扩展了交易模型；
2. 为使用 VIP191 的交易新增了判断交易费用支付方的逻辑，我们重新定义了在
原交易模型中的 Reserved 字段：
type reserved struct {
Features Features
Unused
[]rlp.RawValue
}
在此结构里，我们将 Features 字段定义为 32 位无符号整数。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一个位图（bitmap）。每一位代表了一个特性的状态（1 表示开启，0 表示关闭）。
VIP-191 这个特性对应的是这个位图的最后一位。VIP-191 要求在某一笔交易中包含
两个有效签名。实际操作中，我们把交易发送方的签名和代付方的签名连在一起，赋
值给 Signature 字段。此外，协议要求费用代付方对交易 TXID 进行签名。
和 VIP-191 相关的判断交易代付者的逻辑可以在 Go 源文件
THORDIR/runtime/resolved_tx.go 中的函数 BuyGas 中找到。在判定由哪一
方账户支付交易费用时，系统首先检查是否有指定的交易代付者。如果有，它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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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付者的 VTHO 余额中扣除交易的初始成本。如果余额不足，系统将停止处理交易
并返回一个错误值。如果扣费成功，它将把代付者记录到和交易相关的上下文中，并
将这个上下文传递给执行各个交易子句的代码。

2.5 链上治理机制
唯链雷神区块链的链上治理机制指的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对区块链上关键性操作及执行
过程进行决策（主网的治理主体是唯链基金会执行委员会）。这些关键操作可以是授
权或撤销共识参与者（例如超级权益节点），或者更改区块链网络参数，如基础的
gas price 和区块奖励比例，或者是任何通过智能合约实现的链上操作。

链上治理涉及三个阶段：决策、审核以及执行。
1. 决策过程是链上治理的首个环节，需要通过投票完成。投票可通过链上的智能
合约来进行，也可以由治理机构在链下完成。智能合约可以最大程度保证链上
投票过程的透明性，通常涉及所有利益相关方。链下投票则可以作为链上投票
的补充，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灵活性。
2. 审核阶段是链上治理的第二个环节。在这个阶段，任何投票通过的链上操作都
会以提案的形式提交至治理机构审核。每个提案都必须获得治理机构多数成员
认可才能通过审核。这项安全措施旨在保护链上治理不被恶意攻击。例如，攻
击者可以利用投票合约的漏洞来影响投票结果，导致恶意的链上操作通过表决。
3. 执行阶段是链上治理的最后一步。一旦某个提案经由以上程序审核通过，任何
人都能触发该提案在链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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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图所示，唯链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技术框架来实现所述链上治理。该框架的核心
是 Executor 合约，在唯链主网和测试网上均有部署。
提案审核是通过调用 Executor 合约中的 propose 和 approve 两个函数来实现的。
只有经过授权的投票合约或者治理机构成员才能通过以下语句调用 propose:
propose(target_contract_address, encoded_data);
（如上图中“1”所示）向 Executor 合约提交提案。该方法中的两个变量定义了一个链
上操作，也就是在调用一个合约函数时，系统需要输入的参数。每一个提案，都会存
储在 Executor 合约中。每当成功调用 propose 函数后，合约会生成一个 proposal
结构的实列，用以标识该提案。当一个提案提交到 Executor 合约以后，治理机构成
员们必须在一周内对其进行审核。每个成员可以调用 approve 函数如图中“2”所示）
来审核提案。
执行阶段由 Executor 合约中的 execute 来实现。当某个提案得到治理机构多数成
员（默认多数比例为三分之二）审核通过后，任何人都能调用 execute 函数。该函
数会调用如下 EVM 函数来执行提案内定义的链上合约操作：
target_conct_addrestras.call(encoded_data);
作为一个安全标准，我们建议在编写目标合约时，把执行提案时会调用的合约方法设
置成只能由 Executor 合约来调用。这样我们可以确保链上治理的有效性，例如管理
超级权益节点时使用的 Authority 合约。
最后，投票合约需要在调用 propose 函数之前获得授权。Executor 合约中定义了两
个 方 法 来 管 理 被 授 权 的 投 票 合 约 清 单 ： attachVotingContract

和

detachVotingContract。需注意，这两类函数都只能通过 Executor 合约调用。
这意味着任何向清单中增减投票合约的决策，都需要通过链上治理来实现，以保障投
票合约的安全和透明。
阅读更多关于链上治理内容

2.6 内置智能合约
唯链雷神区块链上有七类内置合约，所有源代码可在 thor_root/builtin/gen 路
径中找到。它们被称为内置合约，因为在唯链雷神区块链诞生时它们就被写入了底层
代码，同时为了提升效率，内置合约使用 Go 语言编写。实际上所有以 Native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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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函数都是如此编写的。无论何时要调用这些函数，系统都会拦截 EVM 流程并使用
GO 语言编写的原生函数进行执行。
以下为内置合约详解。
1 源代码：authority.sol
合约地址：0x0000000000000000000000417574686f72697479
Authority 合约用以管理超级权益节点（AM）。用户可通过函数计算某个超级权益
节点的状态，并且可以通过 first 和 next 来查询现有的所有超级权益节点。该合约
同样提供了 add 和 revoke 功能，可以授权或取消授权某个超级权益节点。这两项操
作都必须通过链上治理的 Executor 合约来进行。
2 源代码：energy.sol
合约地址：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56e65726779
Energy 合约定义了用来操作 VTHO 的接口。
3 源代码：executor.sol
合约地址：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578656375746f72
Executor 合约用于激活唯链雷神区块链的链上治理活动。上文已对此进行了详细论
述。
4 源代码：extension.sol
合约地址：0x0000000000000000000000457874656e73696f6e
Extension 合约用于执行信息读取，包括此前区块的信息和当前交易的运行时间。该
合约可以通过 blockID、blockTotoalScore、blockTime 和 blockSigner 读取
区 块 信 息 ， 通 过 totalSupply 、 txProvedWork 、 txID 、 txBlockRef 和
txExpiration 读取交易信息，也可以通过 blake2b256 来撤销对 blake2 哈希函
数的执行。
5 源代码： extension-v2.sol

#CreatingValuableTXs

13

合约地址：0x000000000000000000457874656e73696f6e5632
ExtensionV2 合约是 Extension 的延伸，设定了获取支付交易费用账户的新方式。
6 源代码： params.sol
合约地址：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06172616d73
Params 合约提供 get 和 set 功能，并设置了全网通用的两项 32 字节的参数：区
块奖励比例和基础 gas price。分别在以下地址：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265776172642d726174
696f 和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26173652d6761732d707269
6365。该参数需要输入在上述两个函数中，set 函数只能经由 Executor 合约触发
链上治理流程后驳回。
7 源代码： prototype.sol
合约地址：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50726f746f74797065
Prototype 合约用于激活 MPP 并获取某个特定账户的信息。该合约提供的激活
MPP 的方式包括：master、setMaster、creditPlan、setCreditPlan、
isUser、userCredit、addUser、removeUser、sponsor、unsponsor、
isSponsor、selectSponsor 以及 currentSponsor。用于获得账户信息的方式
包括：balance、energy、hasCode 和 storageFor。

2.7 Connex.js 和 Sync
如上文所述，唯链雷神区块链拥有许多独特的功能，以保障兼具稳定性与延展性的商
业生态。为了全力支持第三方开发者，令他们在唯链雷神区块链上自如地运用上述功
能，我们引入 Connex 标准接口来为商业应用及区块链节点提供无缝衔接。

2.7.1 Connex 标准接口
Connex 并不是单纯的客户端接口库，而是一整套强兼容、可定制、能满足不同渠道对
接需求的优质 API。只要使用 Connex 标准接口，所有第三方 dApp 都无需二次技术调
整，可以顺畅地在区块链平台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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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唯链 Connex.js 中已经展示了许多常用操作示例。许多在类似浏览器界面上运
行的前端应用，无论在手机客户端还是电脑端，都会便利许多。
Connex 为第三方开发者呈现了关键的、实用的 API 接口，以便他们调用平台功能（比
如 MTT），并且能提供不断更新的区块链服务提供更有力的开发支持，以下是几个例
子：
反馈实时区块链状态
Connex 定义一个 Promise 为 connex.thor.ticker()，一旦 ticker 被使用，应用
程序即可确认唯链雷神区块链上的新区块。这个功能可让应用程序感知到区块链上的
任何变化，并可以防止应用程序盲目的轮询区块链上的信息导致不必要的系统资源浪
费。
多任务交易（MTT）特性
当应用程序使用 Connex 作为底层的运行环境时，MTT 将会是一个开箱即用的功能。
每 当 调 用 合 约 函 数 ， 如 使 用 transfer() 时 ， 开 发 者 可 以 用 个 调 用
transfer().asclause(...)将多个操作合并进一个交易中进行操作。
签名服务与代付机制
Connex 是一个接口定义规范而不包含具体的功能实现。合作方可针对设备的不同的安
全机制与环境(如 Ledger、浏览器或手机应用)进行开发和适配。但是，他们都需要遵
循 verdor.sign('tx')签名接口。
应用程序发出每一笔交易之前都会调用 vendor.sign('tx')接口。dApp 会调用
signingService.request(...clauses)函数让用户对链上交易进行签名。同时
为 了 应 用 VIP-191 指 定 代 付 协 议 的 功 能 ， 合 作 方 应 该 进 一 步 支 持
signingService.delegate(...)来获取代付方的签名信息，这样终端用户就可
以使用唯链雷神区块链而无需持有加密货币，降低了终端用户的使用门槛。
高级用户识别
Connex 标准接口还提供用户身份识别功能，令 dApp 在不用发送交易的情况下的就能
识别某个特定账户的持有人。当 dApp 触发 vendor.sign(‘cert’)方法时，用户会
收到验证身份的提示并签署一个自证消息。在自证成功后成功后，dApp 可以确定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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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持有这一特定账户。这项功能免去了进行身份验证时需要用户在链上做签交易名的
额外费用和时间成本。
阅读更多关于 Connex 标准接口内容

2.7.2 Sync 及其他客户
唯链雷神区块链上的用户和应用日益增多，前端用户界面（尤其是类似浏览器的环境）
是便利用户使用区块链技术最好的窗口。
唯链目前已经推出了 Sync，这是一个开源的类浏览器客户端应用，遵循了 Connex 标
准并能够支持 dAPP 的运行和调试。Sync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功能齐全的跨平台桌面客
户端，兼容 Windows，Mac 和 Linux 平台。
Sync 的功能齐全，并能够通过助记词、KeyStores、私钥导入或导出钱包，进行钱包
管理。用户也可在 Sync 中使用 Ledger 硬件钱包来签发交易或进行自证审核。
除了支持钱包产品之外，Sync 内部的 Connex 还可以支持 dApp 的多种需求。无论是
转账、游戏、聊天类 dApp，还是去中心化交易所，都可以在 Sync 上顺畅运行，和普
通互联网应用毫无二致。
得益于 Connex 标准接口，客户端软件也可以无缝运行他们在区块链上开发的 dApp，
真正做到“一次开发，无限兼容”，也为后续接入第三方服务降低了难度。

2.8 唯链改进方案（VeChain Improvement Proposals VIP）
唯链改进方案（VeChain Improvement Proposals - VIP）是开发者及社区成员对唯链
雷神区块链提出的升级方案。作为一个开发型项目，唯链社区已经活跃地提交了许多
功能，例如费用代付机制、用户身份识别等。
VIP 共有 4 类：核心、应用、接口、信息。核心类提案需要硬分叉升级，应用类提案
调整链上某些标准与合约；接口类提案涉及 API 和信息的数据结构；信息类提案则不
涉及区块链，主要针对信息指导需求。
VIP 通过需要经过以下步骤：草稿、接受/延迟/撤回、结束。提案处于草稿阶段时，
提案者和审阅人员都能调整。提案通过与否取决于技术委员会审查和开发团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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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旦获得通过，将很快被执行。如果提案延迟，则可能被推迟上线或执行。一经
执行，提案就进入“结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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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治理
3.1 概述
尽管去中心化是区块链技术的基石，但它的缺陷也十分明显，这就导致区块链效率低
下，且难以快速迭代。我们认为，区块链的可扩展性并非完全取决于技术， 而是取决
于治理的共识问题。但随着区块链技术及应用案例的不断进化，区块链的特征和功能
也无可避免的要随之改变。
而一个适当的透明且高效的治理体系将能推动区块链实现持续、快速的创新。
为了满足企业大规模需求，同时打造合规的去中心化公链，唯链的下一步是根据生态
发展以进一步打造一个能够持续迭代、不断发展的治理模型。且为了达成新的治理共
识，我们需要明确定义利益相关者分类及其权重。
为了平衡链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高效及共识对于治理模型至关重要。唯链基金
会通过了以下治理原则和章程，作为协助战略决策委员会履行职责的灵活框架。
下述治理原则体现了战略决策委员会对于监督基金会政策和决策公平性及有效性的承
诺，且应在全部适用法律、唯链基金会章程文件及其它监管法律文件的范围内进行解
释。战略决策委员会可适时对下述治理原则进行修改。

3.2 基金会治理架构
作为非营利性实体，唯链基金会将致力于唯链生态系统的开发、治理及进步。区块链
技术的去中心化运营机制赋予基金会以独特治理架构。下图为基金会当前治理架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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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唯链基金会治理架构

战略决策委员会为唯链基金会的理事机构，由具有投票权的利益相关者选举产生。战
略决策委员会负责制定重大战略事项，并选派职能委员会负责人对基金会的各职能委
员会进行监管。但是，对于可能对利益相关者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议题，需要所有利
益相关者通过投票进行决定。 核心议题如下：
1. 选举新一届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
2. 修改共识机制（基于当先 PoA 共识机制进行升级或优化不在该范围之内）；
3. 修改 VTHO 生成速率；
4. 战略决策委员会认为需要利益相关者进行全网投票的其他议题。

3.3 拥有投票权的利益相关者
3.3.1 利益相关者
唯链生态中具有投票权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分为三类：超级权益节点、经济 X 节点以及
经济节点，每类拥有的投票权重不同。利益相关者可以是个人、公司、政府机构、非
营利实体及其他在唯链生态中的利益相关机构，同时，超级权益节点持有者需要经过
唯链基金会身份验证。利益相关者投票机制可确保实现对唯链雷神区块链生态中所有
利益相关者的全覆盖。
#CreatingValuableTXs

19

超级权益节点
超级权益节点是唯链雷神区块链的网络维护者，每个节点持有者必须至少持有
25,000,000VET。目前，101 个超级权益节点持有者身份已经过唯链基金会验证。超
级权益节点是唯一被授权在唯链雷神区块链上打包区块的节点，它们在每个区块中获
得 30％的交易费作为奖励。
经济 X 节点
经济 X 节点和经济节点是唯链基金会生态建设的早期支持者。每个节点持有者需要持
有所要求的最少 VET 数量，并根据节点类型和等级度过一定时间的成熟期。通过
VIP181 标准，我们将经济 X 节点和经济节点通证化，并通过开源的唯链雷神节点智能
合约，对经济 X 节点和经济节点进行管理。
经济 X 节点持有者是唯链生态的长期支持者，也是唯链社区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经济
X 节点计划始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节点总数量无法增加，且只能在持有要求数量的
VET 情况下通过升级获得更高级别的节点。因此，经济 X 节点的总数量会随着时间而
减少。有关经济 X 节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此处。
经济 X 节点分为 4 个等级:
节点等级

最少 VET 持有量

成熟期

雷霆战锤 X 节点 (MX)

15,600,000

90 天

雷霆闪电 X 节点 (TX)

5,600,000

60 天

雷霆力量 X 节点 (SX)

1,600,000

30 天

雷霆 X 节点 (VX)

600,000

X 节点总数无法增加

经济节点
虽然经济 X 节点的数量无法增加，但所有 VET 持有者，只要持有 VET 数量达到要求
的最低 VET 数量，都可随时申请成为经济节点，并在达到成熟期后成功获得节点。有
关经济节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此处。
经济节点分为 3 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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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等级

最少 VET 持有量

成熟期

雷霆战锤节点 (M)

15,000,000

30 天

雷霆闪电节点(T)

5,000,000

20 天

雷霆力量节点(S)

1,000,000

10 天

3.3.2 利益相关者分类及投票权重模型
下表汇总了不同类别利益相关者及相应投票权重：

利益相关者分类
超级权益节点 (AM)
*要求 KYC 验证

节点等级

最少 VET 持有量

单个节点在其类
别内的票数

投票权重

N/A

25,000,000

1 AM vote

40%

MX

15,600,000

26 XN votes

TX

5,600,000

10 XN votes

SX

1,600,000

3 XN votes

VX

600,000

1 XN vote

M

15,000,000

15 EN votes

T

5,000,000

5 EN votes

S

1,000,000

1 EN vote

经济 X 节点 (XN)

经济节点 (EN)

40%

20%

以上所有节点状态均在唯链雷神区块链上记录，为保证相应投票权益，利益相关者有
义务确保其节点状态活跃。
超级权益节点活跃持有者 （AM）
在投票权计算日当天，每个持有不低于 25,000,000 VET 的超级权益节点活跃持有者拥
有一票投票权。超级权益节点活跃持有者(AM)所拥有的投票权总量占全部投票权的
40% (𝜔AM = 40%)。
经济 X 节点持有者（XN）
经济 X 节点分为四个等级：雷霆战锤 X 节点（MX），雷霆闪电 X 节点 （TX)，雷霆
力量 X 节点 （SX），雷霆 X 节点 （VX）。不同等级节点要求不同最少 VET 持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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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雷霆 X 节点 (VX)持有者拥有一票投票权，随着节点等级升高，每个节点所拥有的
票数相应增加：
● 雷霆战锤 X 节点（MX）：26 票
● 雷霆闪电 X 节点 （TX）：10 票
● 雷霆力量 X 节点 （SX）：3 票
● 雷霆 X 节点 （VX）：1 票
经济 X 节点持有者(XN)所拥有的投票权总量占全部投票权的 40% (𝜔XN = 40%)
经济节点持有者（EN）
经济节点分为三个等级：雷霆战锤节点（M），雷霆闪电节点 (T)，雷霆力量节点 (S)。
不同等级节点要求不同最少 VET 持有量。每个雷霆力量节点（S）持有者拥有一票投
票权，随着节点等级升高，每个节点所拥有的票数相应增加：
● 雷霆战锤节点(M)：15 票
● 雷霆闪电节点(T)：5 票
● 雷霆力量节点(S)：1 票
经济节点持有者(EN)所拥有的投票权总量占全部投票权的 20% (𝜔EN = 20%)
求和
最终投票结果𝑉 可依下式计算
𝑉 = 𝜔AM𝑉AM+𝜔XN𝑉XN+𝜔EN𝑉EN
𝑉AM，𝑉XN，𝑉EN 分别代表 AM，XN，EN 等各组的投票结果。各组权重满足

𝜔AM+𝜔XN+𝜔EN = 1 ，战略决策委员会可适时调整相应数值。单一地址的投票只能根
据其最高状态计入相应类别。在本式中，EN 的投票结果可能是 15%选“是”，5%选
“否”

3.3.3 所有利益相关者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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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举行前，唯链基金会将公布具体的投票规则，如投票日期、投票阶段及对不同类
别利益相关者的最低参与率要求等。投票日当天，所有拥有投票权的活跃利益相关者
均可通过 VeVote 平台进行投票，最终结果将按照投票权重进行计算得出。
此外，任何投票要想具备效力，各类利益相关者的投票参与率需高于投票公告事先规
定的标准。如果参与率未达到该利益相关者类别中的相应要求，其权重将分配给更高
级别的利益相关者。如果超级权益节点参与率未达到要求，其投票权将重新分配给战
略决策委员会。然而，如果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率均没有达到要求，将会重新发起投
票。如果两次投票均没有达到要求，为高效的实践唯链雷神区块链上治理的有效性，
战略决策委员会保留由委员会成员决策的权利 。
新一届唯链战略决策委员会选举
根据唯链基金会治理模型，每届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任期为两年。因此，新一届战略
决策委员会选举自唯链雷神主网上线后，每两年进行一次。
在选举新一届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时，提名委员会将在行政部门的协助下，提前发布
提名选举细则及选举流程。战略决策委员的现有成员将被视为新一届战略决策委员会
的候选人。提名委员会将根据战略决策委员会的规模来提名候选人。此外，提名委员
会将审查和评估申请参加候选的申请人，并将合格的申请人加入候选人名单。若符合
要求的候选人人数超过新一届战略决策委员会人数的两倍，将通过全网投票进行初步
筛选，以减少候选人人数。更多细则，请参见唯链基金会治理第 4.2.3 章节。
在最终选举之前，提名委员会将公布最终候选人名单。在现任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任
期结束两个月前，由拥有投票权且符合资格的利益相关者投票选出新一届战略决策委
员会成员。被提名者将按得票数排序，并根据事先确定的战略决策委员会规模和组成
规则，由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当选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选举结果将由提名委员会在投
票截止时间之后的 48 小时之内公布。

3.4 战略决策委员会
战略决策委员会是唯链基金会的理事机构，负责重大战略的制订以及各职能委员会负
责人的选派。唯链基金会致力于打造一个公开、包容、透明、高效的平台，促进唯链
雷神区块链生态系统的开发、创新、协调和进步。
战略决策委员会认为，委员会全体成员代表整个唯链雷神区块链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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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决策委员会代表唯链雷神区块链各方利益相关者在技术基础架构长期建设、业务
拓展和为 VET 增值等方面的利益。战略决策委员会同时也认识到基金会在区块链生态
系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基金会进行主动治理，对于确保唯链雷神区块链运营的安全
性和稳健性具有重要意义。战略决策委员会负责总体监督和确立框架，包括设计区块
链运营规则，以实现相应的目标。
战略决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包括:
1) 为唯链雷神区块链上的重大事项发起并组织全网投票；
2) 审查、批准及监督基金会的重大战略、技术、财务及业务活动；
3) 审查、修改及批准基金会的治理原则；
4) 审查、批准及监督基金会的年度预算、财务状况（包括 VET 持有情况）、所得款
项用途及其主要交易；
5) 审查、批准及监督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各职能委员会负责人及基金会秘书长的提
名和选举流程；
6) 审查、批准及监督 VTHO 的运营模型（唯链雷神区块链的运营成本基础）和 VET
的估值模型。
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由具有投票权的利益相关者投票选出，委员会成员可以是来自超
级权益节点持有者、开发者、企业用户或商业伙伴代表。战略决策委员会会议需由秘
书长至少每个季度主持举行一次。关于战略决策委员会组成、标准、任期终止的更多
细则，请参见唯链基金会治理。
当前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相关介绍可以在唯链基金会官网查看。

3.5 顾问委员会
唯链基金会寻求实现顾问委员会成员专业背景的多样化。顾问由战略决策委员会基于
多样化、专业化的原则选定，为战略决策委员会提供专业的行业建议。
顾问委员会成员是战略决策委员会候补成员，当现任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任期终止或
主动退出时，顾问委员会成员按预定顺序递补。当前顾问委员会成员相关介绍可以在
唯链基金会官网查看。
#CreatingValuableTXs

24

3.6 职能委员会
战略决策委员会下设以下委员会:技术委员会、日常运营委员会、公共关系委员会、监
督管理委员会、薪酬委员会以及提名委员会。各委员会应由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或顾
问委员会成员担任负责人，并将各职能单位的关键管理人员列为成员。薪酬和提名委
员会应由战略决策委员会的独立成员或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担任负责人。委员会的工作
分配及其负责人的任命应基于成员的知识、兴趣和专业领域。
战略决策委员会议程应包括各职能委员会负责人对其工作进程和研究的定期报告。委
员会应将其认为意义重大的事项和决定提请战略决策委员会审议。
关于职能委员会更多介绍，请参见唯链基金会治理。

3.7 超级权益节点管理
3.7.1 什么是超级权益节点
唯链雷神区块链使用权威证明（PoA）共识机制，链上每笔交易均由超级权益节点
（AM）打包出块确认，但是唯链雷神区块链上节点程序是开源的，这意味着它可自动
同步唯链雷神区块链链上所有信息并发起交易。超级权益节点是唯链雷神区块链网络
中的全节点，该节点存储了区块链上的所有信息。超级权益节点由链上的智能合约白
名单进行管理，是唯一可以验证并生成区块的全节点。智能合约白名单的更改需要经
过唯链基金会战略决策委员会的多重签名授权。
成为超级权益节点需满足如下要求： a) 通过身份验证，b) 持有 25,000,000 VET 作为
质押， c) 安全稳定的运行并管理服务器。此外，除满足以上要求，超级权益节点有责
任为唯链生态建设做出贡献。
为了奖励超级权益节点为唯链生态做出的贡献，超级权益节点将获得 VTHO 奖励。
VTHO 属于 VIP180 通证，在唯链雷神区块链上，每笔交易所消耗的 VTHO 交易费用
的 30%会奖励给超级权益节点，剩下的 70％被销毁。唯链雷神区块链上生成区块的超
级权益节点通过链上随机算法选出，这有助于解决公链上存在的算力/耗能的问题：权
威证明（PoA）共识的耗能远远小于工作量证明（PoW）。此外，根据唯链治理模型，
超级权益节点在所有利益相关方拥有最高投票权重，即其投票权总量占全部投票权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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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证明（PoA）共识机制及超级权益节点是唯链治理模型的核心。与市场上大多数
公链不同，唯链超级权益节点持有者必须经过严格的身份验证（KYC），除了财务担
保外，企业信誉也在考量范围。

3.7.2 如何管理超级权益节点?
为唯链生态发展作出贡献的企业或个人均可申请成为超级权益节点持有者，其中可能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角色：
• 企业用户
• 区块链开发团队
• 商业及技术伙伴
• 社区杰出贡献者
• 学术研究伙伴
企业或个人可以通过 VeChain Portal 进行身份验证并获得 VeVID，其后可以申请成为
超级权益节点持有者。唯链基金会运营团队及战略决策委员会根据一系列的筛选标准
和流程及对申请进行审核，合格的申请者将成为超级权益节点持有者中。筛选标准涵
盖质押数量要求和能够为生态建设做出的贡献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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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2 超级权益节点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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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唯链雷神区块链的核心，超级权益节点持有者必须维护超级权益节点的安全性和
稳定性，并为唯链生态做出贡献。为了衡量超级权益节点持有者的表现，唯链基金会
运营团队会持续监控与超级权益节点持有者相关指标。不符合节点状态要求的持有者
将被取消超级权益节点资格。
关于超级权益节点管理更多细则，请参见超级权益节点管理手册

3.7.3 超级权益节点身份披露
唯链基金会致力于为社区打造透明高效的平台。超级权益节点持有者的信誉是权威证
明共识机制（PoA）的基础。唯链基金会及战略决策委员会（由具有投票权的利益相
关者选举产生，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2 节）在评估超级权益节点申请者时进行了严格
的 KYC 验证，可确保超级权益节点持有者符合要求。借鉴 Libra 协会成员企业因监管
原因纷纷退出超级节点这一事件，虽然唯链雷神区块链于 2018 年 6 月启动，但部分
超级权益节点持有者尤其是企业希望在现阶段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区块链技术、生态、
监管制度方面的探索和研究，而不将其身份及活动在区块链上公开。
因此，唯链基金会决定将现阶段是否披露超级权益节点身份的主动权交给超级权益节
点持有者，由其自行决定是否披露。新的超级权益节点申请人如果愿意对外披露其身
份，在基金会审核其申请时将获得优先考虑。待超级权益节点计划成熟时，唯链基金
会将与超级权益节点持有人紧密合作，提供更多的透明度。

3.8 财务管理
唯链基金会力求保证健康稳定的财务状况，以支持唯链雷神区块链技术及生态的可持
续发展。
唯链基金会财务部门负责管理财务资源，管理范围包括财务计划、会计、法规政策及
财务状况，以帮助决策层做出更好的决策。财务部门定期向战略决策委员会报告财务
状况和计划。

3.8.1 资金来源
作为非盈利机构，唯链基金会不向任何创始人团队、基金会管理者或股东发放利润或
分红。基金会运营所得收益，除用于基金会的基本开支外，将全部投入到社区和生态
建设中。根据唯链基金会自创建以来的运营实践，我们已经确立了多条收入渠道，用
以保持基金会健康的财务状况和支持唯链生态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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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管理及投资
在运营过程中，唯链基金会划拨 10%的资金用于设立唯链孵化项目，并与传统风投基
金及其他享有盛誉的加密货币基金一道，不断为基于唯链开发商业应用，或未来有望
成为技术和商业合作伙伴的区块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唯链基金会聘请专业的
第三方机构管理其资产，以降低由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从投资和资产管理中获得的收益将重新用于对技术研发和唯链生态发展的支持。
• 专业服务
作为唯链生态赋能者，提供专业服务是唯链基金会的收益来源之一。例如，唯链基金
会项目管理团队为传统企业提供咨询或技术开发服务，以简化其在使用唯链雷神区块
链进行业务转型进程中的流程。
随着区块链技术逐步成为主流技术，企业机构希望了解区块链技术和用例的需求将大
大提升。唯链基金会专业人员还将为传统企业、行业协会、政府机构提供有偿专业培
训服务。
• 唯链雷神区块链解决方案及 VTHO 支付服务
长期来看，随着唯链经济模型达到平衡，唯链基金会将从持有的 VET 中获得 VTHO。
唯链雷神区块链的双通证经济模型旨在消除因市场波动带来的区块链使用成本增加。
VET 持有者可获得 VTHO，当调用唯链雷神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时，可使用 VTHO 作
为交易费。
获取 VTHO 的方式有两种：在公开市场购买 VET，由 VET 自动生成 VTHO，或在公开
市场上直接购买 VTHO。但由于加密货币相关法规仍待完善，在未来仍会有一些企业
选择通过第三方服务商购买区块链服务，第三方可以将 VTHO 支付包含在其整体的服
务或解决方案里，通过使用唯链雷神区块链上的费用代付功能来帮助企业使用区块链
服务。

3.8.2 季度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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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开透明的原则，唯链基金会每季度都会公开一份财务报告，其中包括最新的
VET 供需量（例如流通量、非流通量），以及上季度在技术研究、业务发展、合规性
进程和生态建设上的主要支出。
可前往官方博客查询全部唯链基金会季度财报。

3.8.3 财务制度及合规
唯链基金会致力于搭建合规的区块链生态。为此，唯链基金会财务部门与各种监管机
构、顾问和审计保持密切联系。基金会根据与审计、税务顾问和监管机构的沟通，在
新加坡提交财务审计报告和税收报告。此外，尽管我们了解到，根据任何法规，对于
加密货币仍未建立明确的财务报告公认会计准则（GAAP），但我们仍与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合作，以制定会计、报告、税收、归档和披露流程。
基于区块链通证去中心化的特质，基金会与外部咨询团队保持紧密合作，以提升内部
和外部风险控制能力。基金会财务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数字资产安全管理。
1. 职能划分 - 任意资金操作，无论在技术操作还是人为操作流程中，必须确保至少两
位经过授权的工作人员共同进行，并且一旦有涉及密匙的操作，必须有相关内审负责
人在场。
2. 钱包使用及额度 - 明确动用数字资产的条例，并为不同用途的资产设立额度，同时
对单个钱包内资产额度进行严格限制。
3. 持续监控 - 唯链将保持对数字资产的严密监控。任何异常操作都会触发警报，并由
独立专案小组随后跟进调查。并且，账目和数字资产之间的核对将进行月例检查。
4. 紧急预案 - 战略决策委员会已推出紧急事件正式预案，其中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制
定了相应计划，并对关键部分做出了明确规定，包括人员职能、处理流程、沟通计划、
后续补救、法务协作等。一旦遇到不可预计的紧急事件，战略决策委员会将决定是否
召开紧急会议，并负责根据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权益提出应对方案，且该方案须由超级
权益节点（在极端情况下则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投票通过。
以上数字资产管理流程将进行定期审查更新，并在征得战略决策委员会的同意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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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经济模型
4.1 概览
区块链与生俱来具有金融特性。恰当的经济模型是构建区块链生态的一大基本要素，
也是其成功的关键。
在研究了大多数公链的经济模型，并与我们的商业合作伙伴，特别是各类企业进行了
多次讨论之后，我们发现大规模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最大障碍是：区块链的使用成本与
通证的市场价格直接挂钩。一方面，通证价格通常会随着区块链使用量的增加而上升，
另一方面，区块链的使用成本也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取决于参与者是希望进行支付交
易，还是进行智能合约操作。这还没有考虑投资者和交易者的投机和炒作行为对于区
块链价值的影响。对于任何一家企业而言，不稳定的运营成本将阻碍该应用/技术的落
地和发展。
本章节将介绍唯链雷神区块链经济模型，内容涵盖：VET 生成 VTHO 的模型、VTHO
的市场供需情况预估，以及 VTHO 价格建模原则。总之，VTHO 是因持有 VET 而生
成的，生成速率为𝑣，VTHO 的设计是为了让持有 VET 的用户在不产生额外成本的情
况下进行交易，但前提是用户持有 VET 的时间足够长。
在 VTHO 生成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在唯链主网正式发布后，可以对每天 VTHO 的供
需情况进行预估。 按当前速率𝑣计算，VTHO 的总供应量为每天 37,459,858 个。对
VTHO 的需求分两种情况：执行智能合约和支付交易。前者对 VTHO 的需求根据业务
开发团队的预测得出，后者对 VTHO 的需求根据过去三个月可比较的加密货币交易数
据得出。为了稳定 VTHO 价格，保持 VTHO 的供需平衡，基金会可能会在需求接近
VTHO 总供给时调整经济模型的变量。

4.2 模型设计理念
设计该模型的基本原则是防止交易费受到通证价格波动的直接影响，从而使唯链雷神
区块链更好地满足个人和企业用户的业务和财务需求。
在我们的设计中，唯链雷神区块链分为两个层级。较低层级涉及区块链层面的操作，
如通证的转账和智能合约的执行，而较高层级涵盖执行复杂商业和金融活动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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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唯链雷神区块链的两个层级

在模型中，我们设计了一个双通证模型来促进 VET 和 VTHO 两个层面的活动。VET 的
功能是充当价值转移媒介（智能货币），以便在唯链雷神区块链上实现生态内的快速
价值流通。另一方面， VTHO 代表使用唯链雷神区块链的基础成本，并且在执行某些
区块链操作后将被消耗/销毁。
由于 VET 实际上是一种唯链雷神区块链的使用权，因此该模型的设计是为了让用户通
过持有 VET 自动生成 VTHO。换言之，VET 持有者将免费获得 VTHO，并且只要执
行操作所消耗的 VTHO 低于其生成量，就可以免费使用唯链雷神区块链。VTHO 可以
转让或交易，这样一来，用户也可以获取更多 VTHO 来执行更大规模的操作，例如运
行在唯链雷神区块链上的应用。

4.3 模型设置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些变量，来描述我们的模型设置。
𝑉：VET 的数量
𝐸：VTHO 的数量
𝐺：gas 的数量（以 1000 个 gas 为单位），其中 gas 是唯链雷神区块链的内部使用单

位，用于各种区块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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𝑡：因持有 VET 而产生 VTHO 所用的时间。请注意，是以区块的数量而不是常规时间

单位计算的
𝑝：以 VTHO 衡量的 gas price
v：因持有 VET 而生成 VTHO 的速率

我们的模型可以用以下数学公式来表示:
E=v∗V∗t

(1)

E=𝑝∗G

(2)

公式（1）显示，每产生一个区块，1 个 VET 就会产生𝑣个 VTHO。公式（2）展示了
VTHO 在系统中的使用方式。具体而言，当交易被放入一个区块时，系统首先计算所
需的𝐺，然后用公式（2）计算 E，即耗费𝐸个 VTHO。请注意，𝑝是由交易发起者设定
的，每笔交易都可能不同，𝑝值越大，交易被处理的优先级越高，耗费的 VTHO 也越
多，反之亦然。
我们预计，初期唯链雷神区块链的使用量尚未形成规模，但在未来会迅速增长。我们
对模型参数𝑣和𝑝进行了初始化，使 100 万个 VET 每天生成的 VTHO 数量足以进行 20
次支付交易。根据我们的设计，唯链雷神区块链每隔 10 秒产生一个区块，每笔支付交
易需要 21,000 个 gas。参数 v 的当前设置为每个区块每个 VET 生成 5x10-8 个 VTHO。
因此，24 小时将产生共计 6×60×24=8,640 个区块，每 1 万个 VET 会生成 4.32 个
VTHO。
理想情况下，生成的 VTHO 大部分将用于在唯链雷神区块链上进行交易。在我们的模
型中，我们允许用户在提交交易时灵活调整𝑝值。理论上讲，用户可以将𝑝值设定得较
小，以使交易消耗的 VTHO 趋近于零。但如果大批用户进行设置，则会造成大量
VTHO 无法被消耗，会增加唯链雷神区块链的不稳定性。
为了防止 𝑝值低于最低交易成本，用户选取的范围将限定于[𝑝基础值，2×𝑝基础值]区间
内，其中我们当前设定 𝑝基础值 = 1 VTHO/1000 个 gas。我们预计，𝑝的均值与唯链雷
神区块链上运行的应用数量以及定期交易的活跃用户数量相关。该取值区间的设置是
为了防止有人独占区块链资源并伤害其他交易者。gas price 一旦超出限定范围，交易
将被延迟或不执行，作为系统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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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VTHO 的供需估算
双通证模型的设计是为了维持唯链雷神区块链上交易成本稳定。基金会根据 VTHO 市
场价格和 VTHO 的供需情况调整 𝑝的最低值，即 𝑝_VTHO/GAS (“GasPrice”) 。如果该方
式仍不能有效地稳定交易成本，基金会则会调整 VTHO 生成的速率 𝑣。从技术的角度
而言，根据最新的治理章程，调整 GasPrice 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战略决策委员会成
员同意，调整 𝑣 则需要根据最新的链上治理机制通过所有利益相关者投票进行主网更
新（即硬分叉）。
VTHO 的供给是根据生成速率决定的。当供给量、需求量、持有量和交易模式不固定
时就会发生波动，而后市场就会出现寻求平衡的过程，该过程涉及企业用户、开发者
和 VET 持有者。VTHO 市场将会在早期经历一段时间的成熟阶段，在此之后企业用户
才会开始在公开市场中购入 VTHO 并用于链上应用。VTHO 的价格不单受到其他区块
链平台的影响，也受到链上商业应用的影响。
在未得到专业学者的充分论证之前，基金会不会冒然采取措施干预市场行为。未来六
个月的 VTHO 需求可以通过计量经济预测模型加上业务发展和营销团队的投入进行估
算。在比对可用数据的基础上，预测技术也将不断接受检验。可以考虑采用不同的模
型来估计支付交易和智能合约对 VTHO 的需求，并根据历史数据对市场参与度进行估
算。
如果基金会或有关专家认为有必要调节 VTHO 市场时，GasPrice 调整的提案将交予战
略决策委员会进行决定。该流程将在 VeVote 平台上全程公开。仅当存在明确的长期
趋势，或 GasPrice 的调整不能有效地稳定交易成本时，基金会才会发起所有利益相关
方投票以调整 VTHO 的生成速率 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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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应用案例
5.1 概述
一项新的技术唯有为商业增值才能实现大规模应用落地。目前对于区块链技术层面的
讨论已经十分丰富，然而区块链是非常底层的技术设施，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人并
不会直接接触这一层技术。就像互联网，尽管它已无处不在且影响深远，但大多数人
并不需要了解其底层协议（如 TCP/IP）的技术原理。目前，区块链产业正从技术共识
阶段进入商业共识阶段，企业对区块链技术的要求变得更高、更细化且更实际。
区块链技术发展的下一个重点是为商业创造价值，以此实现大规模落地，这是未来持
续激励企业投资区块链技术并推动技术发展的源动力。德勤 2019 年全球区块链调查报
告对全球 1386 名企业高管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 53%受访者认为，2019 年区块链技
术成为其机构的重要优先发展事项主题（同比增长 10%），这从企业对区块链技术强
劲的投资趋势也可见一斑。此外，8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正在关注区块链应用优秀案
例（同比增长 10%）。
尽管人们逐渐意识到这项技术已经走向正轨，但根据调查，对于企业而言，开始或者
扩大区块链技术应用会遇到许多障碍，其中排名最高的包括技术实施、内部技术消化、
难以估量的投资回报率等。而唯链的愿景就是希望降低企业使用区块链的难度，削弱
技术壁垒，赋能实体经济，解决现实问题。
2016 年初，唯链开始将区块链技术与商业应用结合，并推出了首个奢侈品防伪追溯区
块链解决方案。现在，唯链雷神区块链上有众多企业级应用正在运行，涵盖全球多个
领域的企业及其业务。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与咨询公司合作了众多项目并收集到了
许多企业反馈，基于这些经验唯链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以帮助大多数不了解区块链
的企业快速获得区块链技术服务。VeChain ToolChain™是基于唯链雷神区块链的一
站式数据服务平台（BaaS：区块链即服务），可以帮助企业将业务数据与区块链无缝
结合。基于唯链“区块链+物联网”解决方案以及生态伙伴的行业经验 （包括未来可能
会融入人工智能），我们致力于提供完善、专业、安全的区块链解决方案，帮助企业
专注于探索创新商业模式，创造价值。这也是《德勤 2019 全球区块链调查》结论中
所提到的区块链相较传统信息系统的重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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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基于 VeChain ToolChain™的区块链解决方案

基于唯链与咨询公司和企业合作开发的数百个企业级应用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性以及信息高效传输，是实现网络效应、创造新商业模式和价
值链的关键。然而目前，大多数企业仍然将目光投向私有链或许可链，认为公链的技
术应用相对复杂。而唯链过往的落地应用与案例可以很好的证明，在公链上搭建企业
级应用不仅是可行的，甚至将提供许多私有链或许可链无法实现的功能。

图 5.1.2 企业解决方案技术栈

唯链生态中不同领域的应用就像一个个分散的点，当点连成线时，将有机会构筑成全
新的商业模式。唯链的使命是创造更多具有商业价值的应用。就此前已开发的应用案
例和解决方案中，有些已经过市场验证，能为企业持续创造价值，并在实体经济中实
现规模性落地。此章节内容将分享这些案例及解决方案如何解决业务痛点，并通过区
块链技术为企业赋能。我们希望以此激励更多企业共同推动区块链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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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企业级解决方案价值探索流程

5.2 食品安全解决方案
行业痛点
供应链效率低下、假冒伪劣和安全问题使得食品行业频频陷入危机。影响食品产业的
大多数问题都源于供应链内部固有的信任缺乏和不透明。当前市场并未能达到消费者
对食品供应链透明和食品安全的要求。
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称，世界上近十分之一的人在食用受污染的食物后引起疾
病。此外，食源性疾病主要影响的人群是婴儿、幼儿、老人和病人。据估计，每年食
品欺诈给全球食品行业造成的损失高达 400 亿美元，该占比且在持续上升。在食品安
全事件中，由于供应链上信息孤岛及碎片化数据问题，销售者承担着重大的声誉风险，
难以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解决方案
唯链的食品安全解决方案，为供应链上各环节的参与者提供了一个透明可信的协作平
台。通过扫描产品上的二维码，消费者可以获取存储于区块链平台的真实信息，包括
源产地和成分、地理位置、物流信息、检验报告甚至温控数据，这些数据由数据产生
方提供，并附有时间戳和加密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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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食品安全解决方案

该方案涵盖了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关键节点，并为用户提供了切实可行且便捷的数据
录入方式。在业务方面，客户可以选择需要的数据采集点，并通过网页、手机端或
API 接口将关键信息上传到 VeChain ToolChain™区块链数据服务平台。
此外，该解决方案还支持冷链物流，记录产品在供应链全过程中的温度信息。唯链物
联网传感器可采集包括温度、湿度、加速度等环境数据，并与 VeChain ToolChain™
平台无缝衔接，实时将数据上链，或在特定数据节点通过 NFC 芯片上传数据。唯链自
主研发的传感器性能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几经检验，在存储、使用寿命和传输速度方面
均处于业界领先位置。
价值优势
⚫

增强消费者信心和品牌声誉；

⚫

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加强质量控制和供应商管理；

⚫

降低获取第三方认证服务的成本，如 My Story™；

⚫

与保险公司合作，提供小额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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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

基于 VeChain ToolChain™区块链数据服务平台，唯链与普华永道共同为沃尔
玛中国开发的“沃尔玛中国区块链可追溯平台”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正式上线。
首批已经有 23 款商品完成测试上线该平台，顾客通过扫描商品上的二维码，
可以了解到商品供应源头及沃尔玛接收的地理位置信息、物流过程时间、产品
检测报告等详细信息。流通各环节参与方将共享供应链数据，进一步推动全供
应链可视化及其高效管理，提升商品信息的透明度，保障商品数据真实性，提
升消费者信任度。未来，沃尔玛区块链可追溯平台将会同步各地区政府可追溯
平台及供应商自有平台的商品数据，通过多方合作为顾客提供安全高品质的商
品。

⚫

ASI 集团与唯链、DNV GL 三方合作，推出了首个基于 VeChain ToolChain™
的跨国物流和贸易平台—Foodgates，致力于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商品全生命
周期管理，第三方权威认证机构可以基于区块链提供的真实可靠的信息对产品
全生命周期进行验证和认证。

5.3 高价值产品防伪与数字化解决方案
行业痛点
根据《2018 年全球假冒伪劣产品报告》，2017 年全球假货造成的总损失达 1.2 万亿美
元，预计到 2020 年将达 1.82 万亿美元。奢侈品转售的兴起，使人们对二手商品真伪
的担忧变得更加突出。目前，奢侈品转售大多无法验真，且没有法律保护。消费场景
主要发生在奢侈品二手交易市场，消费者直接从网上卖家处购买商品。仅线上渠道，
奢侈品品牌销售额因山寨货而流失近 303 亿美元。
此外，为了给消费者创造个性化体验，奢侈品和时尚品牌在数字化营销方面展开竞争。
营销上花费数十亿美元的品牌已不少见，同时消费者越来越习惯于在网上购物。根据
欧洲电商 Zalando 和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展开的一项联合研
究显示，到 2020 年电子商务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将从目前的 20%增长到 25%。
解决方案
唯链此套解决方案让品牌方能通过智能加密 NFC 芯片赋予产品独一无二的区块链数字
身份，将产品在链上实现数字化。这种独特的数字身份，保证了产品全生命周期在区
块链上的可追溯性，可以涵盖生产、供应链、物流、批发零售、售后，甚至消费者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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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环节。每一件产品都有自己的产品信息展示页，由品牌方创建产品描述、营销和
追溯信息，可用于认证、溯源、故事讲述和数字化营销。另外，产品的链上所有权以
用户帐户为准，可在 B2C 和 C2C 市场上进行交易转让，为用户创造个性化消费体验。

图 5.3 高价值产品防伪与数字化解决方案

VeChain ToolChain™作为一站式区块链数据服务平台，可以灵活创建产品编码
（VID）、订购 NFC 标签、添加追溯信息、进行产品交易。唯链提供的 NFC 标签有
不同的尺寸、形状和材质，适用于各种产品类型，如包、酒、鞋、衣服、艺术品。品
牌方通过 VeChain ToolChain™API 接口可以将产品直接在链上标记为 VIP181 非同质
化通证（NFT），而无需另外开发智能合约。品牌方还可以通过唯链的移动端钱包将
通证化产品的所有权转移功能嵌入到自己的应用程序中。
价值优势
⚫

增强用户使用移动设备验证产品的体验；

⚫

提高供应链透明度，避免生产过剩和窜货；

⚫

创新性数字营销方式；

⚫

所有权转移的个性化体验；

⚫

避免退货时真假窜货情况发生。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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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LVMH 集团旗下某奢侈品牌开始使用高价值产品防伪与数字化解决
方案。自 2017 年秋冬系列推出以来，该品牌已应用于其全线皮具产品，并打
算扩展至成衣和鞋履。由于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性和唯链自主研发的加密智能
芯片的，该解决方案使品牌方能够对其分散的供应链和数百个分销渠道进行有
效管理。这也使得衍生业务（如所有权转让、担保）的潜力得以发挥，促进奢
侈品二手市场的新兴垂直业务（如再融资和保险）得以发展。

⚫

通过 VeChain ToolChain™，该方案为东南亚顶级线上奢侈品交易平台瑞宝仕
（Reebonz）上销售的奢侈品提供端到端产地追溯服务及所有权认证。每个产
品都将配备唯一 ID，并且在唯链雷神区块链上拥有数字证书。该数字证书将带
有一个二维码，其中包含产品信息、交易详情和历史记录以及所有权等信息。
在产品丢失的情况下，客户可以撤销证书进行保护。客户还可以利用自己 C2C
交易的优势，将数字证书用于鉴定真伪和所有权转移。

5.4 汽车数字化账本解决方案
行业痛点
欧洲议会的数据显示，在欧盟二手车交易市场中，篡改里程表谎报汽车使用情况的现
象高达 50%，导致汽车价格平均上涨 2000 欧元至 5000 欧元。汽车经销商难以对所有
里程表欺诈进行有效识别，以致于将问题转嫁给二手车买家。这一欺诈行为每年给消
费者、二手车经销商、租赁公司、保险公司和制造商造成的总损失估算高达 56-96 亿
欧元。
解决方案
唯链的汽车数字化账本解决方案可以将上述问题轻松解决。该方案将汽车全生命周期
的关键数据在唯链雷神区块链上安全存储，旨在改变目前不对等的信息交互，经过车
主授权，汽车制造商、修理厂、保险公司、技术人员，甚至银行之间均可实现数据交
换及共享，多方共同维护汽车数字化账本信息。
最终，存储于唯链雷神区块链上的数据，在数据所有者的授权下，可以为汽车销售、
金融服务、保险业务和二手市场交易创造新价值，帮助第三方数据可靠性验证方面显
著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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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汽车数字化账本

唯链汽车数字化账本解决方案利用区块链记录车辆所有权、使用和维修历史。每台车
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和实际里程数都将在区块链储存。信息由相关人员直接上传于区
块链维修记录中，并附带区块链时间戳。车主可控制第三方对数据的读写访问权限，
潜在买家、保险公司也可以进行数据共享。当车辆售出后，所有权将转让给新车主。
价值优势
⚫

区块链提供的可信数据为买家、保险公司、银行的数据审核验证降本增效；

⚫

提升二手车价值，所有权可以进行转让；

⚫

衍生保险公司服务，根据用户驾驶习惯提供相应的保险产品；

⚫

通过激励用户的环保行为来提高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

⚫

探索与汽车能源、零部件市场、共享汽车、自动驾驶、汽车安全、金融服务、
数据采集和其他能由区块链赋能的数字化新模式。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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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马和唯链共同开发了一个名为 VerifyCar 的汽车全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
以打击二手市场中存在的里程表欺诈行为。每个车辆注册并配备一个专属数字
化 ID，连同物联网设备内置于汽车中。基于 VeChain ToolChain™，该方案可
以智能地跟踪和记录里程数，这使车主们能够证明数据真实性。该解决方案可
引入制造商、授权维修店、保险公司、金融机构等共同维护车辆相关数据，以
实现对车辆信息的互通共享，了解车辆整体性能。

⚫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之一，比亚迪采用了唯链汽车生命周期管理解
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将里程、电耗、油耗等数据传输到唯链雷神区块链上集合
储存，并通过智能合约计算碳减排量，换算成碳积分奖励回馈用户。所有碳积
分都将结合车辆的驾驶表现及碳排放量等相关参数，通过科学模型计算而出。
该解决方案为构筑基于区块链的绿色低碳生态提供了重要基础，旨在为减少全
球碳排放做出贡献。每一次绿色公益行为被记录后，均将存储于唯链雷神区块
链上，并为后续对此感兴趣的客户提供真实参考。

5.5 My Story™ -基于唯链雷神区块链的数字化认证解决方案
行业痛点
第三方认证服务是一个存在了几百年的产业，因严重依赖人力而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
战：
⚫

由审计师和检查员产生的高风险低利润；

⚫

可认证业务流程和产品的覆盖范围有限；

⚫

劳动力成本高，尤其是更新成本高；

⚫

在有限的时间内，存在由于人类行为差异性和样本数量少而导致错误的可能性；

⚫

主观判断不一致，甚至有受贿可能。

唯链战略合作伙伴、第三方权威认证机构 DNV GL 正在面临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他们
提出数字化认证可以满足：
⚫

进行数字化转型对整个社会、企业和消费者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

产品服务与数字化内容越来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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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转型正在使交易的数量、种类和形式成倍增加；

⚫

每笔交易都涉及到大量的利益相关者，消费者的反馈越来越重要。

消费者越来越希望购买的产品能够证实品牌的承诺是诚实且负责任的。因此品牌方们
正在努力探索如何展现产品价值和背后的故事，尤其是展现出产品的发光点。
解决方案
作为一家拥有 150 年悠久历史、全球覆盖 100,000 家企业客户的公司，DNV GL 正在
实施全球数字化转型战略，通过唯链区块链技术开发了数字认证解决方案 My
Story™，在品牌方与消费者之间搭建了信任的桥梁。
通过该方案，第三方机构审计员再无需亲临现场对业务进行验证，企业只需按照预先
定义的业务流程要求，将数据上传到 MyStory™平台，然后调用特定的智能合约对数
据进行认证。该方案帮助企业降低在人力方面投入的成本，同时大大提升了操作的灵
活性，且进一步扩大了认证服务覆盖范围。目前三家意大利葡萄酒制造商率先使用了
My Story™，未来 DNV GL 将通过更多国家级的合作复制该业务模式，覆盖更多垂直
市场。

图 5.5 My Story™ -基于唯链雷神区块链的数字认证解决方案

在数字化转型中，区块链技术与物联网、5G 和人工智能等其他技术的融合十分关键。
物联网传感器负责从日常业务中收集数据，以尽量减少人为干预。5G 网络的应用和推
广，增强了实际业务中数据采集的实时性。为了保证数字化认证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人工智能可以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消除人力判断的不公正，剔除腐败现象。长远来说，
外部数据的交叉验证可以提升流程抽检的整体效率，当这种操作日益复杂的时候，人
工智能技术的引入显得至关重要。
在数字化认证完成之后，将会生成一个数字认证证书，该证书安全存储于唯链雷神区
块链平台，每个证书都有独一无二的标识，并记录着完整真实的追溯信息和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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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数字认证的新业务，也可以过定制化智能合约与其他业务实现融合协作。2019 年
4 月，作为全球数字化计划的第一步，德勤将 DNV GL 的现有证书从以太坊迁移至唯
链雷神区块链，当日创建了 170 万个智能合约交易，交易量领跑公链。
未来，通过配备丰富应用双重接口 (ABI，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s) ）的智能合
约，可以实现数字认证证书的自动发放。该类智能合约基于双重数据输入，包括不同
的数据采集点、数据审核点以及外部交叉审核的数据二次审核点等。并且，每个数字
证书都将转化为非同质化通证（NFT），使得证书的所有权和状态管理更加透明高
效。
因此，使用唯链雷神区块链是 DNV GL 全球数字化转型以及集成其他信息化技术的关
键要素之一。
价值优势
⚫

以区块链可信数据降低人力成本；

⚫

提升认证服务机构在消费者层面的品牌曝光度；

⚫

用外部数据提供更有效的交叉验证；

⚫

全面数字化验证流程有助于与其他信息技术的融合。

案例分享
⚫

三家意大利葡萄酒制造商，Ricci Curbastro、Ruffino 和 Torrevento，率先使
用 My Story™数字认证解决方案，将自身产品的优势及亮点展示给消费者，产
品的原料产地、酿制过程到包装和分销等环节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可追溯。消
费者使用手机扫描瓶子上的二维码，可即时浏览每瓶葡萄酒的全生命周期信
息。My Story™不仅与客户分享产品故事，还介绍葡萄酒生产方式等知识，并
提供葡萄酒品鉴建议。

5.6 数字低碳生态
行业痛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联合国和主要国家的带领下，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社会广泛讨
论的重要话题。尽管国内外各类组织的忧虑与日俱增，社会日益关注全球变暖、碳排
#CreatingValuableTXs

45

放、空气污染等全球环境问题，但科学衡量个人环保行为参与度和环保成果检测方法
的普及却远远落后于预期，大大阻碍了各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有效激励公众节能环保
的努力。全世界亟需找到更好的方案。
当前碳减排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包括：
⚫

碳减排活动不可量化；

⚫

可持续性与可延续性难以得兼；

⚫

难以通过透明公平的政策执行来真正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

⚫

个人环保行为参与度低；

⚫

模式难以标准化和复制；

⚫

缺乏有效的认证和监管机制。

解决方案
显然企业和行业专家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许多努力，但结合区块链技术，上述问题可
以得到更为合理便捷的解决。
唯链携手 DNV GL 发起数字低碳生态。这个生态包含以下几种角色：
1) 碳减排贡献者 – 通过物联网及其他不同方式（如驾驶电动汽车、拼车、搭乘公
共交通、使用环保电器）将用户节能减排行为数字化并量化为单个碳减排贡献
者。
2) 碳减排验证者 – 第三方权威机构如 DNV GL 的专家将根据收集的数据来验证用
户行为，并出具量化证明，验证过程由完整透明的智能合约执行。
3) 碳减排接收方 – 愿意提供产品、服务或奖金以激励个人碳减排贡献者的企业和
组织。
4) 技术支持方 – 提供技术支持，维护平台稳健运行。
5) 监管方 – 相关法律法规制定者，监督和激励低碳生态合规性发展的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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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低碳生态架构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1) 区块链基础设施层面 – 提供节点、运行工具和环境、浏览器、钱包等基础设施
服务的唯链雷神区块链平台。
2) 智能合约层面 – 提供智能合约接口，承载适合不同应用场景碳减排计算的智能
合约，以及与碳减排库、碳减排源头、通过 ABI 接口发放通证（VIP180/181）
等相关的通用智能合约。
3) 数据处理器层面 – 数据平台负责对数据进行收集、验证、处理、加密整合并将
通过 API 接口数据上传至唯链雷神区块链平台。
4) 前端应用层面 – 根据不同场景定制化移动端应用、网页及物联网设备配置。
5) 系统功能层面 – 整个系统的通用功能，如帐户、身份认证管理、贡献积分和索
引。
数字低碳生态于 2019 年 6 月启动，可以通过标准化模块迭代适配不同的应用场景，
并在不同城市、国家和地区进行复制。作为一个去中心化激励系统，该平台不仅鼓励
个人积极参与环保活动，也为联合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有效方式。
价值优势
⚫

鼓励个人用户参与环保活动；

⚫

民间组织和绿色团体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发起线上或线下活动，吸引更多的人加
入，为环保事业贡献力量；

⚫

碳减排贡献者可以通过碳积分激励用户，增强用户粘性，获得 CSR 证书；

⚫

碳减排接收方可以吸引更多的用户流量并展示企业的社会责任；

⚫

政府机构可获得可量化的用户碳减排行为数据。

案例分享
⚫

比亚迪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之一，是数字低碳生态中第一个碳减排贡
献者。比亚迪最新款节能汽车可以根据里程、电耗和油耗数据计算碳减排当量，
生成相应碳积分，并发放给驾驶员。该解决方案为构建区块链低碳生态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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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技术支撑，为全球范围内的碳减排做出贡献。所有碳足迹被记录后，均
将存证于唯链雷神区块链上，并为后续对此感兴趣的客户提供参考案例。
⚫

数字低碳生态在中国以微信小程序为载体，用户可以通过参与小程序中的活动
获得碳积分，并使用积分来兑换商品或服务。此外，该平台还用于组织扶贫项
目和慈善项目。

⚫

圣马力诺工业部、贸易部、商业部、合作和电信部国务秘书，圣马力诺共和国
创新研究院（Republic of San Marino Innovation Institute S.p.A），DNV GL
管理服务集团与唯链基金会成功签署谅解备忘录。唯链和 DNV GL 以及圣马力
诺共和国创新研究院将共同推动圣马力诺共和国的功能型通证基础设施建设及
应用案例落地，构建有效的实践模型，激励圣马力诺全国 33,562 位公民践行可
持续发展目标。这是圣马力诺共和国整体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的一部分，推动
并发展完整的技术创新生态，促进圣马力诺共和国数字化转型。

5.7 对开放金融的愿景
2019 年，整个行业见证了去中心化金融（De-Fi）的繁荣。首先是去中心化交易所，
像 0x 和 IDEX 这样的参与者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了很多关注。然后，我们看到了稳定币
的崛起，这些货币由 MakerDao 的 Dai 等数字货币支持，这种结算层的建立催生了一
个更广阔的去中心化金融生态，包括借贷、权益质押、投资等。De-Fi 所描绘的未来
即使在行业外看来都充满光明前景——一个资金可编程，资本和金融产品可自由流动，
且各方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也进行无风险交易的金融生态。全球金融业价值约 15 万
亿美元，占全球 88 万亿美元 GDP 的 17%以上，金融业的很大一部分业务收入来自于
信任成本，而区块链在该方面有绝对优势。
人们可能会质疑，为什么 De-Fi 还没有实现它所承诺的目标，且 De-Fi 的大多数应用
场景现在仍然在交易/投机领域？答案是：目前条件还不足以将 De-Fi 进行大规模推广，
现有金融系统的既得利益方掌握着许多重要资源，因此行业整体转型可能需要一些时
间。例如，创建区块链金融产品时，如果涉及保险政策或贷款合同上链，就必须有一
个连接区块链的可信合规稳定币，并将它作为结算工具。Libra 试图成为这样的结算工
具，然而即使是由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发起的项目，也面临着世界各地的监
管机构和现有利益方的阻碍，更不用说一个区块链初创公司了。因此，目前我们看到
的大多数去中心化金融项目都是在数字货币（主要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基础上开发
产品，因为这些都在主流金融的范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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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数字货币的潜力有绝对信心，而且它可能最终会实现众多信仰者的去中心化梦
想，但与全球金融相比，目前这个市场实在太小了。我们认为要将区块链技术的潜力
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目前与主流金融机构的融合是最佳选择。因此，相对于去中心
化金融，我们对“开放金融”有更坚定的信念。唯链的目标是通过区块链技术推动金融
机构、中央银行向透明、高效、自动化、数字化的业务体系进行转型。我们将从三个
方向来促进这种生态的建设。1、建立一个包含不同稳定币的结算系统；2、企业上链
搭建一个数据层；3、引入金融机构，使用可信的企业数据创建区块链金融产品。
⚫

结算系统：基于区块链的结算系统将使金融产品实现链上结算，通过智能合约、
自动执行、透明条款显著降低成本，增加信任度。过去一年半，我们就数字货
币的监管框架向全球各国政府提供了不少建议，还与极具创新精神的政府合作，
设计并推出由该国央行发行的、欧元支持的稳定货币。该稳定币对区块链产业
和该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国家发行的、欧元支
持的稳定币，这种合法/可信的结算层将成为培育大规模区块链金融产品落地
的潜在土壤。

⚫

数据系统：通过数据层，金融公司可以基于客户数据为其量身定制金融产品，
并调整金融产品相关条款。我们构建数据层的策略是将区块链解决方案融入到
更多的产品和业务流程中，并最终通过企业去挖掘终端消费者价值。我们可以
很自豪地说，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且在企业级
应用和业务增值方面成为业界的领先者之一。目前，我们将区块链与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已为 100 多个企业提供解决方案，覆盖 16 个行业和 36 个
领域。这些解决方案不仅是理论结晶，更是与 700 多家企业共同探讨和验证过
的成果，已在 100 多家世界级企业实现落地。

⚫

金融机构：在结算系统和数据系统的基础上，下一步就是引进金融机构来创建
金融产品。可能包括贷款、保险产品、供应链金融和其他金融衍生服务。我们
相信，随着区块链上有价值的交易数据日益增多，以及用户对金融产品的要求
日益变高，更多企业会走向使用区块链技术的道路。目前，唯链区块链技术已
应用于首批金融机构的产品服务当中，而我们也正与包括金融服务提供商在内
的商业伙伴展开多方合作。在现有的应用场景中，我们已经探索了一些金融产
品，如基于驾驶行为的汽车保险、食品冷链物流的小额保险和供应链金融。

一方面，我们发现，随着业务活动在区块链上整合，此类金融产品可以借助链上的数
据简化流程，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为了充分释放这种新商业模式的潜力，需要建立
全面的商业化结算系统和数据系统——这也侧面证实了唯链战略的正确性，即从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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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领域的应用落地开始，并使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能够使用唯链雷神区块链技术
来构建基础设施和金融产品。唯链致力于帮助生态中的不同企业协作互惠，同时为终
端消费者提供便利。
数据隐私是唯链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要确保数据在被另一方使用之前需要获得
数据所有者的授权。除此之外，我们还正在制定诸如安全多方计算技术（MPC）之类
的隐私解决方案，消除大家对此的顾虑。以上所有要素，都是唯链关于强健的分布式
商业生态展望的基石。

#CreatingValuableTXs

50

第六章 多元化生态
6.1 概述
企业无疑是实现区块链大规模落地的关键，然而作为一个开放生态，唯链雷神区块链
上也有很多其他类型的用户相互协作。开放平台可以减少各个组织之间的摩擦，也便
于跨行业合作。传统企业一般会将精力放在区块链技术和现有商业模式的融合上，或
者将区块链技术用于业务数字化转型。然而许多初创公司或社区项目，从零开始就在
围绕区块链打造业务。这种模式相较传统企业更为灵活，也会带来颠覆性思维，以此
创造新商业模式以及相关价值链。
唯链作为生态赋能者，致力于为生态建设者们提供多样化资源、支持与发展机遇，与
其携手共同使用区块链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创造价值。

图 6.1 唯链生态建设者

⚫

唯链 - 生态赋能者，专注于构建区块链底层平台、链上基础设施及服务。唯链
肩负推动整个唯链生态发展的责任；

⚫

企业 - 企业利用区块链技术赋能其业务发展，构建面向更广泛人群的区块链价
值应用，解决行业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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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创公司 - 初创公司通过区块链/通证经济来推动其发展，并吸引更多的人才和
资本加入生态，共同推动区块链技术和应用不断创新；

⚫

社区 - 社区开发者或专业学者在生态中作出贡献或创立自己的项目，为生态带
来更多的创新及多样性；

⚫

学术研究机构 - 根据实际需求，唯链与学术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并成立了
VeResearch 计划，不断迭代改进各项底层技术，助力唯链生态发展；

⚫

第三方专业机构/监管机构 - 风险资金和合作孵化机构利用资金、资源和专业知
识赋能生态建设者；监管机构为项目发展提供清晰友好的法规保障。

6.2 对生态建设者的支持
唯链持续致力于帮助企业制定区块链行业解决方案并创造更多价值。
与公有云平台类似，企业和初创公司往往会选择拥有完善的工具、服务和支持的区块
链平台来推动其发展。

图 6.2 生态建设者需求分类

传统企业
⚫

企业可以使用 VeChain ToolChain™一站式区块链数据服务（BaaS）平台 ，
快速实现区块链技术和现有业务的无缝接入；

⚫

基于完善的区块链底层架构、商业敏锐度和强大的商业伙伴网络，唯链通过专
业的区块链服务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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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可使用基于唯链的开发工具、Turnkey 解决方案等唯链综合技术支持，灵
活开发符合需求的区块链解决方案。

初创团队
⚫

唯链开发了一系列开源工具、区块链即服务（BaaS）和 Turnkey 解决方案，
帮助初创项目开发整合区块链应用。除了技术文档外，初创项目还可以直接联
系唯链技术团队获取帮助；

⚫

初创项目将有机会获得合作孵化机构的投资与支持。由于区块链是一个全新领
域，唯链将为其业务合规性发展提供帮助；

⚫

随着初创项目业务规模扩大，唯链会将为企业伙伴和初创项目提供交流平台，
共探商业合作机会。此外，初创项目有机会通过唯链全球化社区活动及媒体渠
道提升自身品牌影响力。

社区
⚫

社区创业者们可以在唯链的协助下将创意落地，并获得资金支持和业务咨询帮
助；

⚫

开发者可获得来自唯链的技术支持，可加入唯链开发者社区或申请参与开发者
奖励计划；

⚫

唯链为其提供业务合作机会；

⚫

唯链为其提供最新生态进展，并举办社区活动进行充分交流。

希望加入唯链生态并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 vechain.org/bui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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