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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界公链白皮书

通过业务模块化实现跨账本的通用区块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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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界概览

为商业构建的可交互的区块链协议
OneLedger（万界）是一种独立跨账本协议，它使用一种分片，定制的实用拜占庭容错协议方案来

实现高超的性能，这种方案同时兼容公有链和私有链。通过将公钥底层协议(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 )与身份管理、节点（包括节点运行者）进行耦合，将产生一个预先定义的信任层

级，从而允许它们参与到万界链或任何侧链的共识之中。万界侧链可以与其他网络的当前状态同步

（Ethereum, Bitcoin等）。任何支持哈希时间锁(HTLC)和支付通道的加密货币都可以在万界侧链上记

入金额的帐户或地址，网下和链下的交易传递给万界侧链完成，从而实现

一种兼具扩展性和透明度的解决方案。在最终用户请求将其余额从主链的哈希时间锁地址/帐户中提
取到他们所选择的地址/帐户之前，用户之间的任意数量的交易都可以发生在万界侧链上。本质上，

万界会在所有主链中提供可扩展的“链下”解决方案，并将共识传递给相应的万界侧链，这些侧链包

含了万界协议所有的特性。

通过使用PKI角色控制，企业也可以部署自己的私有侧链。企业将能够精确定义参与其侧链节点操作
人员的角色。此外，通过使用万界的统一框架，公司可以使用一个代码库，开发他们的分布式账本
技术应用，同时在他们选择的多个基础网络上发布他们的产品。

1.1 万界的背景和使命
从小型商业体到大型企业，万界的任务是简化企业对区块链技术的采用，并将其集成到特定的业务
和产品中。通过万界，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来创建公共的和私有的区块

链，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网络共识。随着角色控制的使用，企业也可以在其许可的网络上独立定义读
取和写入访问权限。一些行业，如医疗企业，要求只有特定人员才能查看某些记录。此外，企业将
能够创建和管理自己的社区拥有的数字钱包和信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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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利用平台提供的基于区块链的业务工具，现代的公司可以有效果地、有效率地将区块链技术整
合到其商业模式。万界协议的部分基础是使用公钥认证，允许创建具有高度可配置的数字钱包、信

用系统和仲裁机制的个人帐户。万界数字钱包为个人和机构提供了现代数字钱包的功能，包括存

款、取款和支付等，以及一些额外的优点，比如能够在各种网络上交易和购买服务。通过在万界平

台上保持数字身份，企业和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中的事务和行为积累信用评
分。万界仲裁机制可以通过监督所有交易历史和执行过程来建立仲裁基础。

万界支持跨不同区块链的共识；通过利用侧链，来扩展和查询其他链中的数据，使得与其他公链
网络兼容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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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界价值网络由多层次的服务范围和业务逻辑组成。通过区块链底层协议的数据共享的开放源码验

证机制，将所有交易数据和真实源数据写入分布式节点。通过启用IPFS协议，真实的数据变得更加

简单和可靠。参与交易活动的个体都能够有效地成为他们自己的智能合同执行者和数据共享同伴。
通过公共数据验证机制，进一步促进和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万界基于区块链技术提供的共

享和免疫机制，形成了一个可实现和可验证的，基于现实世界的功能模块化区块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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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

2.2 区块链服务
有了万界，任何人都可以发起一个侧链上运行的万界共识协议。这条侧链可以是公有链，也可以是

私有链。在私有链的情况下，用户可以使用万界智能身份管理系统，查询拥有特定信任等级的身

份，以及是由谁提供的底层网络服务，比如是节点运行者存储或验证分布式账簿，并为各种角色分

配特定的身份来维护侧链。另外，任何公共的分布式账本，无论其共识协议，只要支持哈希时间锁
合约和支付通道的，都可以与相应的万界侧链同步。

2.1 智能身份管理平台

管理一个跨多个分布式网络的公开身份，匿名身份或其他类型的身份，可以通过对一个身份指派一
组主私钥/公钥对来实现。这组主密钥对可以利用其中的私钥对消息进行数字签名，从而将任何其

他公钥与此身份关联。万界提供了一个通用的身份解决方案，以跟踪存储在多个分布式数据库中的

用户资产。此外，万界提供了一种途径，可以让一个身份把‘信任值’分配给另一个身份，从而创

建了一个混合去中心化的与PKI结合的“信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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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链码服务
通常，企业或个人可能希望在多个平台上部署dAPPs。因此，开发人员必须在每个所选的平台上编写

和部署智能合约，并可能需要使用多种语言。万界正在开发一个SDK，它可以简化在多个平台上移

植和部署智能合约的过程。万界的SDK将允许用户定义一个“主智能合约”，它能够编译智能合约所用

的编写语言。从而，开发者可以通过在主智能合同中指定所需的平台，在多个平台上同时发布
dAPP。

2.4 程序接口

主客户端接口是一个REST API，允许应用程序注册用户、查询区块链和发起交易。同时为链节点提

供了一组APIs，可以直接与堆栈交互，以执行交易和查询事务结果。

服务端编程接口是一个业务门户，用户可以轻松地建立业务模型和功能，将真实世界中需要的功能

都集成到区块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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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开发一个快速、安全、可扩展和独立的可扩展接口，允许轻松部署去中心应用(DApps)和跨
账本通讯。究其核心，可扩展的区块链接口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访问和跨多个账本进行通讯。

3 万界可扩展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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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界结构
这种去中心化的框架通过将现实世界和区块链世界最终有机地统一起来，改变了应用程序是如何建

立起来的方式。

4.1 万界业务中心
万界将在业务门户中开发工具，使得无论具有什么程度区块链经验的用户，都可以将他们行业中的

经验应用到区块链中，通过开发人员定义好的模块生成链码，并在整个流程中都可以追溯到执行过
程。可扩展的万界API通过模块化，将有助于将商业模式转换为区块链应用程
序。万界把业务与独立模块的开发人员连接起来，并会为开发集成多个模块的无缝衔接提供指导。
例如，万界的一个购物插件可以分为多个组件，包括目录、购物车、订单提交、发货、支付等等。

所有这些模块都可以由不同的开发人员构建，并集成在一起，创建一个定制的购物流程插件。

该平台将使用户能够以透明和公平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服务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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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平台门户的业务工具，发起者可以在一次业务流中快速建立起合约和服务大纲，譬如供应链、

法律服务协议和分销协议。发起者可以将公共身份分配给一个组，也可以在发起者创建的组中为个

人身份或所有公共身份定义角色。与此同时，业务流中规定了合约的实施方式，从而确保有关各方
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一旦完成，这项服务或合约将被翻译成Solidity合约或其他链码。只要业务

流开始执行，相关各方即以智能合约的形式约束参与者进行循环和执行。

万界业务应用程序开发工具包的主要工具如下:

1. 数字资产: 发起者可以在流程和流程中定义资产，包括财务、产品或内容资产;

2. 模块: 包含复杂的业务逻辑。包括工作流和进程的集成;

3. 工作流/进程: 用于构建模块的基本单元——可基于万界协议执行的功能，完成包括跨区块
链、业务流映射和运行数据同步。



4. 角色访问控制: 去中心签名系统将通过相关的身份信息一起签名和验证用户，无论是密码、组织

信息还是角色；一旦经过验证，访问信息就可以打包好，委托给模块进行处理。

5. 交易: 资产的运行环境和它的工作流/进程，其中的交易可以产生于基于万界协议的不同区块

链。

6. 通道: 一个强调速度和安全性，连接单个或多个区块链中的两个节点的P2P通道。

7. 连接器: 针对不同业务区域的企业级集成工具;连接器将万界公共区块链数据集成到现有的中心

化商业网络中，并结合区块链和中心化服务建立了一个混合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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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万界共识协议

 4.2.1 业务逻辑模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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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逻辑将使用可配置的基于角色的共识方法论，构建类似于Merkle树的层级结构。角色将由业务
参与者决定。每个角色都链接到参与共识的独立节点; 随后，业务逻辑将确定如何将每个角色融入到

节点数据中。角色共识需要进行第二级验证。通过其定义的密钥和数字签名，用户可以直接链接到
他们在业务中的角色。实现了透明性和可跟踪性，并实现了为那些在区块链上写入数据的用户和他
们相应的角色可以得到身份上的认证。

4.2.2 万界共识协议层

我们定义了一个三层共识概念，使万界能够有效地集成不同的区块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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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万界业务初始层

三层共识开始于业务初始层，业务初始层中定义了一个合约用来明确角色以及角色在业务中相应的
行为。为业务模型定义的合约是一个通用合约，它首先会被编译并生成一个可识别，可执行的合
约，可以用于不同的底层公链，如比特币和以太坊。然后，生成的合约会通过在不同公链代码上运
行的万界节点中找到一个适合的方法被执行下去。在以太坊节点中，合约以一种智能合约的形式执
行，在比特币节点中，合约会在节点创立时在原始合约中生成。

4.2.4 万界通道共识层

万界提出了通道共识的概念，用以在合约中预先定义的角色之间执行交互（交易或任何业务行
为）。这些角色可以来自一到两个业务模型。当新的区块数据想要记录已进行的任何操作时，在所
有参与者的通道中会进行基于异步拜占庭容错的侧链共识（详细信息见4.4.2）。这种侧链共识将要
求所有参与者投票，并要求达到或超过投票者的⅔。如果通道跨越了侧链中两个不同的业务模型，
则需要通过计算每个模型的参与者的投票来实现侧链共识。只有在两种模式都达成共识之后，才能
达成通道共识。需要注意，当在通道中实现共识时，会将写入的区块数据广播到该通道中的所有节
点并进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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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信息结构

由于可以将节点分配给不同的通道，并且基于通道来存储区块，所以节点上的区块链高度可能会有
所不同。弹性分布区块(RDB)的实现使得系统能够通过存储在区块数据上的参照字段中的Merkle树来

跟踪侧链中每个区块的前后关系。

没有定义角色的合约被认为是的一般合约，不适用通道概念。共识只有在整个区块链网络中才能

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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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万界公链共识层
万界侧链共识可以帮助发起公链之间的交易。当有需要跨公链交易时，在万界侧链中就会进行预
共识的步骤，并且一个预共识的区块(上图中的N9区块) 将向公链发送一个请求。这个请求会由公链

的验证者投票，以验证对公链上资产的锁定或解锁行为。如果两个公链都成功地返回了该请求，
预共识的区块就会被提交上去。一旦⅔侧链节点提交了这个区块，这就会在万界上得以最终确认。
由于万界采用了联盟链（federation chain）和驱动链（drive chain）相结合的方式，使得公链和万

界之间的同步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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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侧链共识算法
侧链共识算法由两个阶段组成。第一个阶段是“基于轮次的预共识”，用来获得一个要求一定范围内

超过2/3的节点都同意的共识提案。如果使用了通道，范围就是这个通道内；又或者，如果通道被

绕过，范围就将是所有节点。合约中的所有功能都将在共识的阶段执行。一个轮次由三个步骤组
成，每个步骤被平均分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首先会选择一个节点来提议一个区块，并在他的有效

范围内广播出去。所有收到提议区块的节点将根据各自的合约进行预投票。广播出去的预投票会由

在范围内的节点收集，并且一旦在节点中统计预投票数超过2/3，它将预提交所提议的区块。如果

一个节点在一个轮次中没有获得足够的预投票，那么将开始一个新的轮次，直到实现预提交。在第
二阶段，如果提案是跨公链的，预共识的区块将会传递到公链上。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节点都将验

证一个已提交的，并且在范围内超过2/3的节点都签过名的预共识提议。一旦验证完成，这个区块

就会被广播，上个区块就会被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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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仲裁机制

由于在渠道内只有达成部分共识，所以当遇到问题时，通道的参与者可以要求进行仲裁。当请求

仲裁时，会忽略通道，在万界全部参与节点中，对仲裁信息达成共识。

4.2.8 区块结构

万界会使用上一区块的哈希来链接区块链，并通过使用Merkle树来验证。如果该块存储在以太坊

或比特币节点中，则网络类型字段将会被记录下来。我们引入了一个RDB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每

个区块都被分配并存储在万界侧链中，并通过哈希对应到Merkle树谱系中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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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界的协议和接口允许以高扩展性的方式，与任意数量的主要底层网络进行交互。大量应用场景都
来自于这种交互性；然而，我们想描述了一个主要应用场景：跨链去中心化交易所。

首先，我们的协议使用了哈希时间锁合约(Hash TImelocks contracts HTLC)。哈希时间锁合约是一个

哈希锁和时间锁的组合。哈希锁是对接收地址或帐户的限制，因为所有者必须公开显示一段数据，
以解除限制。同样，在交易上的时间锁限制了一笔交易可以使用的时间。通过合并这两部分，HTLC

允许跨链交易。由此，用户充值帐户或地址，同时会把相应金额记入万界。然后，用户可以在任何
其他资产类型之间交易该资产，而不限于比特币或以太坊这些只拥有“正常”交易对市场。当用户进行

交易时，他们在万界相应的侧链上的账户也相应地记录下来，他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将他们的新
币提现回到他们选择的地址，即通过使用HTLC。

我们注意到，由于分片和侧链的使用，可以在短时间内支持很高的交易量。这一事实源于这样一种

想法，即如果一个用户使用Litecoin购买Dogecoin（在万界框架内），那么这个交易只会

在Dogecoin和Litecoin侧链之间进行通信，而不会影响性能，比如比特币或以太网侧链的性能。

万界不仅仅是一个跨账本的去中心化交易所。通过使用智能合约和我们的商业集成api，我们能够让
正在尝试使用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公司，无论是供应链/库存管理、会计、资产的数字化等特定的应
用，都能够更容易实现。

其它万界应用场景包括了：  

• 能够将流量转移到具有高性能的侧链。

• 能够轻松部署和迁移DApp。

• 通过万界协议实现跨链访问和共识。

• 标准化在万界协议中各DApp之间的通信。

• 资产认证和流程透明，如资产注册、捐赠流程。

• BaaS为用户在业务门户内创建具有开源DApps的业务模块提供帮助。比如，供应链和电子商务流
程（商品目录和购物车可以构建成一种服务，并可以灵活地结合起来）

• 帮助企业和个人进行人工智能支持和流程优化。

• 通过对业务流程的追踪来实现流程的透明性和可跟踪性。

5 万界: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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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牌经济模型

10亿个OLT令牌会被预挖。每个OLT令牌在最初都将被映射到一个相应的ERC20令牌上，因为万界生
态系统正在开发中，早期的使用者可以在以太坊生态系统上使用它们。

随着万界生态系统的成熟，万界令牌经济模型的三个主要参与者：用户、网络支持者(节点)和开发人
员。万界还将建立一个市场，这会是一个在万界平台上的去中心化应用。

用户

用户，包括企业，需要向节点支付网络费用以在万界平台上使用各种服务。他们可以从其他令牌持
有者获得OLT令牌，或者他们可以自己运行一个节点来获取令牌以用于商业活动。用户可能需要根据

开发人员发布的智能合约来支付OLT令牌用来访问在市场上销售的各种服务。

网络支持者（节点）
网络支持者(节点)将接受OLT令牌作为网络费用。在早期阶段，万界的软件将允许每个人运行一个节

点。经过一段时间后，需要一定数量的代币来保证网络的负载和质量。

开发人员
开发人员包含个人贡献者，企业团队，甚至咨询公司。开发人员需要OLT令牌将其模块部署到万界平

台。他们可以将模块和代码提交给万界市场，并提供一份定义销售条款的智能合约。比如说，这些

服务可以是免费的，或者用户需要向开发人员支付一次性费用来解锁服务，又或者开发者甚至可以
将智能合约作为订阅式的商业模式来实现，这样用户就需要每月支付OLT令牌来继续访问服务。此

外，万界为社区预留的25%的令牌，通过这些将为最好的开发人员和最优质的项目提供开发资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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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界会为社区保留25%的令牌，仅用于帮助生态系统发展。除了激励开发人员，万界还可以利用令
牌用于社区活动，例如举办活动和资助开发研讨会。万界将专注于构建一个健康的区块链开发生

态系统，开发人员将从中受益，并看到其贡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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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OLT 令牌分发

总量：1 0亿 OLT 
软顶：4百万美元
硬顶：1千5百万美元

种子轮：1 百万美元，Bonus分
6个月阶梯发放，由智能合约执
行
私募I：6百万美元
私募II：3百万美元
公募：5百万美元

社区保留：在智能合约中锁定至少6个月，之后会有1-2年的分发计划，以谋求长效
激励社区。

团队保留：24个月分发周期，按季度发放，由智能合约实施。

顾问保留：12月分发周期，按月发放，由智能合约实施。

市场推广和长期合作伙伴：市场推广分发周期3-6月，按月发放。长期合作伙伴锁
定期最短6个月，之后在1-2年内发放。所有发放和锁定期都由智能合约实施。

公司保留：在智能合约中锁定至少6个月，之后会在18个月内按月陆续发放，由智
能合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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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8

David Cao 创始人 & CEO

David是万界的创始人和CEO。拥有超过3年的区块链经验和超过10年的企业架构师经验，David为

几家财富500强企业做了大量的技术项目。他还在IBM多伦多实验室工作，开发DB2和WebSphere 

Commerce核心引擎。作为供应链、支付、电子商务和经验丰富的J2EE企业架构师的专家，David

帮助大型企业成倍成长，包括家得宝、西尔斯和东芝。David同时也是Hyperledger和区块链社区的

活跃成员。

Bob Binns   首席战略官

Bob 是一名公认的创新者，长期为在管理变革和寻求增长的公司提供战略咨询服务。他曾在IBM，

蒙特利尔银行，微软和Unisys等公司担任过高管职位。 Bob是多个行业的几项主要业务转型计划的

推动力量 - 从创业企业的构想和启动到面临业务增长的公司的成功转型。他还曾担任几家全球私人

软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包括定制软件，SaaS和云服务，其中两家已被收购。Bob 毕业于加拿大女

王大学数学专业，曾在哈佛商学院（可持续竞争优势计划），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管计划中学习。他

还曾在渥太华青年成就委员会和加拿大信息技术协会（ITAC）任职。

Edwin Zhang       联合创始人 & Managing Director

Edwin 毕业于加拿大计算机名校滑铁卢大学。在前沿技术公司TribalScale任职期间，参与领导了 

Bloomberg, CBS Radio, NBA, CBC 的产品开发，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项目管理经验。作为一名

软件工程师，Edwin拥有着极为丰富的技术背景，拥有以太坊智能合约的开发经验。Edwin还是区块

链创业和投资领域的老手。 他带来了背靠技术支持的丰富管理经验，以及与全球各地加密货币社区

的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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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Lan     联合创始人 & 区块链研发

Alex拥有信息与通信工程硕士学位和计算机硕士学位。他在就读硕士期间，获得了分布式时钟同步

（共识）算法方面的专利。在亚马逊担任商业智能工程师期间，Alex 设计和开发了一个在库存平衡

方面的新算法，为亚马逊节省了大量快递费用。他还在一家行业领先并拥有大量大数据资源的创新

公司参与了大数据平台的开发和优化工作。Alex意识到 区块链技术可能会颠覆每一个行业后，对区

块链技术充满了热情。他在区块链协议和共识算法开发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Stephen Li       首席工程师

Stephen是一个高级软件开发人员和分布式应用程序创新专家。他曾是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

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高级顾问。他还在IBM和微软工作过。Stephen对前端和后端系统的

开发和架构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对高性能计算的应用有着浓厚兴趣。他正拥抱区块链革命，并已

成为以太的Solidity智能合约开发的专家。

Paul W. Homer 高级区块链工程师

在过去的25年里，Paul一直在为大大小小的公司设计和构建商用和企业软件。他的经验包括新创企

业、金融行业和医疗健康行业。去年，他为Tendermint提供了历史性的支持。他多年来一直在紧跟

区块链的进展，并且因为与他过去构建分布式系统的经验有关，他对拜占庭容错十分感兴趣。十多

年来，在他自己的博客以及《97件事》系列丛书中，他一直在撰写和探索软件开发问题。

Lester Li     区块链工程师

Lester是一名全栈工程师，活跃在技术领域10多年。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他开发了安全网络层，

并成功实现了端到端的加密机制。然后他进入电信网络建设高性能定制系统。他曾担任诺基亚高级

工程师，参与信息安全、云计算等创新项目。他也是一个开源社区贡献者和区块链狂热者。他在以

太坊 JSON-RPC接口和智能合约开发方面拥有广泛的经验。



26

顾问9

Trevor Koverko

Trevor是加拿大最成功的天使投资人之一，从早期就参与了ShapeShift.io, Luminex，Royalty Exchange

以及其他几家公司的投资。最近，Trevor一直关注着区块链——2012年买入了比特币之后，他持续不

断参与加密货币公司的基石投资，为ICO提供建议，也包括以太坊项目。Trevor目前是Digital Assets 

International的首席执行官，以及Polymath的CEO——这是首例去中心化的证券市场。

Matthew Niemerg

Matthew是前IBM英才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进行高性能计算研究。自2014年

起，Matthew就参与了区块链领域，并提供了与安全、共识模型、加密方案以及基于区块链项目业务

开发相关的咨询。

Jor Law

Jor是区块链和其他分布式账本技术中建立数字化和证券交易生态系统的先驱。他是一名公司、财务和

证券律师，他最著名的是他在其它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包括EB-5、风险投资、众筹和初始代币发行

(ICOs)。他是VerifyInvestor.com的联合创始人，该网站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被认可投资者accredited 

Investor认证服务公司，同时也是Homeier Law PC的创始股东。他是吸引和验证合格投资者的专家。

Mirza Uddin

Mirza 是一位专注于各种早期技术的风险投资家 。他之前曾在全球最大的量化对冲基金之一Two 

Sigma工作。 在Two Sigma工作期间，他积极参与区块链初创公司的研究，并分析了该领域的数百个

投资机会。 他还曾为Index Ventures工作，这是一家全球多级风险投资公司，之前曾投资过Dropbox

和Facebook等公司。 在此之前，他在波士顿咨询集团工作，在那里他担任一家财富500强科技集团

的顾问。 他的职业生涯始于East Ventures，这是一家来自日本的著名风险投资公司，他们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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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seGo的早期投资方。Mirza 同时在担任 Perlin 的商业扩展主管和 EdenChain 的顾问。Mirza 毕业于

哈佛大学，并同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修读课程。

Gavin Knight

2013年，Gavin在BitAngels公司的投资者关系中发挥了领袖作用，为股权投资人协调场地，以及组织

投资者之间的沟通。他在加密货币领域中一直从事于客户服务、市场营销、业务发展和投资者关系。

他的建议主要集中在团队的组织模型、令牌经济和社区关系上。

Mervyn Chng

Mervyn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商学院(Nanyang Business School)，获得了银行和金融专业的学位，之后很

快就开始了管理生涯。他曾担任一家石油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收入达5000万美元，之后转行从事

加密货币业务。在他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中担任管理合伙人和CIO，他专注于基础设施和“fat 

protocols”，RChain、Zilliqa、Bluzelle、Elastos、Dragonchain、POA、Wanchain、Theta、Chainlink

等以及其它一些类似于Quantstamp、Gifto、Kyber的公司中，进行了数百万美元的投资。凭借多年的

加密货币经验，他专门帮助项目从白皮书，令牌销售结构，以及与具有顶级影响力的人物、审稿人、

基金和交易所构建联系。在业余时间，他是RChain Coop的社区合作伙伴。

Reuben Loo

Reuben是MW Partners的合伙人，该公司专注于区块链项目。通过与多元化背景下全球各地的投资者

保持密切联系 ，Reuben可以在短时间内将项目与聪明，相关的基金联系起来。他也是Loom Network

的顾问，这是一个基于以太坊的服务平台，它允许开发者运行大规模的去中心应用，以及HybridBlock

的顾问，这是一个加密货币交易生态系统，它的目标是为加密货币的使用吸引更多新用户。此前，他

还服务于一家名为Blockfolks的咨询公司，该公司在社区管理和成长服务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他在社

区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是Quantstamp, Zilliqa, Gifto, Utrust的社区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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