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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本聪在其《一种点对点的电子支付系统》中提出比特币概念以来， 

比特币——这种区块链 1.0  技术的去中心化的解决方案在全世界引来了巨大 

的反响。人们谈论着完全去监管和中心的技术可能性，并痴迷于“绝对去

中心”的愿景。然而，回归到技术本质，比特币是一条应用和底层技术高度

耦合的链，其技术扩展性无法支持众多真正想使用去中心化解决方案的 

应用场景，各类彩色币  (COlOReD COinS)  虽然做出了尝试，但都不 

具有商业意义的成功。POW  共识导致的每秒 6—7 笔交易吞吐量距离商业 

应用还很遥远。

为 此，以 太 坊 提 出了 建 设 区 块 链 公 共 基 础 设 施，俗 称“ 智 能 合 约 ” 

的愿景，希望通过建设一条公共的底层区块链并支持应用场景在其之上 

建立 DAPP 的方式，方便应用场景落地。同时又革命性地提出了智能合约 

的“代码即法律”的思想。但是，由于其技术设计的先天缺陷，目前以太坊

的性能也无法支持真实场景的落地。反而，基于 eRC20 协议的 iCO 行为 

成为以太坊上最大的应用。

另一方面，瑞波走的是一条在传统应用场景加入区块链的模式，其通过发行 

XRP ,为银行提供跨境支付和兑换服务的技术体系，相较于比特币和以太坊， 

瑞波已经成为一条传统金融机构的科技金融实现方式，但不是一个可供应

用场景落地的公有链，其应用场景也局限在跨境支付这个领域。

1.1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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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链是未来的价值共享网

1. 2   SW TC 公链的愿景和使命

在 2011 年，比特币出现方兴未时，SWTC 的创业团队就将比特币的底层 

技术“区块链”作为未来改变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新兴技术进行研究，并

在 2014 年完成了 SWTC 公链上线运行。

作为已经成功运行 5 年，运行高度到达 1279 万块（截止 2019 年 5 月）、 

性能达到 5000TPS 的可落地的商用公有链，SWTC 设计的目标和愿景是 

提供安全、真实、可信的商用区块链环境。同  时，SWTC 公链的定位同时也是一个容

纳各种数字化资产的去中心化的交易平台。

古典互联网大大提高了人们共享知识的便利性，但是在其中两个陌生的用户

如果需要共享价值，则依然必须依赖第三方进行仲裁和中介，并支付相应

的高昂成本。 

区块链第一次使得多方共同信任相同的数据源成为可能，并允许多方互相 

传递数字资产而不需要担心“双重消费”问题，大大降低了多方互信的 

成本，并进一步促进了多方之间的低成本的价值共享。其对于价值共享的

功能对应 TCP/iP 对应于知识分享的古典互联网。

 SWTC 公链信任栈

信息 信任

井通区块链
信任栈

TCP/iP 网络
协议栈

应用层 合约层

传输层 价值层

互联网层 数据层

网络访问层 网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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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链	=	分布式技术	+	通证

· 有效去中心	v S 	绝对去中心

分布式技术（包括分布式账本、分布式存储等）是区块链技术提供不可 

篡改和多方可信的技术保障，是区块链调整和改善生产力的表现。而基于

区块链技术之上的通证则是协同所有链入区块链上的自然人、机构、物体

（通过物联网和传感器）关系的媒介。这里既包括了底层公有链对于燃料

和计算资源的计价，也包括了多方参 与的经济活 动对各 个参 与方进行

激励、惩罚、贡献计量、社区建设等一系列关系的媒介。通证是区块链技术

塑造生产关系的重要途径。

因此，SWTC 公链采取了基于“有效去中心化”理念的分布式技术，同时设计 

了原生支持的 SWTC ( SYSTem WORKing TOKen ChinA ) 通证，在 

SWTC 公链上，SWTC 通证作为底层燃料和通用通证，同时 SWTC 公链 

还提供通过银关体系接入现实世界的资产并可发行多种数字资产的功能。

比特币作为第一个区块链技术的成功应用，同时也是区块链技术的创始者， 

其本身追求的“绝对去中心”一时成为区块链世界的标配。但是在真实 

应用场景中，例如金融、慈善、食品安全、交易撮合等，中心化节点提供的

服务（包括政府的监管、金融的 KYC、慈善的实名、防伪的产地证明等） 

是不可或缺的，是整个闭环中的一部分。一个绝对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只能 

服务于有限的应用场景，而更多的应用场景与区块链结合时，应用层依然

需要考虑多种与现实世界中心化机构的合作。 

SW TC  从开始就秉承“有效去中心”的哲学理念，在技术设计上保持与监管 

的合作，从而使得真实的商业应用更加便利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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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W T C 	公链社区繁荣
是公链运营的核心目标

· 成熟：S W T C 公链是已完成
开发并主网上线的成熟区块链

1.3   SW TC 公链的技术优势

SW  TC 公链对所有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创业团队和个人开放，这些都 

将是  SWTC  社区面对的中坚力量。 根据  SWTC 公链的特点，所有  基

于公链的应用都将有相同的 SWTC 钱包底层技术并在技术上原生支持

互相发送交易和通证。因此，每一个新增的应用场景、新上链的企业和新

加入的个人都将可以与现有社区的用户发生价值共享。

社区的繁荣在于通过 SWTC 公链提供便利的社区成员交互价值（通过 

SWTC 钱包）、建立规则（通过智能合约）、发行通证（通过银关体系）

以及互相  导流等可能性。繁荣的 SWTC 社区将是 SWTC 公链运营的核心

目标，并将 不断提出和优化各种措施实现这一目标。

SWTC 公链的区块链底层已经完成开发并主网上线，而不是停留在概念层面。 

技术架构部分勾勒的设计理念已经落地，并有效支撑商用底层的业务 

应用。SWTC 公链已经上线 5年，目前达到 1279 万以上区块高度。

SWTC 公链的共识机制采用了 BFT 的优化方案——RBFT，在架构设计上 

采用分层设计，支持银关体系和智能合约。10 秒的交易最终确认时间，有助

于交易的快速执行和确认，同时支持国密算法。 SWTC 公链的实验室性能

达到 5000 + TPS。

SWTC 公链区块链技术与其他主流区块链技术的对比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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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 以太坊 超级账本 瑞波/恒星 SWTC 公链

共识机制 POW POW 插件式 Consensus RBFT

多资产支持 不支持 合约方式 合约方式 原生支持 原生支持

资产交换 不支持 合约方式 合约方式 原生支持 原生支持

智能合约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系统性能 很弱 很弱 好 一般 好

节点数量 很多 较多 没有公链 一般 一般

 主流区块链底层技术功能和性能指标一览

· 珠链币合：银关钱包体系
支持通证发行

· 安全：通过分层架构有效防止
	 “D A O ”事件的发生

SWTC 公链的银关体系，支持公链上的应用在具备信用等级的情况下，自行 

发行通证。需要指出的是，所有在SWTC公链上发行的通证被 SW  TC 钱包

原生支持，同时任意两个通证之间的交换也是由 SW  TC 底层原生支持，

而不需要借助智能合约。这大大的提高了系统运行效率，是 SWTC 将区块链 

作为价值共享网设计的一个例证。

SWTC 公链的区块链信任栈通过 5 个层次：网络层、区块层、数据层、价值层 

以及合约层，实现区块链不同层次的业务场景所需要的服务。区块链的 

发展路径也是多层次的，不是一个单一的。SW TC 公链的区块链底层结构 

本身是基于分层设计思想的，且每一个层次的成熟度不一样，可以根据每个

层次的成熟情况，推出相应的区块链产品。

2016 年发生的“DAO 事件”，就是一类在技术尚未经过充分测试而过早 

承担过多商业资金从而发生灾难的案例，其原因是智能合约漏洞遭遇黑客

利用并造成巨额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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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SWTC 公链的多层架构，可以在价值层和合约层之间设置“防火墙”，

即使合约层业务逻辑有漏洞，对于大额金额依然可以依靠价值层的控制防止

损失的发生。

 SWTC 公链分层架构图

合约层
提供智能合约功能，实现复杂的商业逻辑计

算功能，并基于价值层进行实现。

数据层
基于区块链层并允许所有节点使用自己的数据库技术将信息写入 

区块。实现了大数据和区块链两种技术的融合。

区块层
不可篡改的且有时间性的区块结构所在，

以区块形式记录全部交易信息。

网络层 点对点去中心化的数据传输，建立数据传输的信任。

价值层
实现数字资产生命周期管理，实现资产的发布、交易、互联、交换、
冻结和授权功能；价值层提供了多种价值共享	APi，基于我们对 
区块链是价值物联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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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改进的	BFT 共识算法
有效提高交易确认速度

· 开放：公链提供完整的
jingTum-liB-APi 
和SDK接口

由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点，一笔交易需要区块链网络内大部分节点确认

其有效或无效才能计入区块，此过程称为不同节点的共识。比特币采用的 

POW 俗称挖矿的共识，以区块产生的高成本以及永远承认最长链的算法 

保证共识和应对分叉，其代价是一笔比特币交易至少需要六个区块共一个

小时才能获得确认，而且技术上说还不是最终确认。

由于以太坊智能合约的引入，使得共识进一步成为智能合约确认的关键技术。

由于以太坊智能合约执行采用同步方式，利用交易触发或者自动触发合约 

调用，合约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必须等待合约执行完， 

返回结果后才能继续操作，从而完成对当前区块的共识。

SWTC 公链采用改进的 BFT ——（RBFT）来进行对交易的共识，同时采用

异步调用智能合约的方式处理针对合约的共识。通过这两种技术的使用，使得

每笔交易都得到最终确认，并在10秒内完成。这是真正商用落地需求的技术

保证。

SWTC 公链提供完整的 jingTum-liB、APi 和 SDK 接口，使得第三方机构 

可以精确接入 SWTC 公链，接入后通过接口可以访问链上的“交易”记录，

也可以相应的提供各类服务。

比特币 以太坊 SWTC 公链

交易确认时间 10分钟 15秒 10秒

 区块生成时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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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架构

2



白皮书

2 .1   商用公链应具备的特征

· 可靠的性能

· 交易的最终确认

· K YC、监管与隐私保护

TPS： 为了落实商业场景的应用，区块链的 TPS 应该达到一定标准。性能指标 

一直是中心化解决方案的优势，但是区块链底层可以在不牺牲“去中心化” 

的前提下通过技术革新，提高TPS：具体涉及的技术包括分片、异步处理智

能合约、共识算法的选择等。

并发量：可用的商业场景下，应该允许多个用户同时登录和使用但不发生

性能延迟问题。

商业环境下，每笔交易的确认不能再被恶意篡改。不可篡改是区块链相对

于中心化解决方案的优势，然而在 POW 共识算法下，为了达到不可篡改

的目的，一个比特币需要经过六个区块确认才能获得最终确认，代表一个 

小时后才能确认一笔交易，这在大部分商业场景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商用

区块链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在一笔交易被共识算法接受并写入区块即完成

最终确认需要多久时间。  

尽管比特币是以“绝对去中心”的完全匿名面目出现的，但是商用环境下无论

是监管机构、项目运营方和用户都希望自己的交易处于法律和监管的保护 

之下，在此情况下，特别是在金融行业完成相应的 KYC 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另一方面，一 个成 熟 的区块 链也需要尽最大可能保护用户的隐私，避免

传统的中心化作恶，并使得用户数据本身成为用户自身可控和可变现的 

资产。商用公链的设计应该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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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生支持数字资产发行

· 具备跨链功能

我们相信数字资产将不可避免的成为区块链技术之上最具革命性的应用

场景，通证的激励和惩罚机制配合区块链分布式技术以及智能合约将可以 

重塑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因此，公链对于数字资产发行的原生支持（指 

底层支持，而非通过智能合约等方式实现）是公链必须具备的重要特性。

另一方面，通证的风险将需要通过技术和运营进行管理，如可能的信用 

质押、发行审核机制等。

基于上一条，在不同区块链平台上发行和交易的数字资产将会有需要进行

跨平台的交易和结算的需求。因此支持主要区块链底层的跨链功能将在 

不久的将来成为区块链公链底层技术的标准配置。

更进一步，一个公链类似一个基础设施，其上的不同应用场景运营方在接

入时应该可以自行选择是否与其他应用场景运营方共享其用户数据，并在

两种情况下都可以获得公链良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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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SW TC 公链的设计目标

2 .3   SW TC 公链的技术架构

SWTC 公链技术的重心是面向应用的通用区块链平台。我们希望提供一个 

稳定，方便使用的平台，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创新团队和个人用户都可以

很方便的接入，并获得区块链技术带来的红利，同时不需要了解区块链 

实现的细节。而且，企业用户有灵活的选择是否共享他们自己的用户，这样

使得每一个新的应用都带来新的客户，同时新的应用也能获得平台的巨大

的存量用户。这样构建的生态系统实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性循环。

SWTC 公链技术的一个设计目标是避免当前区块链技术的缺点。与比特币 

不同，SWTC 公链设计时已经将智能合约支持纳入考虑；与以太坊不同， 

SW TC 公链采用更加合理的分层方法，使得合约的执行和交易分开，避免了 

合约的突发问题影响到整个系统安全，同时也使得合约的实现更加灵活。

SWTC 公链技术架构如下图：

银关 用户接口

数据请求

事件驱动

数据处理 交易处理

交易账本 共识 交易缓存

交易请求 虚拟机 合约状态

合约请求

共识模块

汇兑

交换

监管

审计

发行

APi

 SWTC 公链技术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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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TC 公链的具体结构如下： 

1. 共识算法不使用 POW 这种浪费资源的方式，而是采用 RBFT 来进行

对 TX 的共识；另外，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方法实现高速的并行处理能力和

对海量用户的支持能力。

2. 我们将  SW TC 公链 进行 分层，底 层系统 称为  T X  层，负 责处 理 最

基本的 TX，在此之上增加一个合约层，负责处理合约。我们将合约的要素

（CODe，STATe，STOR Age，TR AnSACTiOn（事 物））分开，

 TRAnSACTiOn（事物）的执行下传到 SWTC 公链的 TX 层，其他部分 

的执行在合约层实现。这样使得合约的执行与产生的交易分开，使得合约 

和交易从各自的特点来匹配相应的协议，以达到最高的效率和最大的 

安全。 

3. 针对日益广泛的区块链应用对数据支持的要求，我们提供了BlhR

（BlOCK leVel hASh ReCORD —— 区块签名哈希记录）数据支持，

使得用户很方便的将数据的签名保存到区块链中。

4. 为了提高整个系统的处理能力，我们在共识节点中引入分片的办法，

使得不需要所有的节点都做完全一样的事情。而是对每个交易自动随机

选择处理此交易的节点。这样一方面有效利用了众多节点的处理能力，

同时维持足够的容错能力；另外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网络间信息流量，

提高了网络的效率。

5. 创建合约时，用户可以标识需要的合约节点个数和共识达成的条件，

一方面用户可以灵活控制付出的花费和可靠性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使得

合约层能够更加高效的处理更多的合约。通过这样的抽样，合约系统的

安全性并不会很大的降低。

6. 合约的执行速度和 TX 层的 leDgeR ClOSe（分类帐锁）的速度去

耦合。合约节点的共识状态转换由各自节点迅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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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数 据 处 理

区块链的一个重要特性是不可篡改性。由于各个区块通过历史相关性

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链，使得数据一旦记录，就不能被篡改。对数据

的直接修改都将导致之后的区块无效化。所以这个特性被广泛的应用

在数据的防伪，标识等方面。

对 这个 特 性 的应 用 的 通常做 法 是将 一 些 信息保 存 在 交易的（me TA-

DATA -元 数 据）部分，这 样当交 易被 执 行 并计入区块 链 后，所 包含 的

（meTADATA-元数据）也永久的记录在区块链中。但是这样做有几个

缺点： 

1. 执行需要交易来实现，一方面需要发送一定的交易数额，另一方面

需要对交易进行签名，这样使得对数据的记录必须对应于某个用户账户

或者钱包，并且需要访问相应的私钥信息。

2. 保存的宏信息分散在单个交易当中，对该信息的查询必须遍历每个交易。

3. 数据的保存必须通过交易的确认来实现正确写入。

针对于此，SWTC 公链系统提供了 BlhR（BlOCK leVel hASh Re-

CORD）支持。用户可以直接递交需要保存的信息到区块中。每个区块

有单独的位置来保存所受到的信息请求。如果用户的信息具有历史相关

性，用户需要自己提供这个相关性的描述，区块不需要理解用户的应用

逻辑，只是忠实地记录用户的发出的存储请求。每次区块关闭的时候，

系统自动将所有的 BlhR 信息记录到区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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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RBF T共识算法

传统的交易过程依赖第三方机构提供的信任和加密签名。在分布式系统

中，不存在这种信任，因为网络中的任何和所有成员的身份存在处于互相

间的未知状态。理想的分布式系统中，共识机制被 CAP 定理所约束。

根据 CAP 定理，一个分布式系统中，COnSiSTenCY (一致性)、AVAilA-

BiliTY (可用性)、PARTiTiOn TOleRAnCe (分区容错性)，三者不可得兼。 

因此，如何根据所需解决的应用，选择合适的共识方式，对整个系统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数据的一致性具体通过共识来实现。共识给所有

的计算机节点指定了统一的规则。但是各个节点的拜占庭行为，对这个 

规则的执行比率决定了整个系统是否能够达到数据的一致性。通常的共识 

方式包括 POW，PBFT，POS 等。

· PrOOF OF WOrK
（工作量证明）

· PrOOF OF STAKe
（持有量证明）

比特币和类比特币都是用挖矿的办法来保证各个节点选取同一个区块链。

具体做法是让每个区块的生成都很昂贵，同时协议保证所有节点同意选取 

最长链，即使由于各种原因区块链有分叉的情况下，系统仍然能够很快收敛

到最长的分支，短的分叉很快就背抛弃掉。长期来看，总的区块链还是

唯一的。

针对 POW 的高耗能等其他确定，PROOF OF STAKe 作为一个替代的 

解决方案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PeeRCOin 是最早采用 POS 的加密货币。 

原理就是每个节点通过持有的系统股份的比例进行对系统中的交易进行

验证。因为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方，理性的参与者都会维护系统的正常 

运行。具体的实现方面各个方案有许多细节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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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FT
（可实现的拜占庭容错）

· SWTC 公链共识算法
—— rBFT（随机拜占庭容错）

采用多个节点共识的方法保证每个区块都是大家投票表决过的。数学上是 

解决拜占庭将军的问题。理论上能保证系统中 1/3 的容错率。

SWTC 公链技术采用自有知识产权的随机 BFT 共识算法。

PBFT 的这个机制下有一个叫 VieW 的概念，在一个 VieW 里，一个节点 

（RePliCA）会是主节点（PRimARY），其余的节点都叫备份节点（BACK-

uPS）。主节点负责将来自客户端的请求给排好序，然后按序发送给备份 

节点们。PBFT 的这个主节点拥有比其它节点更加大的权利，如果它出现 

问题，会导致系统中比较大的延迟。在 RBFT 中，对这一点进行了改进， 

参考了 RAFT 中选举的机制，采用投票表决方式，无需抢夺记账权，保证 

各个节点权益的公平性。

受制于现实中商用所处环境，客观的物理环境与主观的商用意愿与目标等 

因素约束：SWTC  公链引用外场先期评估（身份识别模块，监管沙盒模块） 

和网络实时监控（风险概率模型评估），理论上能保证系统中 1/25 的容错率。

 SWTC 公链共识性能示意图

速度

节点数量

SWTC 公链共识

<20个节点

XFT
Parallel BFT

Optimistic BFT

Hybird BFT

randomized BFT

Bitcoin-ng blockDAg

gHOST-POW

标准POW 比特币

以太坊
stellar

iBm Fabric

<100笔 秒

>10000笔 秒

标准BFT

>1000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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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识节点
SWTC 公链的共识采用 RAnDOmizeD BFT 的方式。但是在选择验证节点 

的方式上，SWTC 公链采用 POA (PROOF OF APPliCATiOn) 的方 式 。 

SWTC 公链的核心有若干个验证节点维持系统的基本验证网络。SWTC 公链 

的验证网络对每一个接入 SWTC 公链的应用开放。接入 SWTC 公链的

应用是指以  SWTC 公链为平台的针对某些用户的应用程序。这些应用 

可以通过  SWTC 公链提供的 APi 直接接入 SWTC 公链的公有区块链。这些 

应用可以起到一个验证节点的作用。

这样的节点可以实现两个功能:

1.  参与 SWTC  公链网络的公共节点验证，实现应用接入 SWTC 公链网络。 

 如果应用本身采用私链模式，这个节点同时起到了从用户私有链上发行 

 的通证到 SWTC 公链的转化功能。

2. 如果应用只是仅仅使用 APi 访问所需的区块链功能，则并不需要部署 

 一个单独的验证节点。

在用户私有链和 SWTC 公链相连的情况下，通常还需要银关来实现私有链 

发行的通证的发行和兑换。

2 .6   银 关和用户通

SWTC公链支持除原生的基础燃料SWTC外，还有用户通。用户通可以看成是

一种自定义的数字资产的表征符号。用户通的发行由有资格的第三方发起，但

是必须通过SWTC公链的合规性和风险评估。之后才能获得在SWTC公链上

面发行用户通的资格。用户通的发行通过银关实现。发行方对用户通的承兑负

责。一旦用户通发行完成，其可以象SWTC一样，在系统里面进行自由支付，流

通，交易，不需要发行方的干预。但是用户通的兑换必须由银关实现。

SWTC 公链银关是实现第三方的资产在 SWTC 公链网络中的接口。第三方的

资产通过银关进入 SWTC 公链网络，并发行相应的用户通。如果用户通需要 

兑现，则也必须通过银关来获得资产。

· 对数字资产发行和交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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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介
应用层

会员钱包

会员账户

银关

线上资产

企业用户 个人用户 其他用户

线下资产

银关

 SWTC 公链共识性能示意图

 资产发行示意图

· 对	K YC 和交易匿名的支持
银 关 体系的另一 个 作用，是 在 应 用场景 运营 方和  SW TC 区块 链 底 层 

之间提供屏障功能，运营方可以选择是否需要与其他应用共享客户信息。因此，

整体技术架构下，运营方将完成用户 KYC 工作，并将其与 SWTC 公链上的

一个个 SWTC 钱包公钥地址映射，其映射关系保存在应用层。

对于用户来说，在这种架构下其用户隐私依然在区块链层匿名并获得保护。 

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匿名交易。但是当监管和法律需要的时候，通过 

银关监管功能可以就包括反洗钱和其他金融在内的场景和法律规定的场景

进行核查。

1. 通过资质审核
Know Your Customer

完整的客户信息

SWTC 钱包秘钥 
匿名性，唯一性

3. 通过交易更新 
会员钱包余额

2.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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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智能合 约

由于以太坊智能合约的引入，使得“共识过程中由智能合约确认”的成为 

区块链关键技术。

由于以太坊智能合约执行采用同步方式，利用交易触发或者自动触发合约

调用，合约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必须等待合约执行完，

返回结果后才能继续操作，从而完成对当前区块的共识。

不同于，以太坊智能合约执行方式，SWTC 公链的智能合约执行上采用了 

分层、异步调用和快速执行三种机制，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智能合约执行下

共识算法的效率从而保证 SWTC 公链的商用可行性。

· 智能合约和分层
SWTC 公链合约系统实现过程： 

1. 我们采用 TX 驱动的做法，合约的创建，合约功能的调用，都由  TX  发起， 

 如果执行的过程中需要修改用户的余额，则会发起交易并发到下层的 

 TX，所有这些交易都将在 TX 执行验证并记录在底层的区块链中;

2. TX 层的交易不受合约的影响 ;

3. TX 层的跟合约相关的交易以单独的 TX 方式保存合约的代码和状态， 

 合约的具体状态对应于对合约相关功能的程序调用过程及参数值，TX 层 

 的状态 hASh 保证信息的一致性。 

4. 合约层的执行由多个合约节点（COnTRACT VAliDATOR-合约验证） 

 执行，以确定性的方式分别执行并进行共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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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合约的异步调用
现有的智能合约的执行采用同步方式，利用交易触发或者自动触发合约 

调用，合约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必须等待合约执行完，

返回结果后才能继续操作，从而完成对当前区块的共识。 

这样的智能合约执行方式具有以下缺陷： 

1. 合约执行的速度严重影响区块生成的时间： 

 因为区块共识依赖于合约执行的结果，每个节点必须对合约的结果的 

 一致性达成共识，因此，合约的执行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区块后续操 

 作，导致区块生成时间的延迟。 

2. 合约执行的速度严重影响区块链能够支持的合约执行并发量： 

 在区块链生成的频率通常大致固定的情况下，在同样的时间段内，一个 

 合约执行的快慢，将直接影响到同区块其他合约的执行，极端情况下， 

 一个恶意的合约可能导致系统无法处理其他的合约，导致处理的合约 

 并发量大大降低。

3. 合约执行过程中的容错能力受限： 

 由于采用同步执行的方式，合约执行过程中，针对各种错误情况的处理 

5. 每个合约节点采用组合（Vm 虚拟机）执行代码 

6. 合约节点保存合约执行的 STORAge 

在这样的分层设计下，我们进一步优化了 SWTC 公链系统，使得合约的 

调用采用异步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实现合约的快速调用和返回，同时 

支持用户选择分片的方式来执行智能合约过程，不需要所有的节点都做 

同样的事情，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数据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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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全面考虑，并且实现对各种“具备时间敏感的操作”的快速处理， 

 比如需要对各种操作的超时情况作相应的处理。 

一些现有的解决方案，如以太坊采用 gAS 的方式，对每个合约进行运算量

的估算，并且利用一个系统总 gAS 量来控制当前区块能支持的总运算量，

来保证共识的按时完成。但是系统能支持的合约总数受到这个总量 gAS 的 

限制，如果合 约的代码越 来越复 杂，整 个系统能支 持的合 约数就越 来 

越少；另外，以太坊共识时间有限，gAS 的最高值并不能大幅增加。 

针对现有智能合约执行技术存在的问题，SWTC 公链提供一种跨区块异 

步调用合约系统，该系统的区块共识不依赖于前一合约执行结果，可提高 

合约执行的并发量以及区块能支持的合约数量，提高系统容错能力。 

SWTC 公链的异步调用合约系统，包括以下单元： 

1. 分布式系统验证单元：包括一个或多个服务节点以及若干个验证节点，  

 用于接收用户递交的交易请求集合 {TX}，包括合约调用请求 TX 和支付 

 请求TX； 

2. 分布式合约执行单元：位于本地或远端的分布式系统验证单元，与分布式 

 系统验证单元之间通过预定义协议进行通讯，用以获取合约执行所需 

 信息，并在合约执行完毕后，将结果返回至验证节点； 

3. 合约执行缓存单元：包括用于接收来自验证节点的合约调用请求，发送 

 合约调用请求至分布式合约执行单元，接收合约执行结果，返回当前合约 

 执行状态至验证节点，以实现合约的异步调用； 

该系统实现方法如下：

1. 服务节点接收用户递交的交易请求 TX，每个验证节点收集上述 TX 并 

 汇集成交易请求集合 {TX}i； 

2. {TX}i 中包含的合约调用请求发送至合约执行缓存单元，合约执行缓存 

 单元在收到上述请求后立即返回当前合约执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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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所有验证节点收到 {TX}i 后，{TX}i 在所有验证节点完成共识，区块 i 生成，

验证节点对共识后的 {TX}i 进行验证，验证后的状态写入区块 i ；同时

每个验证节点创建一个查询合约 TXq，并将其加入到区块 （i+K） 的交易

请求集合 {TX}（i+K） 中；

4. 在进行 1~2 时，合约执行缓存单元采用异步调用的方式将合约调用请求

发送至分布式合约执行单元，于后台执行合约，执行完毕后，合约执行

缓存单元获得合约执行的最后结果，等待处理；

5. 区块 （i+K） 处理周期开始，{TX}（i+K） 中包含的合约调用请求发送至合约

执行缓存单元，合约执行缓存单元立即返回当前合约执行状态，同时，

验证节点从查询合约 TXq 中提取出合约相关信息，并向合约执行缓存

单元发出查询请求，合约执行缓存单元向验证节点返回区块i的合约调

用请求的执行结果，并更新查询合约 TXq；

6. 在所有验证节点收到  {TX}（i+K） 后，更新后的查询合约 TXq 和 {TX}（i+K）

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集合，在所有验证节点完成共识，区块（i+K）

生成，验证节点对共识过的TX进行验证，验证后的状态写入区块（i+K）。

SWTC 公链的区块链系统以异步调用作为后台核心技术，与现有智能合约 

执行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1. 隔绝了合约执行和系统共识单元，合约的执行可以在远端，使得合约的

执行不再占有系统共识的资源；

2. 合约执行单元和系统共识单元的去耦合，使得合约执行模块和共识模块

相对独立，支持热插拔；

3. 在共识验证单元和合约执行单元之间设立合约执行缓存单元，在整个

合约执行过程中创造性地采用了异步调用执行方式，使得合约的调用和

执行结果在跨区（区块i和区块（i+K））之间分别实现，同时又能保证各个

验证节点之间完成共识；该种合约异步调用执行模式提高了合约执行的

— 25 —



白皮书

并发量，共识的过程无需要等待合约的执行结果，大大提高了区块能支持 

的合约数量。

4. 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容错能力，一方面系统可以设置合适的超时处理机制

来处理合约延时的情况，另一方面，用户可以在合约调用中配置合适的

 K 值来保证长时执行的合约得到正确处理。

 智能合约的异步调用

区块1

合约执行
缓存单元

分布式	
合约执行

单元
区块2

TX

TX

下一区块

共识完成
生成区块

查询结果

获得结果

直接返回

添加查询 TX

TX 触发合约

共识完成
生成区块

· 基于智能合约的快速交易
现有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交易方式因区块链共识方式、区块的生成时

间、区块的大小而受到很大的限制。基于区块链的交易速度一般都在秒

级、甚至分钟级以上，此外，还存在如下缺陷：

1. 交易请求在分布式系统中的传播过程存在延迟，从某个发起节点到

信息传播至其他所有节点之间存在信息延迟；

2. 共识过程存在时间延迟：数据的更新必须在共识完成后才能写入账本中，

这种写入是间歇性的，每个验 证 周期更新一次，用户对数据更新的

请求必须在更新周期之后才能得到响应并返回；

— 26 —



白皮书

3. 现有的基于智能合约的交易不仅受到以上两点的影响，还受到合约执行

延迟的影响。

一些现有的解决方案，如闪电网络、比特币网络采用通道的办法来加快对

交易请求的处理，但上述方案的协议或者比较复杂，或者采用了非拜占庭

容错的方式，限制了其更广泛的应用。

SWTC 公链实现了一种基于区块链合约的快速交易系统。在异步调用合约 

的基础上，对合约节点分成两种：普通合约节点和快速交易合约节点。 

普通交易合约节点与验证节点之间通过预定义协议进行通讯，获取合约 

执行所需信息，合约执行完毕后，将结果返回至验证节点；快速交易合约 

节点执行快速交易请求并将执行结果返回至合约接入服务器。 

快速调用的具体实现方法如下： 

1. 快速交易初始化：两个或多个需实现快速交易的用户之间达成一致

并创建一个合约，发起一个快速交易初始化请求 TX，合约接入服务器经

服务节点将该 TX 发送至验证节点形成交易集，验证节点对该交易集

进行共识；完成共识后，验证节点将该交易集发送给所有合约节点，依据

预定义协议通过分布式随机算法在其中随机且确定性地选取一个快速

交易合约节点；

2. 快速交易实现：用户发起快速交易执行请求，合约接入服务器经服务

节点将该请求发送至快速交易合约节点，于该节点执行交易请求，直接

返回快速交易结果至合约接入服务器，同时该服务器记录交易状态，并

保存自上一次确认后的所有快速交易历史；该快速交易合约节点的交易

执行方式可以通过非对称加密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例如对称加密方式）

运行，使得合约/交易的执行是保密的，仅对用户和当前合约节点可见。

用户可通过合约接入服务器查询交易的历史记录；

3. 快速交易历史的分布式确认：用户可在各方签名验证的情况下，对未确认

的交易主动周期（比如10分钟、1天、1周）或非周期性发起确认交易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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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TX，也可以根据实现定义的合约定时对发起确认交易请求 TX；发起 

的确认交易请求与上述未确认的交易历史合并，产生一个自上次确认 

后到当前状态的变换交易；合约接入服务器经服务节点将该变换交易 

发送至验证节点，验证节点对交易集进行共识，再将其发送至所有合约 

节点进行合约执行，合约执行结果经验证节点验证并确认，与其他交易 

信息（普通交易或普通合约执行信息）一起写入区块链，同时该合约执行 

结果返回给客户，通过共识节点对历史交易记录进行确认，从而实现交易 

确认的拜占庭容错。

当用户重复步骤 2，选取下一个快速交易合约节点后，原来的快速交易合约 

节点的交易历史将被清空。 

这样，SWTC 公链系统分为独立的合约层和底层共识层，快速交易对合约层 

发起调用，在合约层实现快速交易，其快速执行结果周期性或非周期性 

返回底层共识层进行验证确认并写入区块链，使得交易的执行不受区块 

关闭的时间和区块大小的影响，也不受分布式网络传递的影响，同时具备

分布式区块链固有的优点，克服了现有区块链交易方式在交易传播、共识

过程以及和合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延迟现象，以接近实时的方式实现对

交易的快速支持，维持了交易系统的拜占庭容错性，可实现对交易细节的

隐藏和加密，同时保持了分布式系统的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合约节点 合约节点 合约节点

用户请求

合约接入服务器

1. 发起请求

3. 执行合约

验证节点

区块链

验证节点 验证节点

4. 验证并
写入区块链

2. 共识

 快速交易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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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节点

快速交易合约节点 快速交易合约节点 快速交易合约节点

合约节点

合约节点

合约节点

合约节点

合约节点

用户请求

用户请求

用户请求

合约接入服务器

合约接入服务器

合约接入服务器

1. 发起请求

1. 交易请求

3. 构建确认交易请求

1. 请求

3. 随机选择
执行合约节点

5. 获得被选中合约节点

交易状态

交易状态

2. 获得自上次确认以来的
状态变化

验证节点

验证节点

验证节点

区块链

区块链

区块链

验证节点

验证节点

验证节点

验证节点

验证节点

验证节点

4. 验证并
写入区块链

6. 验证并
写入区块链

5. 执行确认交易

2. 共识

2. 返回交易结果

4. 共识

 快速交易实现

 快速交易历史的分布式确认 1

 快速交易历史的分布式确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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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分片调用技术

2 .9   跨 链技术

基于智能合约的快速交易可以看成是一个分片技术的特例。从更通用的 

概念讲，对智能合约执行节点的选择性执行，就是一个分片技术的实现。 

除以上所描述的快速交易外，如果多个智能合约节点之间通过预定义的 

协议 （BFT） 来实现之间的信息同步，那么他们之间就实现了一个 BFT 的 

共识。当然，采用这样的共识之后，对智能合约的处理效率会降低，但比 

传统的全部节点同时处理一个合约的情况，仍然大大提高了。

本节将介绍 SWTC 区块链与 eTheReum 协作的细节，它们是怎样实现

来自这些区块链的代币之间的原子交换。

假设在 SWTC 网络中，有个用户下单要用 SWTC 公链上的通证 j 交换 

eTheReum 的通证代币 T，价格、数量和收件人地址的指定格式，ORDeR: 

j->T, P, V, T2 。

此请求经适当授权提交给智能合约 SC1，并且因此提交到订单簿。

eTheReum 中的某用户想要卖出通证 T 来获得SWTC网络的通证 j， 

参数如下, ORDeR: T->j, P, V, j2。

该订单提交部署到 eTheReum，智能合约 SC2，带有适当的授权。

SWTC 公链的异步合约服务器可以有连接到  eTheReum  公共链的可插拔 

存根，这些服务器将使用优化共识算法形成一个共识子链，这些合约服务

器将监视 eTheReum 的活动并将订单添加到订单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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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TC 公链系统中的验证节点将找到匹配的事务（T < - > j）。它会生成

一个提案{（j1-> jS，inT（jS-> j2），（T1-> TS，inT（TS-> T2）），jS 是

SC2 的地址，TS 是SC1 的地址。inT（）是有待执行的意图事务。

j1> jS  将在 SWTC 公链网络中成交，T1->TS 将在 eTheReum 网络成交。

子链将确保这两个交易发生过并且可以验证，这可以通过异步调用的性质

完成。而通常需要等待块确认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用户可以自己定义。

每个合约都要等待确保两边的交易都完成了，然后每个都将完成 TS->T2  

或 jS->j2 交易，这是以确定性的方式完成的。同时，无论出于任何原因， 

如果系统无法撮合交易，则合约会给原用户退款。

图示如下：

 跨链示意图（SWTC/eTheReum）

部署的智能合约

异步

共识子链

可插入式 
以太坊接口

调用

合约服务器节点

底层共识节点

异步 异步 异步

Ethereum

SWTC

Order: t->j, p, v, j2

Order: j->T, p, v,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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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主要性能 指标

通过使用以上技术，SWTC 公链的技术性能能够达到以下指标：

· 5000+的 TPS（每秒并发量-实验室测试）

· 400 万并发用户

· 平时 10 秒一个区块，极限状态可以做到秒级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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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SW TC 公链与子链

随着区块链技术逐步被社会接受，并开始成为社会治理、企业内部管理、

企业联盟间信息共享和价值共享等场景的技术实现方式，不同类型的区块链

形态也随之出现。除了公链（PuBliC ChAin），类似联盟链和私有链也会

有各自的应用场景。

联盟链适合大型企业节点间涉及保密的数据交互和大量价值交换的场景，

私有链适合跨国跨地区企业内部不同节点间共享信息和内部激励的情景。

类比互联网发展经验，联盟链和私有链类似局域网和内部网，在某种程度

上依然会有与公链（类似英特网）交互信息的可能。

使用 SWTC 的技术架构可以方便的满足联盟链和私有链的搭建申请，同时

SWTC 将作为其联盟链和私有链内部的底层原生燃料币和跨链服务结算 

单位。通过银关技术和其他跨链技术手段，SWTC 公链和不同组织的联盟链、

行业链、特殊应用场景链、私有链都可以在技术上完成链接。此时，在逻辑

上可以将接入的链视为 SWTC 公链的子链，在技术上同质，可以轻松完成 

信息交互和价值共享（通过 SWTC 作为中介），逻辑上子链拥有较大自主权， 

可以决定链上的准入方式，可以自行基于 SWTC 钱包和银关技术发行用户通。

 SWTC 公链生态关系图

用户 APP 用户 APP

用户 APP

SWTC APP SWTC APP

API API

私有链联盟链
SWTC 公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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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W T C 	基金会治理结构

3 . 2   SW TC 基金会

SWTC 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是服务于 SWTC 区块链生态的全球性 

非 营 利 组 织 。基金 会 致 力于  SW TC  区 块 链 生 态 的 开发 建 设 和 治 理 

透明度倡导及推进工作，促进 SWTC 区块链生态社会的安全和谐发展。 

SWTC 基金会代表全体  SWTC  持有者管理社区，以繁荣社区为核心使命。 

SWTC 基金会包括决策委员会、行动委员会以及下属各工作小组。

联盟链、行业链、特殊应用场景的子链等都使用 SWTC 技术并接入 SWTC

公链后，将组成一个更大的生态体系。生态体系中，不同子链之间、子链和

SWTC 公链之间都可以进行信息交互和价值传递。SWTC 公链将提供跨链 

的交易撮合、确认和结算，而 SWTC 将成为所有生态中共同接受的结算单位，

承担社区内的价值转换、存储、交易等功能

SWTC 基金会治理架构包含了针对日常工作和特殊情况的操作流程和规则。

 SWTC 基金会组织架构图

决策 
委员会

秘书长

顾问周沙

行动委员会

副秘书长

技术研发 待增 市场公关外部生态协作产品社区

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 秘书团助理小组

人事财务行政秘书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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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委员会：

决策委员会职能包括聘请和解聘秘书长以及各职能委员会负责人、制定 

重要决策、召开紧急会议等，决策会员会成员任期为两年。

决策委员会任期满后由社区根据所持有的 SWTC 数量和币龄计算权重进行 

投票选出 50 名社区代表再投票，选出 7 位决策委员会的核心人员，被选出 

的核心人员将代表 SWTC 社区做重要和紧急决策，并需要在任职期间接受

信用调查并公开薪酬情况。

· 行动委员会：

决策委员会下设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包括秘书长、副秘书长、秘书长

助理和秘书团助理小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由决策委员会选举产生，负责 

SWTC 社区的日常运营管理、下属委员会的工作协调、主持决策委员会会议等， 

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定期向决策委员会汇报工作进展。

· 产品社区委员会：

产品委员会负责社区整体的设计规划，以及引入相关的合作伙伴等。

· 技术委员会：

技术委员会由核心开发人员组成，负责底层技术开发和审核、产品开发和

审核等。此外技术委员会每周召开项目追踪会议，沟通需求和项目进展。

技术委员会成员需要了解社区动态和热点，在社区中与 SWTC 持有者进行

沟通，并且不定期举办技术交流会。

· 外部生态协作委员会：

外部生态协作委员会负责产品社区的推广和商务合作等。

· 财务人事行政管理委员会：

财务人事行政管理委员会负责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审核、开发人员薪酬

管理、日常运营费用支出和审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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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公关委员会：

市场和公关委员会的目标是为社区服务，负责 SWTC 产品和服务的推广、

开源项目的推广和宣传等。委员会负责所有社区公告的发布和媒体的合作

事宜。

· SWTC 基金会的风险评估
及决策机制

SWTC 基金会为制定和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和制度，要求每年就区块链项目 

可持续性进行安全评估，评估内容包括项目质量、项目进度、项目应用， 

例如智能合约和简单合约应用、威胁识别分析，管控措施评估分析，风险界

定、处置等阶段。

基金会将根据事件特性，例如事件影响程度、影响范围、影响代币量和 

发生的概率进行分级，按照优先级进行决策，对于优先级高的事件，尽快

组织基金会相关委员会进行决策。事件类型主要分为管理类事务和技术类

事务。

对于基金会普通管理类事务，由基金会成员进行会议商讨，最终由财务及

人事行政管理委员会和决策委员会共同决定。

对于  SWTC 社区的技术问题和筹集资金的使用问题，由决策委员会和行动 

委员会商议决定，决策委员会具有决定权，行动委员会意见将作为参考。

对于紧急事件（例如影响整个社区的事件、软件安全、系统升级等）的 

决策，由技术委员会审核后经由秘书长提交至决策委员会，决策委员会 

通 过 投 票表 决，采 取特 权机制落实到社区中。基金 会将通 过 投 票 机制 

避免分歧的产生，若产生分歧，将根据成员所持有的SWTC数量和币龄计算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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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TC 公链应用上链对接

· SWTC 基金会信息发布渠道

COnTACT@SWTC.TOP 

WWW.SWTC.TOP 

3 .3   SW TC 开发者社区

3 .4   SW TC 公链 跨 链技术的实现 — 井畅

SWTC 公链秉承开放态度，将逐步开源，并鼓励优秀的技术开发者开发相关 

的应用。SW TC 开发者社区欢迎所有对区块链技术有兴趣的技术爱好者 

参加开发者社区并作出贡献和获得激励。

作为 SWTC 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井畅基于SWTC公链底层开发了 

数字资产去中心化跨链交换技术，并将此作为SWTC公链跨链技术的实现

方式。

井畅的跨链技术目前阶段解决方案是基于 SWTC 公链实现的，将所有其他 

区块 链 底 层体系的通证（代币）通 过 智能合 约自动监测并自动映 射到

SWTC 公链上，由于  SWTC  链上特有的订单簿功能，相较于其他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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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链下挂单，链上交易。井畅的跨链技术可保证用户挂单、匹配、交易

在链上直接完成。井畅的跨链交换技术具有以下四大优点：

1. 安全：平台不接触、不保存用户密钥。用户的钱包密钥只有用户自己 

 保存，平台不会接触到，也无法保存，这样，平台无法动用用户通证（代币）， 

 而且即使交易平台受到攻击，因为用户的通证（代币）资产都在区块链 

 上，攻击方无法获取到用户的密钥，所以始终安全；

2. 可信：由于用户的挂单交易完全在链 上 点 对点 进行，所有的行为在 

 区块链网络实况都可以查询，真实可信；可以避免传统的中心化机制的 

 交易平台，潜在的用虚假交易来操控价格的风险。

3. 共享：共享市场深度，共享市场流量。由于所有用户的挂单，匹配，交易 

 都在 SWTC 公链上进行，所有使用井畅跨链技术进行交易的用户（包括不同 

 交易平台）都可以共享整个链上交易的市场深度以及流量。

4. 智能：实现多交易所，多通证，多方自动撮合交易。

举例：

挂单 1VCC 以 50uST 的价格卖出；现有的 A 交易所  VCC/uST 交易中 

没有合适的价格；系统会自动撮合链上的交易对，自动完成符合交易

条件的两笔交易（即交易价格按当前可成交的最高价格卖出。）：

A. 在 A 交易所 1VCC 卖出获得 10000SWTC；

B. 在 B 交易所 10000SWTC 卖出获得 55uST；

C. 最后原始的挂单成交价格为 1VCC 卖出获得 55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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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针对以前的去中心化交易所交易效率低下的问题，井畅技术基于

SWTC 公链可以提供不低于 2000TPS 的处理速度，完全可以满足用户 

畅快的交易体验，且所有交易过程在链上不可篡改，真正做到安全、公平、

公正、透明。欢迎企业与我们合作，为用户提供安全、公正、公平的交换 

环境，共同推动数字资产价值互联技术的普及应用。

 去中心化交易所撮合交易示意图

1VCC -> 10000 SWT 10000 SWT -> 55 uST

1VCC 55uST

先 VCC 换成 SWT

A 交易所 B 交易所

再 SWT 换成 VCC

委托挂单1VCC -> 50 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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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SW TC 发行 规模

SWTC 作为 SWTC 公链的原生数字通证（“gAS”燃料币），发行总量固定

为 6000 亿个，具体流通数量根据 SWTC 公链生态应用和交易需求逐步 

释放，目前流通量约为 1056 亿（105,620,057,001）个，其余的 SWTC 目前 

处于锁定状态，并只会遵循锁定释放流程进行释放。

其中 494,379,942,999 个 SWTC 作为企业上链，应用上链的储备燃料，

为未来用户（个人，企业甚至物联网等）增长、社区运维等各种生态繁荣提

供物质条件。目前储备燃料 TOKen 状态储藏在三个冷钱包地址内。

SWTC 基金会一直秉持促进公链生态繁荣以及促进企业应用和个人上链的

态度，提供可靠的服务和合适的流动性来支持数字资产的接入和交易。在

未来 SWTC 燃料 TOKen 的继续释放上，SWTC 基金会将按照实际需要，

经过社区共识，逐渐公开释放：

1. 支持企业上链，应用上链和个人上链，承诺以合适的方式提供必要合适 

 和充足的流动性支持上链业务。

2. 基金会对 SWTC 的释放继续秉持和加强公开、透明和社区共享的原则。

3. 在未来合适的时候，以上冷钱包释放 SWTC 将根据业界普遍惯例和 

 做法，制定基于智能合约的线性释放和锁定机制。

钱包余额可以通过 hTTP://STATe.jingTum.COm 进行查询。

钱包编号 比特币 以太坊

1 jhASYWzTR3zWgAhmP7AY6VW22FFj46RSnh  240,000,001,000

2 jABT6RzPAWhWqj8BlWmuleqnhWzAhjP7An    135,000,000,999

3 jmiW4jTnX6RR54RX4Oz7eVRgVCjVSFDX5i     119,379,941,000

 储备 gAS 公示地址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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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SW TC  应用场景

SWTC 公链作为区块链底层，原生的 SWTC 通证作为公链上操作消耗的 

gAS 进行设计，用户通过 SWTC 公链进行交易时将消耗极少量的 SWTC， 

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网络上的灰尘攻击。 

此外，通过 SWTC 应用场景的深入和社区的繁荣，SWTC 的应用场景将不断

扩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 增值服务

通过 SWTC 公链提供各类服务都可以通过收取 SWTC 的方式获得收益； 

 · 激励手段

SWTC 公链上的应用场景和运营项目都可以通过提供 SWTC 激励来调动

社区资源获得相应的服务； 

 · 信用质押

SWTC 公链上发生的各类交易行为中，可以使用 SWTC 作为一种信用质押 

手段，通过业务逻辑设计保证参与多方违约失信将获得质押惩罚，从而 

促进 SWTC 公链社区成为良币驱逐劣币的可信环境；

 · 跨链跨通证计价单位

作为 SWTC 公链上多个子链或者多个不同应用场景下的不同通证之间的 

沟通等价物，当不同子链、不同应用场景之间发生价值交换时，SWTC 可以 

在后台提供结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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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底望天

陈小虎

原名周沙，硅谷最早的科技金融投资者，前沿科技学家，密码数字货币领域

的顶级领军人物。硅谷风投精准资本创始人；1996年投身硅谷高科技行业， 

先后在惠普、AlTeROn、neTSCReen 和 juniPeR 工作并创立一系列 

高科技企业；2012 年开始创办财经周报，在国际科技财经领域拥有 20 万 

国际科技圈资深社区粉丝。

硅谷知名的人工智能+区块链研究专家。浙江大学学士学位，加州大学河滨

分校硕士。硅谷某 3D 扫描仪公司联合创始人，精通互联网软硬件及算法， 

SWTC 公链哲学思想的主要倡导者，有效去中心化理论研究的先行者。

从 2002 至 2003 年，理光公司数码相机分部软件工程师，设计和实现面向

多用户及跨平台的图像分析处理、自动上传及转发系统。设计和实现超媒体

信息自动处理和地理信息自动生成系统。 

从 2003 至 2015 年，neXTengine 技术主管，公司的创始成员，历经公司的

多次变迁，再创业。技术积累跨越软件设计、架构、算法实现，系统内核，

网络安全，数据库，嵌入式系统，移动开发等多方面。 

从  2012  年起参与比特币  1T ASiC  矿机的研发，以及矿池软件的开发和管理。 

2013 年起转入区块链底层技术的研究开发。2015 年全职任井创美国 CeO。

2017 年，在硅谷高科技圈首次提出“区块链技术是Ai生命体演化的关键一步”，

在硅谷科技创业圈引起较大影响。

SWTC基金会主席 

井通科技CeO  

SWTC公链创始人

首席科学家

— 45—



白皮书

杨歆 乐

杨建 新

2005 年 8 月至 2010 年 6 月，美国科罗拉多imTT资深程序员/研究科学家 。 

2010 年 6 月至 2012 年 5 月，沃尔玛公司程序分析师。2013 年 10 月至2017 年 

1 月耐克公司技术领头人及资深 WeB 开发员。

从 2012 年起接触区块链技术。率先提出松耦和的分层分流概念，以大幅提高 

区块链系统效率。实现区块链上每秒5千次交易的高性能。拥有多项区块链

相关专利正在申请中。

2015 年 4 月至今（先兼职后全职），井通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架构师，负责 

井通项目核心技术设计及开发；负责搭建大数据系统；负责 SWTC 公链底层 

区块链技术研发。全面掌握区块链前沿核心技术及应用。

全面负责区块链防伪通的项目。

清华大学计算机硕士，国内最早的区块链开发专家之一,国内智能合约最早

落地的先驱者，SWTC 公链底层平台国内负责人。

主导了国内第一条商业公有链的开发，编制APi、SDK等相关标准接口； 

开发了区块链企业级钱包、供应链金融等项目；

2015 年开始，参与研制和设计 SWTC 公链底层技术，主要工作是协调国内

和国外，参与SWTC公链和联盟链私有链系统项目功能的实现，以及参与

其他来自硅谷的应用项目；

参与中国第一家世界 500 强国有上市企业的内部区块链落地项目研发， 

主要有企业福利汇项目，B 端企业级钱包，供应链金融，国家电网核心业务

可信身份认证方案等。

首席架构师

技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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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底开发了区块链行业首个去中心化支付工具币加加。

负责和参与融资通、井通 APP 等应用项目设计和实现，编制 SWTC 公链 

APi 以及 SDK 等相关标准，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为区块链技术与区块链

行业落地应用;

负责和参与井通资产数据化交易平台的设计以及实现;

同时培训和辅导国内企业开发团队开发 20 多条公链、联盟链、私链、云链，

辅导了 50 多个区块链应用的开发和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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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申明

1. 本文档仅作为传达信息之用，文档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在 SWTC 公链 

 及其相关公司中出售股票或通证的任何投资买卖建议、教唆或邀约。 

 此类邀约必须通过机密备忘录的形式进行，且须符合相关的通证法律 

 和其他法律。

2. SWTC 公链团队将不断进行合理尝试，确保本白皮书中的信息真实准确。 

 开发过程中，平台可能会进行更新，包括但不限于平台机制、通证及其 

 机制、通证分配情况。文档中的部分内容可能随着项目的进展在新版 

 白皮书中进行相应调整，团队将通过在网站上发布公告或新版白皮书等 

 方式，将更新内容公布于众。请参与者务必及时获取最新版白皮书，并 

 根据更新内容及时调整自己的决策。团队将不遗余力实现文档中所提及 

 的目标，然而基于不可抗力的存在，团队不能完全做出完成承诺。

3. SWTC 作为 SWTC 公链的通证，是平台发生效能的重要工具，并不是 

 一种投资品。拥有 SWTC 不代表授予其拥有者对 SWTC 公链平台的 

 所有权、控制权、决策权。SWTC  作为在  SWTC 公链中使用的加密通证， 

 均不属于以下类别：

 (A)任何种类的货币；

 (B)未界定的域外通证；

 (C)法律实体的股权；

 (D)股票、债券、票据、认股权证、证书或其他授与任何权利的文书。

4. SWTC 的增值与否取决于市场规律以及应用落地后的需求，其可能 

 不具备任何价值，团队不对其增值做出承诺，并对其因价值增减所造成 

 的后果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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