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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行说明，第二季度项目更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所含信息截至 2019 年 5 月 17 日。 

 

本报告仅供参考，不构成出售要约或购买任何 Aergo 代币或其他服务的招揽。 

 

读者不应将本报告的内容解读为理财或投资意见，也不应基于本报告做出买卖或持有 Aergo 代币的决定或将本报告用于其

他用途。 

 

本报告可能包含预测、估算或具有前瞻意义的其他信息，这些前瞻性信息存在风险或不确定性，因此实际结果可能会有较大

的偏差。读者不应过分依赖本文中前瞻性的陈述。Aergo Limited（下称“Aergo 组织”）是一家在香港成立的非盈利组

织，负责管理 Aergo 项目。该组织不承担并特别拒绝任何更新此报告信息或声明的义务，或公开宣布对此报告信息或声明

进行任何修订的结果。 

 

本报告中提供的未经审计的财务信息由 Aergo 编制，且不包含完整的财务报表。所提供的财务资料可能不符合适用的会计

标准。 

 

除非另行说明，本报告中的所有数字均以美元计价。 

 

Aergo Limited（下称“Aergo 组织”）是一家在香港注册成立的私营有限公司，旨在构建和支持一个新的基于开源的区块

链平台——Aergo。Aergo 组织并不声称自己在任何司法管辖区执行任何受监管的活动。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或任何其他

材料均不构成在任何司法管辖区的要约、招揽或出售，而此等要约、招揽或出售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均属非法。Aergo 代币是

指拟由 Aergo 组织发行的用于 Aergo 主网的加密代币。 

 

Blocko Inc. （下称“Blocko”）是一家位于韩国首尔的私营区块链服务公司，受聘为 Aergo 的顾问，为其提供战略规划及

透明度委托管理。该报告是 Aergo 组织在 Blocko 的战略指导下，按照审计规定编制了本报告，但不构成对任何财务数据的

审核或证实。 

 

对于不熟悉区块链的读者，可点击这里获取来自高盛(Goldman Sachs)的优质在线资源。

https://www.goldmansachs.com/insights/pages/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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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优质软件需要十年的光阴， 

习惯吧。” 

——Joel Spolsky，200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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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董事长兼 CEO 的全年回顾
 

Aergo 团队在过去几个月间事务繁忙。我很荣幸能在 Aergo 成立一周年之际告诉大家，我们将继续实现所有既定的技术、

业务及财务目标！ 

  

本报告供所有 Aergo 利益相关者阅读。作为面向我们利益相关者的 Aergo 项目的全年回顾，本报告会详尽相关内容。 

  

这是我们的第二份项目季度更新报告（QPU），我对上一季度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也对这一季度以及 2019 年剩

余时间的计划和重点领域发表了一些评论。我们再一次向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即我们的全球社区、业务合作伙伴、开发者

及未来的客户，交付了切实的价值。我们的利益相关者也一如既往地对 Aergo 项目、我们的团队以及我们正在开发的卓越

技术持有信心。Aergo 为企业提供的机遇正受到各方的重视。 

 

对 Aergo 项目而言上一季度尤为特殊，它标志着从 Aergo 前期测试网到高性能准备就绪的主网的转变。 

  

不仅是 Aergo 主网已经准备就绪，我们的战略技术合作伙伴 Blocko 也正在使用它，并且推出了一款完整的商业产品 Aergo 

Enterprise，该产品很快将投入市场。这款综合性产品可在各行各业的实际生产系统中使用、拓展及实行。Blocko 目前正在

与许多集成合作伙伴和现有客户积极合作，通过利用全新、可靠的 Aergo 主网来迁移客户，并帮助他们构建更多的业务增

值解决方案。Blocko 将充分展示 Aergo 的潜力，因为它正在完成和即将推出的一系列令人兴奋的 Aergo 应用程序。 

  

Aergo 可能是世界上最全面的混合区块链平台的新型洁净室实现。相较于当今其他区块链平台而言，它可以被更大的开发者

社区所使用。与其他方法不同，它为企业提供了一种实用的设计方法，允许企业利用现有的 IT 资产，同时将这些资产与新

的公共区块链网络耦合。Aergo 是为大型企业部署而构建的，有助于解锁以前孤立的数据，为各行各业的企业创造新的、创

新的解决方案和商业生态系统。 

  

现在我们的主网上线了，我们就将 Aergo 主网的前 23 个区块生产商候选者纳入了一个精心策划和管理的项目中。Aergo 主

网必须达到最高标准，才能充分发挥其全球潜力。我们已经邀请 Blocko 牵头孵化这个项目。 

  

此外，我们正在深化并扩展与 Blocko 的合作伙伴关系。Blocko 拥有世界领先的专业技术，已经交付过诸多企业级生产用

例，这对 Aergo 项目来说都是利好。我们与 Blocko 新敲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不仅仅局限于现有的技术重点，还纳入了联

合市场营销、销售及业务拓展活动。这一广泛的合作关系也已经开花结果，我们的第一批大规模客户和战略合作伙伴也终于

开始加入进来。例如，他们已经宣布了与现代 AutoEver 合作的一个重大项目，此外还有更多项目在进行中。我们也期待与

这个世界领先的区块链研究团队之一紧密合作，共同研究可以使用我们的混合区块链架构来解决规模化的问题，这些项目并

非小型的概念证明（PoC）项目，而是工业项目、政府项目，有些甚至是全球项目。 

 

我们正在将整个 Aergo 团队与合作伙伴生态系统从早期的重点领域（2018 年：“第一阶段：创建”；2019 年初：“第二

阶段：部署”）过渡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三阶段：业务执行”。在这一阶段，我们会着重与商业伙伴、IT 集成商及

Aergo 的早期客户达成协议，同时全面和集中精力构建 Aergo F/OSS（免费开源）开发者生态系统，从而支持许多独特的

去中心化应用在 Aergo 上运行。我们的第三阶段计划是一个长期计划，将至少持续到 2020 年底。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

们已经获得且分配了支持这项任务的所需资源（即人员、合作伙伴关系与资金）。 

  

许多项目都过于注重理念，而缺少技术的支撑（他们有未经验证的解决方案），且在业务/销售执行层面通常缺乏经验和人

手，但他们却有可观的财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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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项目通常使用财力资源每周发布一些关于项目、合作伙伴关系及概念验证的新闻稿。新闻稿会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项

目，但这些往往是空洞的声明，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未能如实描述这些项目是如何寻找、筛选、制定、完成及交付企业

级商业解决方案的。 

  

唯一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新闻稿里是否提到项目在一年内有没有产生可部署生产的用例，因为鲜有项目可以做到落地（至少目

前看来是这样）。 

 

我们的项目正与上述这种情况相反。 

 

我们专注于真实的交易，即一旦成交，就能带来实质性的商业价值及真实报道的商业交易。对于那些寻求即时、频繁的短期

的新闻报道的人来说，这可能并不令人兴奋。 

 

Joel Spolsky 有句话说得很贴切：“开发优质软件需要十年的光阴，习惯吧。” 

 

优质的企业级软件需要 10 年的时间才能被广泛采用。在这期间它需要获得大量客户反馈，经历多次迭代及繁重的工作。企

业客户也需要花 6-18 个月的时间在其业务范围内识别、架构、测试与部署这些新解决方案。 

  

我们将在此次 QPU 中解释我们将如何循序渐进、可持续地发展并交付成果。同时，我们还提供了一些令人兴奋的（大型）

项目和客户的预览，我们目前正在接洽。他们其中有些是行业先驱，因为他们将使用我们的混合区块链架构来解决极为复杂

的问题。例如（在私链上收集、存储和保护的）符合规定的敏感或隐私数据将被锚定到我们新的公共网络上，来为企业、它

们的合作伙伴，当然还有客户创建新的解决方案和服务。 

  

在另一个重点领域中，据估计有超过 1 万亿的设备使用 SQLite 接口。全新的 AergoLite 应用程序允许以难以想象的方式将

这些随处可见的 SQLite 接口连接到新的可信任的、基于分布式区块链的系统。我们全面且易于使用的开发环境可以使上述

一切成为可能。这允许具备各种能力的开发者进行编程，并使用 Aergo 基于区块链搭构建新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对于企业

架构师，我们还提供预构建、预测试和经过验证的部署蓝图，以及身份和公钥身份验证等领域的应用程序。所有这些都旨在

简化和加快用户、开发者和商业用户在 Aergo 上构建解决方案的速度。 

  

财务方面，我们继续努力使用财政资源以长期资助这个项目的发展。我们针对一些持币者增加了代币的发放，并且将部分储

备的代币用于加速技术开发、社区及业务拓展活动。 

 

许多未来的代币持有者一直要求获得 Aergo 代币并使用 Aergo 平台，因此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型交易所开始上线

Aergo 代币，包括主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trex International 和 Upbit。 

 

通过全新的官网 aergo.io 和已改进的定位，我们向商业客户、合作伙伴及开发者明确并细化了我们的信息。我们继续投资

以进一步增强项目在各地区的社区建设及在中国、韩国与欧洲等国的知名度。 

  

一年前，许多项目都加入了围绕着公链和私链孰优孰劣展开的辩论，甚至可能引发了两极分化。那时，我们是少数几个提倡

世界最终将采用混合和开源的区块链平台的项目之一（就像当今的信息技术一样）。因为它在区块链的使用和部署模型方面

结合了各种现有解决方案中的最佳实践。 

  

但现如今，这番讨论的论调却发生了变化。现在，甚至连 IBM 都在讨论混合（公链加私链）企业区块链。在这周举办的

2019 年共识大会上，之前曾质疑公有和私有区块链共存的必要性的区块链供应商现在也顺应潮流热烈讨论他们（“即将发

布的”）混合区块链。而另外一些项目则正在推出他们的“区块链即服务”（BaaS）解决方案，将公共云基础设施上现有

https://www.joelonsoftware.com/2001/07/21/good-software-takes-ten-years-get-used-to-it/
http://www.aergo.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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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块链进行哈希组合。Aergo 现在可能是领先的企业级区块链平台，提供单一集成的 B2B 堆栈——结合了公共和私有云

的最佳特性——和经过验证的软件和 IT 交付框架。一个今天就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将来的某个时候)。 

 

我们的信息、定位和战略正在被其他项目效仿！对于这点我们受宠若惊。我们意识到未来路漫漫，但我们似乎走在正确的

道路上。 

 

一时间，许多项目都想让他们的平台开源。但说起来很简单，实现开源却需要在一开始就将开源的一点一滴都注入项目的基

因中。开源不仅意味着使用开源许可；还必须包括开放的设计、开发和社区。我们中很多人在 Red Hat、Suse Linux 和

Vmware 工作时就知道这种形式；我们的团队也在走类似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从头开始搭建了一个全新的洁净室公链实现并且让其完全开源的原因。我们将继续在开发进程中维护我们的公开

可用的源代码存储库。我们秉持着开放的态度，也确实欢迎公众代码审查。我们继续向用户、开发者、合作伙伴、区块生产

商和客户征集需求、确定优先级和充实技术设计，以指导未来研发周期的开发。现在我们正优先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健康、充

满活力的开发者和用户社区。 

  

展望 2019 年下半年，我们将继续努力，期望在具体目标领域继续加速开发技术、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拓展业务活动。 

  

稳定和扩展我们近期上线的主网平台及早期区块生产者合作伙伴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未来数月/季度我们还将交付一个安全

的业界领先的双向代币桥——默克尔桥（Merkle Bridge）。这将允许 Aergo 代币作为主网安全和操作框架的一部分。团队

将继续致力于我们技术平台的其他部分建设，比如创新的 Aergo Hub 无服务器计算框架。如上所述，不久之后我们也会发

布一个专注于开发者和系统集成商的启用和招聘计划。 

  

最后，既然我们的主网已经准备就绪，我们正在把我们的信息带给市场和未来的客户。近期我们在首尔成功举办的

Deconomy 活动上大胆地陈述了我们的意图，未来也会更加频繁地参加行业活动向大家宣传 Aergo，吸引更多的潜在合作者

在未来加入我们的生态系统。 

  

我们的定位声明总结的很好：“Aergo 不是一般区块链——它是商业区块链。” 

  

Phil Zamani，Aergo 组织董事长兼 CEO

https://cryptodiffer.com/news/aergo-code-review-and-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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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简介 

 

Aergo 旨在成为行业领先的企业级混合区块链平台之一。 

 

正如在 19941 年，马克•尤因（Marc Ewing）创建了红帽

公司（Red Hat），并与 Sun Microsystems、微软和 IBM

等巨头直接竞争，就像大卫与歌利亚(David vs . Goliath)

之间的较量：Aergo 在这个新型的企业级区块链平台市场

中就是一个挑战者。 

 

正如 Red Hat，Aergo 正在采用强大的开源模型来构建其

技术、开发者和合作伙伴生态系统。作为极少数真正意义

上的洁净室开源实现平台之一，它将与 Corda、Ripple 和

Hyperledger 等经过许可的更大规模的区块链解决方案直

接竞争。 

 

企业级区块链市场正在走向成熟。许多公司已不再处于摸

索“为什么要使用区块链技术……”的阶段，而是过渡到

了探究“应该把区块链技术用于哪些方面”以及“可以展

示真实的用例来给予帮助和指导吗？”的阶段。 

 

既然我们已经为 Aergo 平台创建并交付了核心技术，我

们将加速前进并更加努力，从而： 

1. 建立 Aergo 生态系统； 

2. 吸引主要开发商、dApp 项目和核心合作伙伴加入

Aergo 并给予支持；以及 

3. 帮助客户使用这个新型混合区块链平台。 

 

在上个季度的项目更新报告中，我们的重点在于说明项目

的建立、管理和融资情况。 

 

虽然我们再次提供了项目财务的最新状况、项目资金的使

用情况及最新的代币指标：本季度报告将解释我们计划如

何从现在开始执行。 

 

尽管 Aergo 未来的潜在机会非常大，但我们的利益相关者

需要充分认识到我们正在建设的项目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这样他们就能理解我们计划如何执行、提供资源和资金，

以及为什么要按照我们计划的方式来做。 

 

作为这个跨越数个季度乃至数年的执行计划中的一部分，

我们还解释了我们现在是如何与 Blocko 达成更为全面的

合作伙伴关系的。先前，Blocko 只局限于为构建 Aergo

平台提供关键技术。 

 

现在我们已将合作关系扩展到战略业务和合作伙伴发展。

我们会在本报告的后面部分说明所涉及的方面。 

 

Aergo 立志高远、立足实用、信息透明、服务专业。我们

将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做正确的事，并把正确的事做好。 

 

向社区公布新闻和信息非常重要，但为了发新闻而创造新

闻或是像某些其他项目一样夸大我们品牌的价值并不是我

们的作风。我们所崇尚的是真正的技术、真正的客户和真

正的新闻。 

 

Aergo 商业计划的下一阶段安排将与上一阶段保持一致：

它将（一如既往地）执行下去。 

 

本报告包含以下方面： 

 Aergo 在过去数月的表现。 

 下一阶段前进计划的细节，下一季度及未来两年的重

点发展领域 

 与 Blocko 扩展战略业务发展关系的相关信息 

 最新财务信息、资金使用情况、储备状况和最新代币

指标。 

 回答我们的关注者、代币持有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

出的一些主要问题。 

 

正如以往一样，我们欢迎利益相关者针对此报告给予我们

反馈。 

 
1 在 Red Hat 与行业巨头的对抗中，Sun Microsystem 是第一个破产的

（被 Oracle 收购）。然后微软决定摈弃其“Linux 和开源是敌人”的宣

言，转而宣传在其富有远见的 CEO Satya Nadella 的领导下，微软成为

世界上最开源友好的供应商之一。至于 Red Hat，几个月前 IBM 以 340

亿美元的价格将其收购。如果你不能打败对手，那就选择加入或将其收

购！ 

 

执行概要 

以下是我们 2019 年初期取得的成就及对未来一年的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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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季度，我们完成了所有预期目标，具体如

下： 

1. 交付了一切就绪的 Aergo 公共主网。 

2. 扩大 Aergo 代币流通的范围，纳入了更广阔的用户群

体（即在 Bittrex International、Upbit 等交易所上线）。 

3. 与 Blocko 达成了更深层次的业务（即销售、营销）合

作伙伴关系。 

4. 与 Blocko 签订了两个新合约，共计 2,950,000 美元。 

5. 启动了三阶段的专注于网络管理及区块生产者的项目。 

6. 为 Aergo 上内置 SQLite 的侧链规划、设计并打造了一

个全新的平台（即 AergoLite）。 

 

过去几个月的其他重要新闻包括： 

 Aergo 的团队成员增加至 50 人（其中研发人员有 30

人，业务拓展、营销及公关、运营人员有 20 人）。 

 Blocko 与大客户现代汽车(Hyundai AutoEver)签订了

首个重大合同，就在其宣布核心产品现在是基于

Aergo 之后。 

 Blocko 的 CEO Won-Beom Kim 加入了 Aergo 管理层

团队。 

 

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将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领域： 

1. 稳定并扩展主网，交付下一批技术堆栈。 

2. 构建区块生产者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并交付一个详细的

代币经济模型来支持它。 

3. 启动 dApp 和开发者生态系统项目，提供易于使用的在

线技术内容支持。 

4. 达成我们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关系：签约系统集成商、战

略技术及电信/托管服务商、合作伙伴。 

5. 达成更多的交易，将 Blocko 现有的客户迁移到

Aergo，获得新的概念验证，带来灯塔客户。 

 

同时，我们将开展更有针对性的营销、品牌定位及社区发

展活动为上述计划提供支持。 

 

其中就包括在规模更大的全球交易所上线，吸引更多潜在

代币持有者们交易 Aergo 代币。 

 

Aergo 也会在相关的目标地区（即韩国、中国及欧洲）参

与更多以客户为中心的行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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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2019 Q1 成果 

这一章节将包含我们为今年第一季度制定的目标以及之后

的几个月内我们所取得的成果。 

 

Aergo 项目在这一季度可谓硕果累累，在业务拓展、生态

系统增长及技术建设方面均取得了很大进展。Aergo 组织

也成功实现了在 2019-Q1 QPU 中设立的目标，并在

Aergo 平台开发方面取得了多项进展。 

 

此外，像 Blocko 这样的第三方公司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的进展，极大地推动了 Aergo 项目的发展。 

 

上季度公布的 2019 年第一季度 QPU 为今年设立了几个

主要目标，具体如下： 

1. 继续交付技术路线图，并构建相关的免费开源

（F/OSS）开发者社区。 

2. 与未来 Aergo 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 

3. 与早期客户签署战略协议，以验证 Aergo 解决方案的

可行性，并向大众市场展示将区块链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

颠覆性。 

 

2019 年前 4 个月，自首次 QPU 发布以来，我们完成了

以下工作： 

 推出了 Aergo 主网，作为首个高性能企业级混合区块

链平台的洁净室实现，与 Corda、Hyperledger 和

Quorum 竞争。 

 提供了一套全面的开发工具包及开发环境，并发布了

Aergo 开发者指南。 

 展示了 Aergo 的跨链传输技术——默克尔桥（Merkle 

Bridge），这是一种新的互操作性设计，可以与 POA

和 Cosmos 竞争。 

 在建立关键战略生态系统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合作伙伴项目——Aergo 合作伙伴

网络（APN），未来几个月会有更多后续项目。 

 启动了 4-1-9 活动：通过 15 篇系列博客及内容发布解

释 Aergo 主网上线的意义。 

 回购了共计 26,500,000（占代币总供应量的 5.3%）

个代币，并将这些代币重新分配到长期代币储备中。 

 AergoLite 的概念化、设计和初始化开发：一种新型的

嵌入式侧链技术，利用 Aergo 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以

拓展到物联网等使用 SQLite 极容易实现集成的用例

中。我们在伦敦的一个活动上展示了 AergoLite 的概念

验证的实现。 

 投资 SatoshiPay 并与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 Aergo

平台上的 B2B2C 客户和用户创建基于区块链的信用卡

微支付最快速的基础设施。 

 将最初的 RewarDrop 活动扩展为“Aergo 骑士团

（Knights of Aergo）”活动以有效利用 Aergo 优秀的

社区大使资源。 

 发布了适用于谷歌浏览器的 Aergo Connect 浏览器扩

展钱包的公测版，简单易用且方便下载。 

 在韩国本土市场部署了基于 Aergo 区块链和代币经济

的众筹平台 Gotchu。随后，Gotchu 被韩国许多个人

及第三大政党所使用。 

 签约了早期区块生产者和节点供应商候选人来孵化

Aergo 主网和 dPOS 算法。 

 在多个加密货币和行业活动（即 Deconomy）中解释

了 Aergo 项目将给行业带来颠覆性影响的潜力。 

 Aergo 代币在 Bittrex International 和 Upbit 等主要加

密货币交易所上市。 

 

Blocko 作为与 Aergo 组织关系密切的战略合作伙伴，在

2019 年第一季度同样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Aergo 组织与 Blocko 在本季度深化了合作伙伴关系，详

见本报告第 4 节。通过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产生更大

的协同效应，从而给 Aergo 整体生态系统带来长足的影

响。 

 

Blocko 在 2019 年 Q1 取得了以下进展（基于公开披露的

信息）： 

 针对现有的大规模区块链用户启动了从 Coinstack 到

Aergo 平台产品的迁移项目（Coinstack 是 Blocko 的

旧产品） 

 宣布推出 Aergo Enterprise：一款由 Blocko 开发的基

于 Aergo 的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包括 Aergo 

CERT™、Aergo TSA™、Aergo Identity™、Aergo 

Orchestration (BaaS)等现成的应用程序。 

 与现代汽车（Hyundai AutoEver）达成了合作伙伴关

系，建立一个使用其技术（即唯一的新产品 Aergo 

Enterprise）追踪二手车元数据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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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Captain Aergo——在 Aergo 上开发的 iOS 和安卓

版 dApp 开发到了后期阶段。 

 通过赢得现有客户以及新客户的付费交易，继续秉持

积极的业务和销售执行计划。  

 利用新上线的主网，完成了多项基于 Aergo 平台的商

业交易。 

 额外增派 10 名全职员工参与到 Aergo 平台的建设中，

现在 Blocko 共有 50 名全职员工致力于 Aergo 项目。 

 推行了全球扩张计划，以加强其在欧洲、加拿大、澳

大利亚、巴西和中国等地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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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2019 年战略及重点发展领域    

本章节阐述了我们的后续计划，不仅包含下个季度的计

划，实际上包含到今年年底乃至 2020 年的计划。 

 

我们的后续计划将重点关注三个主要领域： 

1. 继续完善主网和交付我们的技术路线图；同时孵化所需

的区块生产者以确保网络的稳定安全运行； 

2. 与未来可能加入 Aergo 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包括创建相关的免费开源（F/OSS）及 dApp

开发者社区。 

3. 与一些早期客户签约以验证 Aergo 解决方案，并向大

众市场展示我们的颠覆性混合区块链平台如何在与现有 IT

系统实际应用时解决实际的业务问题。 

 

主网稳定与扩展 

Aergo 主网是 Aergo 平台及生态系统的核心，是中心枢

纽。 

 

在正在进行的孵化阶段中，Aergo 主网循序渐进地达到满

负荷运行以确保其在最初 3-6 个月的运行中保持稳定的维

护和增长。此外团队也正在开发更多的管理工具和资源。 

 

我们继续优化新的 dPOS 共识机制以强化安全性及网络性

能。 

 

我们将为需要高级身份管理功能的开发者和客户创建额外

的库和部署蓝图。部署蓝图和开发库均是文档化的、经过

测试的、随时可以部署的用例。这些都是有关如何编程、

配置、保护和集成 Aergo 主网与客户公司现有 IT 基础设

施的无价之宝。 

 

在未来几个月里，我们将扩展 Aergo 主网的开发运营资

源，在全球范围内提供 24x7x365 的支持。 

 

现在团队正在开发一个新的双向默克尔桥（Merkle 

Bridge）以允许 Aergo ERC-20 代币和先进的 Aergo 原生

代币之间交互的、快速安全的转换和锁定，这一功能目前

正在推出前的测试阶段。 

 

我们正在为 Aergo 主网开发一个新的先进的 DAO 协议及

治理系统。 

 

我们还将进一步开发以允许一个新型高质量的接口与集成

背板，包括对以太坊的支持。 

 

我们将与 Blocko 紧密合作为新产品 Aergo Enterprise 打

造生产版本。这是一个核心解决方案，允许围绕 Aergo 主

网构建大规模生产部署。它还将为客户提供新的企业级订

阅支持服务。 

 

在我们完成 Aergo 主网所需的稳定及扩展后，我们将会开

发并测试我们先进的 dApp 及侧链编排软件的第一次迭

代。 

 

这将包含 Aergo Hub 服务平台，其测试版计划于 2019 年

下半年发布。 

 

最后，我们将进一步开发以开发者为中心的框架以便他们

轻松创建新的 dApps。 

 

区块生产者孵化 

Aergo 主网包含 23 个受信任的企业级区块生产者，他们

保护和托管网络：为在网络上执行交易的用户提供快速处

理。 

 

在主网上线时，该网络仅有 13 个区块生产者，由几个主

要位于韩国的外部合作方和 Blocko 组成。Aergo 组织投

票选举他们成为区块生产者，安全孵化 dPOS 共识算法。

一旦网络的稳定性达到一定的级别，项目当前阶段就会结

束，接着步入下一阶段，我们称之为加速阶段。 

 

在未来数月，我们将向世界各地招募更多区块生产者，尤

其是欧洲、中国和东南亚。 

 

同时，我们还计划向想要成为 Aergo 主网上未来的区块生

产者的先进企业及公司宣布一个重点项目。该项目特别关

注那些也想要成为可能需要在高性能的 Aergo 侧链上运行

的企业的集成及节点托管合作伙伴的区块生产商。 

 

这一项目将重点关注托管、云计算及电信行业的公司。一

些核心服务级别协议（SLA）要求将包括能够提供大于

99.5%的服务可用性正常运行时间、安全网络、高带宽、

低延迟。 

 

我们目前正在和一个领先的亚洲云托管合作伙伴合作，以

构建、测试并完善理念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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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开发了一种用于主网的新的原生 Aergo 代币，仅供

现有区块生产者使用，这也是孵化阶段的一部分。我们将

在适当的时候公布这个新的原生代币的详细情况，以及它

将怎样与现有的 Aergo ERC-20 代币共存、交互及转换。 

 

点击这里阅读主网更多信息及区块生产者孵化项目详情。 

 

合作伙伴及生态系统扩建 

现在主网已经上线，我们正在欧洲、韩国、中国及东南亚

其他地区等目标市场积极寻求技术与集成合作伙伴。 

 

专业的 IT 系统集成商有助于我们接触更多客户与项目，

并且进驻世界上更多地区的市场。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解释

我们是如何在这方面利用 Blocko 并与之合作。Blocko 拥

有独一无二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广泛的合作伙伴网

络，而其中可能会有对支持 Aergo 生态系统感兴趣的。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以合作伙伴为重点的业务拓展项目以便

为这些活动提供支持。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选取一

些已经确定的合作伙伴进行测试。 

 

同时，我们也会在特定的国家选择性地邀请专业的合作伙

伴经理与专家加入我们的团队以专注于推进上述项目进

程，或许还会推进更为复杂的合作。 

 

后者的一个例子是与世界领先的国际先进区块链研究机构

之一建立新型联合先进的企业级区块链发展合作伙伴关

系。这可能涉及孵化工作与针对企业客户的工作以加快在

Aergo 上的大规模部署。将从这项未来协议中受益的地区

之一是中国，该合作伙伴在许多寻求使用区块链技术的工

业、制造业和供应链领域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我们希望在今后几个月分享此项目的进展。 

 

dApp 生态系统及开发者 

Blocko 已经开发了一些自己内部的 dApps，将会在 2019

年下半年上线。 

 

你很快就会看到其中一个应用程序（Captain Aergo）的

预告。与我们的主网一样，我们将通过与关键开发者和早

期采用者合作，按批次发布并测试技术。 

 

在某些地区，我们也正在筹备部署一个团队，专门与

dApp 开发团队对接。尽管该项目还处于早期，我们也已

在一个领先的 dApp 孵化项目中占有一席。此孵化项目将

于 2019 年 9 月启动，一同参与此项目的还有英国一流大

学。 

 

Aergo 需要吸引其他主要开发者群体的注意，如开源程序

员、企业云专家及安全专家等。 

 

实现这一点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 Blocko 和 Aergo 团队中

现有的专业的开源和云开发者。这些专家正在准备针对特

定开发者的（线上及线下）材料，以便于我们用来开展一

些教育、招聘及实施项目。 

 

我们将在推进上述事项的同时开展一个新的 Aergo 社区大

使活动，目的是推广宣传我们的信息。活动将包括在目标

地区开展专门的应用程序黑客马拉松研讨会活动。随着我

们对这些活动的学习和优化，我们将会在今年安排更多此

类项目。 

 

Blocko 客户迁移 

正如本报告的下一节将进一步解释的，我们已经在与

Blocko 紧密合作以筛选合适的现有客户迁移到 Aergo

上。 

 

通过此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已经为 Aergo 敲定了第一个主

要客户（Hyundai AutoEver）。此客户项目的开发与交付

都将在我们的新主网上完成。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公司也成为了我们的目标，自上月在韩

国电信首尔总部的主网联合新闻发布会以来，Blocko 的

潜在新项目的数量惊人地增长了 40%。这些 Blocko 的潜

在客户考虑到 Aergo 公链已经普遍可用，因此对参与其评

估表达了浓厚的兴趣。 

 

这些项目不仅有助于我们测试和证明 Aergo 平台的能力，

也对我们希望与之合作的许多未来客户提供了灯塔参考。 

 

新客户 

在未来几个月乃至几年里，我们期待看到许多现有的

Blocko 客户及全新的客户基于 Aergo 主网开发新的商业

解决方案。 

 

https://medium.com/aergo/aergo-mainnet-incubation-8f097344d1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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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确实是直接与资源丰富的大型传统 IT 供应商竞

争，例如 IBM 及其基于区块链的解决方案 Hyperledger。 

 

为了加速寻找并赢得这些早期项目的青睐，我们正在开发

一个特殊的以客户为中心的项目，称为早期试用计划

（EAP）。该项目与（我们的 CEO Phil Zamani）曾经在

Red Hat 创建的一个项目类似，并曾被早期的 Red Hat 用

来赢得了早期灯塔交易。 

 

我们会在下个季度的 QPU 中详述这个项目及其他类似的

以合作伙伴、开发者和客户为中心的项目。 

 

做成此类企业交易是需要时间的。通常，这些项目可能需

要 3-6 个月的时间开发，以及同样长的时间来达成交付。

我们预计今年将完成其中几笔交易。随着我们销售能力的

增强，我们也会完成更多笔交易。 

 

许多加密项目似乎每周都会发布关于项目、合作伙伴与概

念验证的新闻。这些新闻可能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但通常

缺乏实质性内容，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未能如实描述

这些项目是如何寻找、筛选、培育、完成及交付企业级业

务解决方案的。简而言之，它们只是公告，而很少有真正

的部署。 

 

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在 Blocko 还是先前在 Red Hat，大

企业客户都不愿意说起自己是第一个采用颠覆技术的，如

区块链技术。供应商信息封锁可能是部分原因，但更多的

是因为他们不想处理其现有的供应商为了阻止他们迁移而

给客户的思维中植入的恐慌、不确定性和质疑（FUD）。 

 

现在我们注意到企业对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态度正在发生越

来越积极的变化。直到最近，人们谈论的话题还是围绕着

“我为什么要使用区块链”、“区块链只是另一种形式的

数据库……”或“它还不够成熟。” 

 

现在我们看到了变化，也听到更多企业在说“我应该把这

个技术部署在什么地方？”、“可以给我看下真正的用例

吗？”以及“您可以帮助我和我的团队做好区块链相关的

准备吗？”。 

 

与我们合作的潜在客户示例包括： 

（i）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决定在许多确定的用例

中使用区块链。其中之一是加速和减免一系列流程（如抵

押贷款审批、保险合同和理赔）中的成本、错误与人工。

这家保险公司还在用他们所有的数字数据建立一个全球数

据湖。他们希望把历史和未来的交易都存储在 Aergo 的私

有链上，而将所有的合同和数字交易散列存储在 Aergo 不

可篡改的公链上。这样他们就能与第三方经纪商和其他公

司建立新的服务，这些公司可以使用这家保险公司未来拥

有（并将获取的）宝贵数据。这家公司预计将被市场新成

员（可能如亚马逊、苹果和阿里巴巴）所颠覆，因此他们

希望做好数字化准备且能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开创新服

务。 

 

（ii）一家行业领先的全球汽车轮胎生产商正在将 AI 和机

器学习技术应用于其复杂的多基地制造工厂。运用这些技

术，他们可以捕获无价的信息，（并且预测）怎么将化学

研究、工业制造和操作过程以最佳的方式组合以提高整个

生产线的质量和一致性。他们再次考虑将 Aergo 私链上的

所有内容数字化，并且通过 Aergo 公链（主网）将此数据

共享给供应链中各个业务伙伴。随着石油化工市场的不断

变化，优化其不断变化的供应链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iii）一家大型的全球数据中心供应商希望我们能帮他们

设计一个大型网状网络，将物联网设备与它们合作的电信

服务商的核心骨干系统相连接。他们希望使用一个受信任

的公链以确保数据安全以及识别/授权，并与运营商运行

的私有网络连接。 

 

其他示例包含政府级别的项目： 

（iv）我们正在与欧洲最大的电信供应商之一洽谈合作，

帮助他们实现确定可用于混合区块链的三个独立的用例，

其中包括使用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以协调他们与数百

个漫游服务合作伙伴的多个数据漫游协议。该客户已与政

府签订合约建立一个与其电信骨干系统相连接的全国物联

网数据网络，这些都将通过混合区块链平台连接（锚定）

并进行验证（出于数据隐私和安全目的）。 

 

（v）我们正在与 G7 成员国讨论 Aergo 在多个政府部门

的潜在用途，包括国家安全部、公共医疗档案部和国防部

（举几个例子）。 

 

当然，其中有许多项目都不会有过多提及，但我们会在适

宜的时机和场合公布，一旦客户愿意分享与我们合作的细

节。 

 

即使我们不能公布某些项目的细节为大家提供参考，我们

也总是可以让未来客户直接与我们的现有客户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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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go 专注于真正的技术创新、真正的客户和真正的部

署，也希望大家在执行和实际部署层面衡量我们的进展和

未来的成就。质量而非数量，是我们在早期形成阶段最注

重的方面。 

 

Aergo 从现在开始将更加积极地参与以客户为中心的行业

活动，这也是后续计划的一部分。例如，我们最近就参加

了在首尔举办的 Deconomy 活动，和在伦敦举办的以区

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网络安全为主题的

活动。 

 

在 5 月和 6 月期间，我们将与 CIOs、CTOs 和 CTIOs 一

起出席至少三个重要的线下活动，聚焦于特定的行业。一

个活动在英国，另外两个在中国（如 6 月举办的 GSMA

峰会）。 

 

理解 Aergo 的长期目标以及我们将怎样贯彻上述战略需要

很好地理解我们的销售和业务拓展执行计划。毕竟 Aergo

正在创建一些非常独特的东西。在这个行业中，它的目标

是在区块链潜在的巨大市场机会中处理复杂的业务实施。 

 

我们会在下一节末尾解释我们将如何执行这一针对企业级

项目的销售和业务拓展计划。 

 

希望能让我们的利益相关者了解并相信我们有一个经过深

思熟虑的（且资源充足的）执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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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商业合作伙伴 Blocko 

迄今为止，我们与 Blocko 的合作主要在于利用其区块链

研发团队构建 Aergo 平台的核心方面，以及相关的开发工

具。基于 Blocko 的业务开发资源，我们还进行了其他相

关工作。 

 

鉴于上述合作，去年我们和 Blocko 签订了第一份 NRE

（非经常性工程）工作合同，称为一号合同。其中包括上

述 Aergo 技术路线图的第 1 阶段、第 2 阶段和第 3 阶

段。 随着今年 4 月 Aergo 主网交付，该合同已圆满完

成。 

 

一号合同金额约为 1,250,000 美元，并已计入我们 2019

年第一季度的支出。 

 

今年 1 月底，我们同意与 Blocko 签署第二份合同：二号

合同。这份合同涵盖了我们技术路线图的后续阶段，即第

4 阶段、第 5 阶段和第 6 阶段。该项目时间短、高度集

中，将会帮助 Aergo 实现新一轮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内

容： 

 

主网高级代币协议、Aergo 主网的 DAO 协议和系统、单

向或双向代币桥、Aergo Enterprise 的生产版、全新的编

排功能。 Aergo Hub 的测试版发布、新增身份管理功

能、更加全面的 dApp 支持框架，以及主网的稳定和扩展

服务。 

 

Blocko 还将为我们即将推出的一系列开发者项目提供直

接技术支持。我们还将为针对物联网的 AergoLite 区块链

平台构建一个早期测试版本。这将适合早期采用者、开发

者和客户使用。 

 

二号合同金额约为 950,000 美元。 这将计入我们的 2019

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的部分支出，分为两笔金额约为

475,000 美元的付款。 

 

在 2019 年第一季度 QPU 中，我们详细介绍了 Aergo 和

Blocko 是如何合作的。这一良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成果显

而易见，我们按时完成了双方共同承诺的每一个重要里程

碑。 

 

正如上份 QPU 所阐述，Blocko 可以帮助 Aergo 实现更多

功能。这里需要提醒，Blocko 是一家商业区块链基础设

施提供商，是韩国公认排名第一的区块链系统开发商、部

署商和集成商。 其客户包括现代、乐天卡、三星、思

科、LG、起亚汽车、多家知名银行、电信供应商以及国

家政府机构等，甚至连韩国证券交易所也将其技术应用于

创业股（KSM）交易平台。 

 

Blocko 拥有 20 多个付费业务客户，已交付 30 多个投入

生产的企业级区块链解决方案。它还与精通区块链的领先

的专业 IT 系统集成商建立了深层的技术和业务关系。通

常，当客户想要采用区块链等新技术实现创新解决方案

时，这样的 IT 服务公司是其不二选择。  

 

今年 1 月，我们曾表示双方已经组成联合团队，共同探索

如何进一步与 Blocko 合作以帮助 Aergo 实现在市场、销

售和业务拓展领域的目标。这一合作对两家公司都有好

处，原因如下。 

 

对 Aergo 的好处： 

1. 拥有具有成熟经验的合作伙伴，特别是在寻求、开发和

完成与新企业客户的业务交易方面。 

 

2. 利用 Blocko 广泛的系统集成（SI）合作伙伴生态系

统，构建 Aergo SI 生态系统。 

 

3. 有机会接触 Blocko 的重要企业客户以及区块链客户，

使其成为新的 Aergo 混合区块链的早期采用者。 

 

4. 利用 Blocko 的开发者孵化和培养技能，帮助构建

Aergo 开发者生态系统。 

 

5. 学习 Blocko 如何与韩国政府建立广泛关系，并将其应

用于其他国家。 

 

6. 利用 Blocko 的营销技巧，帮助提升 Aergo 的全球品牌

知名度。 

 

7. 利用 Blocko 广泛的资源（尤其在合作伙伴和咨询团队

方面）来开发、扩展和交付交易。 

 

对 Blocko 的好处： 

1. 直接对一个有潜力且利润丰厚的区块链初创公司进行投

资，为更广大的市场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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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建立全新的可扩展的区块链公共网络，利用最先进

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基于其丰富经验为全球市场贡献服

务。 

 

3. 成为 Aergo 的首批区块生产商之一。 

 

4. 帮助 Aergo 成为全球平台，为 Blocko 获得更多业务。 

 

5. 通过与 Aergo 合作，获得非经常性工程和业务开发/销

售服务收入; 构建平台，并帮助 Aergo 获得新的合作伙伴/

客户。 

我们很高兴地告诉各位，Aergo 和 Blocko 近期的联合评

估促使两家公司建立起新的业务战略伙伴关系。这有助于

我们利用 Blocko 现有的客户和新客户，从而实现更加广

泛的联合业务拓展。充分利用其 IT 服务合作伙伴也是双

方新协议的重点所在。双方都将从这种长期合作中获得巨

大价值。 

 

在此次合作中，Blocko 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 Won 

Beom-Kim 将加入 Aergo 组织执行委员会，并担任首席科

学家。 

 

许多初创公司都不能成功实现从技术到业务的成功转变。

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Phil Zamani 拥有多年的创业公司（例

如在 Red Hat）高管的经验，他非常清楚，像 Blocko 这

样经验丰富的进入市场的合作伙伴可以为 Aergo 带来极大

帮助。其创始人和开发团队在构建和部署企业级产品和服

务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 

 

Blocko 现有员工人数为 85 人，拥有 50 多名高技能的区

块链和 IT 工程师。它是区块链领域最活跃、最先进的企

业区块链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 

 

我们将会利用这一以业务为中心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加

速我们自己的销售和业务开发能力，同时在全球和目标国

家建立自己的团队。 

 

Blocko 对 Aergo 有充分的信心，并坚信我们的愿景可以

成为现实。 

 

在我们新的业务协议中，Blocko 将致力于将其整个业务

和未来客户迁移到基于 Aergo 的系统上，通过其基于

Aergo 技术构建新的以客户为中心的 Aergo Enterprise

产品。 

 

Blocko 的目标是成为产品级区块链商业生态系统的全球

供应商，并将这一生态系统建立在 Aergo 的平台之上。正

如 Red Hat 成为 Linux 的全球领导者一样，Blocko 立志

成为一家全球性的企业解决方案提供商，为那些在 Aergo

之上构建新产品、服务和商业生态系统的企业提供解决方

案。 

 

欲了解有关 Blocko 历史及其与 Aergo 合作的更多信息，

请点击此处。 

 

目前，Blocko 有 20 多名员工在协助 Aergo 进行市场营

销、销售和业务拓展（在韩国和欧洲各占一半），加上现

有的正在帮助我们搭建技术的 Blocko 研发团队 30 人，已

经高效地建立起专为 Aergo 服务的 50 人团队。现在，我

们不仅成功交付了生产就绪的主网平台，并且有能力开发

和实现业务。从先进的概念验证到大规模企业部署：一切

已经准备就绪！ 

 

这项新的业务安排将成为我们与 Blocko 的第三份工作声

明的一部分：三号合同。这将包括两家公司之间联合营

销、销售和业务拓展的多个阶段。 

 

为实现这项计划，我们已在今年预留了高达 200 万美元的

资金。我们预计三号合同将在 5 月底之前签署。我们将计

入 2019 年下半年的成本，也就是说，这一投资已经纳入

重新修订的 2019 年的预算之中。作为全球高技能企业区

块链团队，这只是所需的资金成本的一小部分。通过此

举，我们无需增加成本或培训需求，再次体现了 Aergo 对

于管理宝贵资源和资金的谨慎态度，以此来实现业务的长

期发展。 

 

今年 1 月初，我们为 2019 年设立了 3,757,500 美元的临

时预算。由于我们与 Blocko 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延

长，以及本年度业务执行计划的加快，董事会已批准将预

算增加至 7,801,331 美元。 

 

我们将使用现有的财力资源资助这些正在进行的活动。 

 

Blocko-Aergo 销售执行模型 

 

https://medium.com/aergo/the-aergo-mainnet-is-live-5dfa7d9c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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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与潜在的企业客户就区块链等创新技术进行对话时，

我们需要谨慎处理。 

 

在区块链方面，我们需要关注客户在充分使用区块链之前

所“经历”的不同阶段，这一点十分重要。 采用 AIDA 营销

模式后，每个潜在客户通常会经历一系列的学习阶段，才

能完全准备好在其业务中部署新技术。 

 

在每个阶段，我们需要针对其需求提供服务，这是我们营

销和信息传递的关键点。这些阶段包括初始解决方案或是

品牌关注与知名度; 通常紧随其后的是客户真正对产品感

兴趣; 如果满足这一点，我们可以激发客户对产品真正的

欲望（即商业需求）; 最终促使客户采取行动（即做出商

业决策）。 

 

Blocko 已经开发并完善了这一模型。它拥有专门的资

源，可以对希望试用新产品的客户进行重点培养，经常将

其转变为实际的终端付费客户。 

 

Aergo 将采用经过验证的 Blocko 模型，作为双方新的联

合业务协议的一部分。 

 

该模型由 5 个核心功能和团队组成： 

1. 营销和销售；一个专注于客户教育，提高客户意识高技

能的团队。 

 

2. 业务拓展；一个专业的业务拓展团队，可以直接与客户

公司互动，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区块链可能（或不可

能）实现的内容。 

 

3. 解决方案; 一个技术解决方案参与团队，与客户合作，

共同规划、设计或改进其所需的区块链项目规格。 

 

4. 项目办公室; 一个项目参与团队，可以为新的 PoC 或实

际部署的项目提供资源和项目管理。 

 

5. 项目交付; 一个专业的区块链技术交付团队，帮助构建

所需的解决方案; 并将其转移到客户现有的 IT 基础架构

中。交付后团队也有能力进行技术支持。 

 

该工作流程根据潜在客户需求调整的案例如下： 

A 公司希望将区块链用于用例 A，A 公司有其目标规范。 

 

Blocko 受邀参与该项目的竞标。为了更好地理解客户需

求，通常会在现场进行一系列的讨论。倾听（并理解）客

户想要实现的内容，但有时这并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有

时，这些讨论可能会以一项联合协议结束，因为确实无法

为客户提供其想要的产品（在使用现有的区块链解决方案

的前提下）。 

 

经过一定的沟通，一旦 A 公司被说服并准备充分参与项

目，这时我们会派遣一支专业的解决方案开发团队造访该

公司。 一般情况下，团队需要花费数天到一周的时间来

研究达成一致的内容。然后创建一个联合定义的故事板，

以帮助可视化最终解决方案和相关工作流程。 

 

该步骤还会处理遗留 IT 接口和集成，或任何新的应用程

序开发需求（包括创建任何所需的 APIs）。 

 

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客户公司的初始期

望和要求通常会被更改为更加可行的实际解决方案。我们

也会将多年的生产交付专业知识和 IT 集成技术传授给客

户公司。这有助于实现 Blocko 作为经验丰富、技术娴

熟、易于操作的定位。 

 

在故事板完成后，客户会决定是否与 Blocko 合作。 

 

如果选择合作，我们会派出另一个专门的技术研究团队与

客户合作，以建立完全开发的技术交付规范。 

 

Blocko 业务开发团队会负责处理项目定价和交付需求。

通常在这个阶段，可能会与 Blocko 的现有客户之一进行

参考会议。 

 

签订合同后，我们将分配一个专门的项目交付经理和

Blocko 赞助商。 

 

交付解决方案时，解决方案开发团队会与客户再次合作，

以协助公司内部 IT 集成或任何特殊培训需求。 

 

最后，Blocko 的开发运营团队会协助客户管理、运营和

维护最终解决方案。 

 

由于资源有限，我们只能与高质量和对我们感兴趣的潜在

客户合作，并实现上述流程。为了确保正确的监督和可见

性，这些还需要由这些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协助。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IDA_(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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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开发前面提到的早期试用计划

（EAP），并将在未来几个月内与选出的公司进行测试。

我们将在下一个 QPU 中对这种方法的工作原理加以阐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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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财务信息更新 

 

本节将介绍 Aergo 组织 2019 年财务和运营计划的核心内

容。 

 

正如 Aergo 2019 年第一季度 QPU 报告所阐述的，Aergo

组织将在运营方面继续努力。Aergo 拥有在创业和决定如

何以及何时过渡到开发的扩展阶段方面经验丰富的团队。 

 

Aergo 组织的领导团队深知控制支出和维持低现金消耗率

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仔细平衡以下方面： 

（i）投资于真正有影响力的领域（即聘用核心开发人员

或目标业务开发专家）; 只有在绝对需要时才招聘员工; 

（ii）从战略合作伙伴 Blocko 以及支持该项目的专业行业

顾问/主要支持者处有效利用适合 Aergo 的技能和资源。 

（iii）谨慎使用 Aergo 组织现有的金融资产（即财务资

金，储备代币）。 

 

为 Aergo 项目融资是重要考量因素，因此，Aergo 组织会

花费大量时间对市场进行分析，提前规划并调整其行动方

案。 

 

对于任何快速发展的企业或行业来说，需要加快投资的时

期都至关重要。而 Aergo 组织认为， Aergo 正在进入这

一时期。 

 

Aergo 项目的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通过与 Blocko 达成了

广泛的市场营销、销售和业务拓展协议，Aergo 希望在市

场上更进一步。 

 

似乎 IBM 和亚马逊等主要的全球竞争对手都在积极准备

并遵循 Aergo 的混合区块链企业技术战略。 

 

Aergo 的主要战略合作伙伴 Blocko 也看到了这一机会，

并且正在围绕 Aergo 平台和战略进行更快、更大规模的投

资。 Blocko 资源充足，同时也在拓展收入来源、销售渠

道、员工人数、产品供应等方面的规模。 

 

Aergo 会继续战略性地利用 Blocko 强劲的资产负债表为

Aergo 的大部分业务提供资金，特别是在技术和人员方

面。根据 2019 年第一季度 QPU 所述，Blocko 实际上支

付了超过三分之二的 Aergo 直系全职员工的薪水。 

 

Aergo 组织需要不断做出明智的决策，决定在何处以及如

何对有限的资源（特别是现金）进行最佳投资。 

 

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在非关键领域保持缓慢的招聘速度，同时确保继续招

聘高质量的研发人员。 

 将营销重点放在近期影响最大的领域。 

 使用 Aergo 代币（或我们持有的其他加密货币）向

Aergo 和其他第三方的主要员工支付服务费，避免使

用现金。 

 将资源重新集中在接下来最关键的任务上。 

 管理、再平衡并充分利用 Aergo 现在的财务资金（包

括未来的代币储备）。 

 

Aergo 组织有专门的财务管理团队（由 Phil Zamani 领

导），每天不断跟踪和评估所有这些决策。 

 

Aergo 的财务团队目标非常明确： 

（i）维持较低的直接现金消耗率; 

（ii）确保满足 Aergo 的短期和长期融资需求;  

（iii）保证 Aergo 重要的储备代币。 

 

2019 年财务计划 

现在，Aergo 组织在 2019 年的全年预算为 7,801,331 美

元，比原来的目标预算 3,757,500 美元有所增加。 

 

Aergo 2018 年的支出为 4,233,550 美元， 2019 年的财务

计划同比增长 84％。 

 

这都是因为董事会决定加快 Aergo 项目下一阶段的发展; 

因此，我们与 Blocko 达成了一项长期的业务扩展协议。 

 

7,801,331 美元的财务计划符合 Aergo 组织长期业务执行

战略，并且可以直接用于 Aergo 搭建技术、生态系统和业

务的五年计划的第二年。 

 

Aergo 项目的融资主要通过综合利用 Blocko 的人力和财

务资源（详见上一份 QPU），以及使用 Aergo 自身的资

金和代币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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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财务计划总支出为 7,801,331 美元，支付方式包

括法定货币（如美元、韩元）、加密货币（如比特币、以

太币），以及[有限的] Aergo 代币。 

 

据估计： 

• 总支出中有约 2,850,000 美元（即 37％）是一次性的支

出。 

• 总支出中约 1,100,000 美元将直接通过分配 Aergo 代币

（约 250 万）支付。这些代币已经从 Aergo 生态系统的

储备金中取出。 

 

尽管加密市场最近显示出更为积极的迹象，但短期内仍不

能预测这一市场会可持续增长。 因此，我们对市场仍持

谨慎态度。在处理加密货币资产时，我们的领导团队始终

致力于做正确的事，避免任何融资、法律或合规风险。 

 

这意味着在做关键决策时，需要分长期和短期情况考虑。

因此，我们在早期进行决策，并对资产进行了重新平衡。

现已批准的 2019 年财务计划几乎不受加密货币价格未来

波动的影响（即受到保护）。 

 

如上所述，2019 年预算的资金来源将主要是现有的财务

资金。这将在下一节中进行介绍。 

 

Aergo 的财务资金 

Aergo 的财务资金是其核心竞争力和功能的保障。专业的

财务管理可以帮助 Aergo 成为一个可持续的非营利组织。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资本结构、会计流程建立、资产配

置、现金流分析、运营资本管理、风险管理，以及选择性

市场趋势分析。 

 

Aergo 的财务资金可以确保其财务和其他资产得到充分管

理，以保证 Aergo 项目的长期生存能力。 

 

Aergo 的财务资金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资产。 

 针对短期需求，使用法定货币。 

 针对中期需求，使用高流动性的加密货币。 

 针对长期需求，使用 Aergo 代币储备和投资。 

 

在 2018 年，当 Aergo 组织在提升其自身的财务能力（在

人员、技术和流程方面）时，雇佣了一家位于亚洲的领先

且受监管的财务服务公司。 这一重要职能现在已纳入内

部。 

 

通过先前的合作伙伴关系，Aergo 能够将其加密货币（当

时主要是以太）进行多样化配置，将其转变为其他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比特币、USDT、USDC、法定货币和其

他选择性资产。主要是将大部分以太资金转换为比特币和

法定货币 [在本报告发布期间，我们正在积极利用最近比

特币和以太币的反弹，进一步实现 Aergo 资金增值]。 

 

Aergo 在积极管理资金方面有严格的政策，以确保为其短

期和中期（即通常为 18 个月）的融资需求提供充足的资

金。 

 

在 Aergo 的财务资金中，目前非加密资产的持有量达到

65％以上。这些资产可以立即进行清算，来为正在进行的

项目提供资金。同时，它还允许我们加快投资，以利用项

目可能出现的任何短期或长期机会，例如与合作伙伴进行

的技术投资。 

 

后者的一个例子是，我们投资了 SatoshiPay 并与之合

作，为 Aergo 平台上的 B2B2C 客户和用户，创建基于区

块链的最快的信用卡微支付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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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目前，Aergo 组织 2019 年的运营支出情况如下表 2： 

单位：美元 支出累计（截止目前） 2019 年预算 （计划） 2018 年支出 (实际) 

(1) 薪酬 $0 (0%) $582,500 $602,500 

(2) 市场营销 $418,790 (42%) $1,000,000 $892,000 

(3) 代币生成事件 $167,946 (34%) $500,000 $880,000 

(4) 管理及总务费用 $0 (0%) $125,000 $135,750 

(5) 专业服务 $92,843 (62%) $150,000 $235,500 

(6) 生态系统与开发 $101,504 (8%) $1,250,000 $787,750 

(7) Blocko 合作伙伴关系 $1,193,831 (28%) $4,193,831 $700,000 

总支出 $1,894,914 (24%) $7,801,331 $4,233,550 

 

以下是对每个类别中资金使用情况的概述： 

（1）薪酬：用于支付 Aergo 组织所有成员和顾问的总费

用。将于 2019 年下半年支付。 

 

（2）市场营销：包括 2019 年期间举办的活动、公关、

广告、数字营销、代币生成事件营销、赞助、社区奖励、

商品推广和其他社区活动。 

 

（3）代币生成事件：这是对 2019 年持续代币活动的所

有成本的估算，包括总金额约 200,000 美元的 Aergo 代

币，用于选择性的发布、促销和竞赛活动。 

 

（4）管理及总务费用：包括租金、保险、水电费、设

备、软件/IT 和差旅费用。这些费用还包含了 2019 年下半

年的费用，因为我们在去年年底已经预付了一些服务费

用。 

 

（5）专业服务：包括为 Aergo 提供服务的第三方费用; 

包括法律咨询、合规、反洗钱 / KYC、银行、审计、税务

和会计费用。 

 

 

 

 

 

（6）生态系统与开发：包括产品工具、培训、安全和工

程整成等成本。随着我们（ i）稳定并扩展最近推出的

Aergo 主网;  （ii）完成初始合作伙伴区块候选计划的孵化

阶段，这些成本预计会上升（与预算一致）。 

 

（7）Blocko 合作伙伴关系： 一次性的支出，用于 Aergo

核心平台产品开发的基于工作量（SOW）的合同声明

（例如，主网交付的费用、主网运营支持和后续主网产品

开发的费用）。其中包括 Aergo 和 Blocko 之间达成的新

的重点和全面的销售、市场营销和业务拓展协议（主要涵

盖 2019 年的剩余时间以及明年）。 

 

如果情况发生变化，或者 Aergo 决定在 2019 年剩余时间

内加快或放慢其业务执行计划，则上述成本可能会增加或

减少。 

 
2 我们将 2019 年迄今的实际支出与更新后的 2019 年全年计划进行了比

较。2018 年的实际全年支出也列在表中，仅供比较。 

 

代币用途 

Aergo 代币是一种实用型代币，主要用于支持 Aergo 平台

和运行在其上、下或旁边的新的、尚未创建的服务，同时

支持其相关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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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go 实用型代币旨在通过一系列复杂因素组合获得并存

储价值。 

 

可能影响 Aergo 实用型代币的价值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1. Aergo 可能会通过全球的开发者、业务合作伙伴和客户

（我们称之为 aNPV 或 Aergo 净现值）来解决潜在的未

来问题的独特性（Aergo 解决方案可能会交付）； 

2. 目前在 Aergo 主网上提供的直接相关服务; 

3. 正在开发的未来服务; 

4.  Aergo 主网当前的使用情况; 

5. 提高 Blocko 现有客户的使用率; 

6. 未来的使用水平及服务需求（尚未规划）; 

7. 第三方计划提供的补充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例如云服

务、咨询）; 

8. Blocko 基于其衍生的（以企业客户生产部署为重点

的）Aergo Enterprise 产品，成功实现交付并赢得新客户; 

9. 主要行业领域现有的和未来可能的目标市场渗透率;  

10. 合格的代币持有人（或权益供应商）可以随时获得可

用的 Aergo 代币的稀缺性。 

 

以下是使用 Aergo 代币的五个简单示例。 

 

第一，使用 Aergo 主网是免费的，但执行智能合约需要支

付少量 gas 费用。从长远来看，鉴于 Aergo 是为全球企

业规模而打造的，我们预计未来将有数千份智能合约在

Aergo 上运行。 

 

第二，使用额外的第三方计算机资源，例如来自 Amazon 

AWS 等云服务提供商的存储和 CPU 带宽; 这些都通过

Aergo 代币进行购买。我们预计很多企业将在未来几年内

部署混合区块链的解决方案。 

 

其中一些机构（如银行、政府）可以选择在由安全、合规

的节点供应商托管的 Aergo 的私有侧链上运行部分混合系

统：例如领先的电信或托管公司，它们都是 Aergo 的目标

客户。 

 

这些侧链还需要 Aergo 代币来链接（并“锚定”）到核心的

公共 Aergo 主网。 

 

第三，从 Blocko 等特定公司获得集成、咨询或订阅支持

服务，以集成、部署和管理/支持 Aergo 的企业级生产部

署，这些服务都需要支付 Aergo 代币。根据我们与

Blocko 的最新战略协议，他们未来的所有服务都将基于

最新的 Aergo Enterprise 产品，这也需要支付 Aergo 代

币。 

 

第四，企业客户可以使用 Aergo 实用型代币从第三方购买

额外的应用程序服务。例如，未来的 Aergo Marketplace

可以作为一个交易场所和独立的生态系统，企业可以从其

中购买和使用开发人员在 Aergo 上创建的 dApp。他们会

用 Aergo 代币来支付开发人员（即获得许可），从而在其

生产系统中使用这些应用程序。 

 

最后一个实用案例，为了确保 Aergo 主网的安全，为了投

票支持和管理区块生产者，以及为了支持底层的主网生态

系统，需要对区块生产者进行投票和管理，并支持底层主

网生态系统，需要获取和抵押 Aergo 代币。 请注意：尽

管总共创建了 5 亿个 Aergo 代币，但其中有近 1.5 亿代币

被长期锁定，用于维护与支持生态系统。 

 

试想一下，如果十年前，亚马逊 AWS 云服务推出时使用

AWS 代币作为其生态系统内价值交换的媒介，并且市场

上流通的 AWS 代币数量有限。那么，如今大规模的客户

都在使用 AWS 服务，这会为假设的 AWS 代币带来巨大

的价值。 

 

Aergo 代币的实用性以及相关的代币经济学是需要完全理

解的复杂内容。因此，Aergo 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

份详细的代币经济学论文，该论文将更详细地解释代币使

用模型。 

 

代币储备使用情况  

现有的 Aergo 代币总数为 5 亿个（即总供应量）。根据

Aergo 组织的章程（AoA），该总数是被锁定的。 

 

这 5 亿个 Aergo 代币主要可以分为五个使用类别： 

（1）私人代币销售 

 （2）社区激励 

 （3）储备代币 

 （4）顾问和支持者代币 

 （5）员工和团队代币 

 

实际上，这些 Aergo 代币还可以细分到 25 个子类别，根

据项目的不同使用目的。最大的单一类别为 2018 年 8 月

进行私人代币销售的部分代币（共计 135,392,289 个代币

售出，占 5 亿总额的 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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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go 代币将在十年内陆续发行。部分将先行发售（私募

代币持有者，在 2018 年 12 月的代币生成事件后一年内

发行）。 其他的代币（Aergo 团队代币）将在未来三年

内发行。还有一些 Aergo 代币实际上永远不会发行（长期

权益代币）。 

 

例如，基于商定和签署的商业合同，我们在 2018 年 12

月发行了 10％的代币，出售给符合资质的个人和公司。

在 2019 年第一季度末（3 月），我们向同一批代币购买

者进一步发行了 30％的代币。到今年年底前，我们不会

再向这批代币持有者发行代币。这是我们恪守的承诺。 

 

自项目初始时，我们便决定将大部分的 Aergo 代币用于创

建、测试、部署、保护和维护核心 Aergo 主网。我们知

道，只有庞大的合作伙伴网络才能使 Aergo 充分发挥其潜

力。我们也深知，处理这样一个技术复杂的长期项目需要

时间。 

 

在 5 亿代币的总供应量中，约 45％的（222,727,400 个）

Aergo 代币被指定分配（即保留）用于长期建立、支持和

维护 Aergo 平台及其生态系统。 

 

这类特殊的 Aergo 代币，被称作 Aergo 平台代币储备

（ATPR）。部分储备（即 4320,433 个代币，占总供应

量的 9％）将在头五年内使用；绝大部分的储备（即

179,416,997 个代币，占总供应量的 36％）将在未来十年

内使用。 

 

在 Aergo 平台代币储备中，最大的单一种类的的代币预留

在 Aergo 公共主网中用于未来增发。这些代币预计将由我

们指定的未来 23 个区块生产商持有并使用（即

“staking”）。鉴于这些代币需要由保护 Aergo 主网安全的

区块生产者获得并抵押以保证 dPOS 共识协议顺利运行，

因此这些代币不太可能在任何一段时间内流通。 

 

ATPR 中总共预留了 1.25 亿个 Aergo 代币用于 dPOS

（占总供应量的 25％）。在孵化、完善和开发区块生产

者计划时，我们将锁定这 1.25 亿个代币。我们将非常缓

慢地解锁这些代币，只有当每个区块生产者已孵化，并能

够向 Aergo 表明它有能力成为我们的合格的和经认证的区

块生产者之一时才会解锁。 

 

为保证透明度，我们在下文中阐述了 ATPR 的完整分解。

迄今为止，我们只发行了其中不到 3％的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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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Aergo 平台长期构建的代币概览 3:  

（A 类）社区激励 （1 – 10 年）  

生态系统（区块生产商，dApps） 30,000,000 (占总量 6.0%) 

开发者与开源生态系统 3,000,000 (占总量 0.6%) 

共识储备 1 62,500,000 (占总量 12.5% ) 

共识储备 2 62,500,000 (占总量 12.5%) 

测试、部署、运营 Aergo 21,416,997 (占总量 4.3%) 

（B 类）基础储备金（1 – 5 年）  

业务开发 10,000,000 (占总量 2.0%) 

营销与公关 10,000,000 (占总量 2.0%) 

社区激励 10,000,000 (占总量 2.0%) 

进入新的市场，代币生成事件 5,000,000 (占总量 1.0%) 

基础应急 8,319,434 (占总量 1.7%) 

分配给长期平台和生态系统发展的代币总量  

A 类总量 179,416,997 (占总量 36.0% ) 

B 类总量 43,320,433 (占总量 9.0%) 

代币总量 (A 类 + B 类) 222,737,430 (占总量 4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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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go 代币指标 

以下是自今年 3 月初的最近一次相关代币报告以来对 Aergo 代币指标的更新。在报告之后我们发行了很多 Aergo 代币。目

前的流通供应量为 106,416,991，占总供应量的 21.3％。 本节描述了这些代币发行的原因，以及对当前和计划的 Aergo 代

币流通情况的看法。有时，Aergo 代币指标会被重新平衡，以适应 Aergo 项目短期和长期的不同性质。 

点击此处查看各大 Aergo 代币持有者的完整指标和时间表。 

 

 Aergo 代币分配 3概述如下： 

 代币数量 

在私人代币销售中出售的代币，包括折扣 135,392,289（占总量的 27.1%) 

为 Aergo 生态系统中的开发者、社区、合作伙伴和企业提供的激励代币 161,207,844 (占总量的 32.2%) 

未来的 dApps、合作伙伴、业务拓展和营销/公关的储备代币 120,819,434 (占总量的 24.2%) 

支付顾问、团队建设、测试、部署和运营 Aergo 的代币   82,580,433 (占总量的 16.5%) 

代币总供应量 500,000,000 (占总量的 100.0%) 

 

最新 Aergo 代币的流通供应量 3 (截至 2019/05/17) 如下： 

 代币数量 

发行给 Aergo 私人代币销售参与者的代币   56,914,399 (占总量的 11.3%) 

从 Aergo 储备池中发行的代币   23,501,378 (占总量的 4.7%) 

发行给顾问和关键支持者的代币   13,046,865 (占总量的 2.6%) 

作为各种生态系统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发行的代币   12,954,349 (占总量的 2.6%) 

代币总流通供应量 106,416,991 (占总量的 21.3%) 

 

未来预计 Aergo 代币的流通供应量 3 (未来五年) 如下： 

 代币数量 

截至 2019 第二季度末，预计流通代币数量 120,000,000 (占总量的 24.0%) 

截至 2019 年底，预计流通代币数量 246,314,397 (占总量的 49.3%) 

截至 2020 年底，预计流通代币数量 314,897,015 (占总量的 62.9%) 

截至 2021 年底，预计流通代币数量 385,897,015 (占总量的 77.1%) 

截至 2022 年底，预计流通代币数量 430,000,000 (占总量的 86.0%) 

截至 2023 年底，预计流通代币数量 450,000,000 (占总量的 90.0%) 
3读者不应依赖前瞻性估计进行购买、出售或持有 Aergo 代币或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所有未来的流通供应量估算均基于 Aergo 组织的当前执行计划。此处

的前瞻性陈述受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实际结果出现重大差异。

https://medium.com/aergo/addressing-the-community-aergos-token-metrics-8441367e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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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节：利益相关者提出的主要问题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Aergo 组织再次从社区中收到了一些

问题。我们会继续鼓励利益相关方尽可能地提出任何问

题。我们将始终本着公开、坦诚、透明的精神回答所有问

题。在本节，即最后一节，让我们来回答这些关键问题。 

 

为什么 CoinMarketCap 上的 Aergo 代币流通供应量低

于报告中提到的数量？ 

CoinMarketCap 是加密货币领域市场数据的主要来源。他

们最近对未来的和新项目的流通供应量的测量和验证方式

进行了调整。此举意在针对其网站上列出的一些早期项

目，这些项目向网站提供虚假代币供应量以获得竞争优

势。 

 

我们会继续与 CoinMarketCap 团队合作，确保 Aergo 代

币的流通供应数据准确无误。截至本次 QPU 发布日期，

Aergo 代币的实际流通供应量为 106,416,911 个（即总供

应量的 21.3％）。 目前，Coinmarketcap.com 上 Aergo

代币的流通供应量为 103,934,83 个（即总供应量的

20.8％）。 当然，报告显示的数字多少会存在轻微的滞

后/差异。 

 

我们还将与 CoinGecko 等其他领先公司合作，确保有关

Aergo 代币供应模型的信息得到准确报告。 

 

为什么要对主网进行孵化？ 

Aergo 是一个真正的大型企业级混合区块链平台。它从头

开始构建，包含具有高度适应性和创新性的复杂技术组

合。 前者包括 LUA，经过修改的现代化的 SQL 智能合约

语言; 后者是新的编程技术，例如应用程序微服务，结合

了编排和先进的、自动化的无服务器云部署功能。我们预

计，一些领先的托管服务提供商，如 ISP 和具备云计算能

力的电信公司，不仅希望成为区块生产商，而且可能希望

为客户提供额外的服务，以便他们在其云基础架构中运行

其侧链。 

 

我们还使用各种共识模型 ; 用于 Aergo 公共主网的

dPOS，以及用于侧链的先进和高性能的基于领导节点的

POA 协议。 Aergo 新开发的双向默克尔桥是一大创新机

制，允许 Aergo 代币持有者在持有的代币之间进行选择，

或将其抵押以保护 Aergo 主网的安全。 区块生产者需要

充分了解这些高级功能，以便能够帮助保证稳定和扩展

Aergo 的可用功能。Blocko 在这方面拥有广泛的专业知

识，正在代表 Aergo 领导其首批 13 个区块生产商的早期

培训、实施与支持。 

 

随着我们不断开发、完善和测试 Aergo 代币经济模型，我

们将谨慎地将这些先进功能传授给所有 Aergo 区块生产

商。企业级平台通常需要数年才能真正成熟。我们认为我

们分阶段的方法不仅审慎，而且很可能在长期内为所有潜

在参与者提供更安全、更高性能和更有弹性的网络。 

 

请阅读关于 Aergo 主网孵化阶段的详细媒体文章以获得更

多信息，。 

 

一些大型供应商似乎在遵循您的混合区块链、无服务器云

和开源模型。对于这些全球竞争对手，您会感到紧张吗？ 

不，实际上我们非常高兴。就像甲骨文公司在 1998 年宣

布采用和支持 Linux 一样 – 允许像亚马逊、微软、IBM 和

谷歌等公司通过类似于 Aergo 过去 18 个月推广的方式进

入市场，这会帮助证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些竞

争对手的加入，将提高全球所有行业公司的意识，即混合

区块链是那些真正希望创建颠覆性、分布式信任模型的企

业的未来。 

 

世界经济论坛近期预测，在未来 5-7 年内，全球 10％的

GDP 将用于基于区块链的系统。这也是 Aergo 致力于解

决的市场问题。是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Aergo 是否可以实现扩展并与其他平台进行交互和合

作，比如以太坊或 Hyperledger？ 

我们专注于传达真实客户告知我们的信息。Blocko 拥有

许多已部署私链的生产中客户，但他们看到了未来对

Aergo 这样的混合区块链平台会有需求。我们认识到，以

太坊是一个了不起的通用智能合约平台，因此我们已对该

区块链以及其 dApp 提供了大力支持。以太坊应用程序现

在可以在 Aergo 上轻松运行。IBM Hyperledger 得到了大

量新闻报道，许多报道中谈到概念证明（并非生产中部

署）; 与我们沟通的多数客户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在主要

关注私有区块链模型的平台上构建生产系统。 

 

如上所述，我们将以客户和合作伙伴为指导; 除非有需

求，否则，我们不打算与其他平台进行合作。 

 

是否对 Aergo 董事会或顾问团队进行了调整？如有调

整，原因是什么？ 

https://medium.com/aergo/aergo-mainnet-incubation-8f097344d1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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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时要为这个项目做出正确的决策。在任何时

候，都不应牺牲 Aergo 的专业性、保密性和透明度。

Aergo 团队的行动是要确保 Aergo 平台实现长期的成功 - 

不仅包括技术开发完成 - 还涉及一些如何将解决方案真正

商业化的重要问题。 我们或许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顾问

委员会之一。 

 

与其他拥有所谓加密顾问的项目不同 - 我们的加密顾问经

验丰富且十分成功，同时我们的团队里还有几个非常重要

的领域的业内资深人士，如网络安全、企业云计算、电

信、开源领域专家，以及来自企业风险投资、银行、交易

所、电子商务、法律、数据保护和软件开发等领域的资深

高管。 

 

Aergo 将继续壮大我们的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可以

倾听我们的意见，而且，当我们面临项目的挑战性决策时

为我们提供绝佳的建议。我们确实对 Aergo 董事会做了一

些调整，我们的一位前董事离开我们另寻高就了。我们很

高兴地告诉各位，这个职位将很快由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高

管来担任（我们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 

 

Won-Beom Kim（Blocko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也加

入了我们，担任首席科学顾问。在区块链领域，Won 是

真正的远见者，他从一开始就是 Aergo 项目的热心支持者

及顾问。 

 

Aergo 和 Blocko 实际上一样吗，换言之两者是同一家公

司吗？ 

不是的。Blocko 是一家成立了五年的私营企业，总部位

于韩国首尔。它拥有主要投资者和股东（如三星风险投资

和 Intervest）。 其关注重点是为大型企业、地方政府和

其他商业实体提供企业级和生产就绪的区块链解决方案。

Blocko 拥有超过 25 个大客户，并已交付了超过 35 个成

功的区块链项目。它是 Aergo 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因为它

（i）（根据合同）为其开发核心技术; （ii）是 23 个区块

生产商之一（并且还协助 Aergo 进行相关的区块生产者孵

化计划）;（iii）根据我们最新的长期战略协议，Blocko 还

将为 Aergo 提供销售和业务拓展支持。 

 

Aergo 总部位于香港，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它也获得了单

独的投资（包括红杉资本中国等主要行业投资者）。

Aergo 致力于构建创新型区块链解决方案。它结合了四大

关键要素：（a）高性能、安全、可扩展的混合公有和私

有区块链平台;（b）全新的无服务器计算（云）编排和部

署框架;（c）为开发人员提供先进且易于使用的编程和 IT

集成/部署模型；（d）它是从头开始构建的全新的洁净室

开源项目。Aergo 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拥有严格的治理

和操作指南。它的成立是为了确保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

这一开放平台。Aergo 代币是一种实用型代币，是使用在

核心（免费和开源）平台上运行的额外增值服务所必需

的。 

 

Aergo 旨在成为一个面向企业、集成商和开发者的全球平

台 – 如同 IT 领域的 Linux 一样。 

 

Blocko 旨在成为全球性的 Aergo 产品和解决方案供应商 – 

如同 Red Hat 成为 Linux 的供应商一样。 

 

请阅读关于 Blocko 和 Aergo 之间的关系的详细媒体文章

以获得更多信息。 

 

随着 Aergo 代币在更多交易所上市，我们能期待什么？ 

我们认识到，向广大的代币购买者社区推广 Aergo 代币十

分重要。这不仅是为了提高 Aergo 项目的市场知名度，我

们还希望吸引潜在想要获得 Aergo 代币的行业合作伙伴，

来帮助我们保护和运营公共主网平台。（如上文所述）我

们的区块生产者孵化计划已经启动。 

 

我们预计，Aergo 代币将连续在三个阶段在各交易所上

市。第一阶段开始于 2018 年第四季度末，主要在韩国的

交易所上市，这里也是 Blocko 大多数现有企业和政府客

户的所在地。 在 2019 年第一季度，Aergo 代币开始转向

规模更大、更加成熟的国际交易所上市，如 Bittrex 

International 和 Upbit。 在最后一个阶段，Aergo 代币可

能会在未来的全球交易所上市。 

 

你们是如何利用当前的项目支持者关系的？ 

我们定期与主要项目支持者沟通，会和部分支持者交流更

频繁一些。我们的支持者不仅对我们的技术和未来愿景

（建立在利用 Aergo 的商业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很有信

心，他们还对我们的团队和领导层表达了信任，相信他们

会继续推动 Aergo 向前发展。 

 

我们与一些大公司（即 NEO Global Capital 、 JRR 

Crypto、Arrington XRP Capital、FBG Capital、红杉资本

中国）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关系。其中许多公司对加密相关

事宜非常了解，因此，我们经常就复杂事项或我们没有足

够专业知识的领域向他们进行咨询。其中一些公司在其他

https://medium.com/aergo/drawing-a-parallel-between-linux-and-blockchain-160f79ca74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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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加密领域也拥有庞大的关系网，这对 Aergo 项目取得成

功也十分重要。 

 

例如，红杉资本对技术领域十分熟悉，可以接触到 Aergo

重要的潜在系统集成商合作伙伴，当然还有帮助 Aergo 组

织极大地实现其目标的其他深厚关系。 

 

另一个例子是 Michael Arrington 与其新扩展的 Arrington 

XRP Capital 团队，现在包括 Ninos 和 Ninor Mansor。他

们在公关、定位和信息等方面提供了出色的支持，同时也

帮助我们处理了更为复杂的问题，如定量分析和代币经济

学。 

 

拥有这些支持者帮助我们制定更强大的前瞻性商业战略，

我们感到十分自豪和幸运。 

 

在核心市场之外，Aergo 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尤其是

在中国。 你们又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直到最近，韩国一直是我们 Aergo 工作的中心。我们的战

略合作伙伴就在这里; 他们的许多企业客户也是如此（他

们已经使用了许多 Aergo 的核心技术）。随着我们进入业

务发展的重点执行阶段，我们将投入更多的时间、财力和

资源来将业务扩展到世界各地。 

 

中国是我们目前的目标地区，因为我们在那里有许多社区

成员，更重要的是，有许多可以在其业务和商业生态系统

中利用 Aergo 的潜在客户。对于中国市场，我们有三大核

心要素： 

1. 与中国领先的区块链组织和生态系统建立深厚的技术和

商业合作伙伴关系。 

2. 通过多种加密渠道和目标行业公司提高 Aergo 的品牌

知名度。 

3. 与特定行业的专业技术集成商和开发者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 

 

我们正处于计划的后期阶段，并准备执行其中的第一阶

段。我们对中国市场的重新关注刚刚开始——我们应该会

在几个月内看到结果。例如，我们将在未来几周内积极参

与两个重要的中国行业活动并发言。 

 

2019 年 CHTA Connecting Travellers 活动将于 5 月 28

日至 30 日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国领先的酒店管理集团、

风险投资家和航空公司的 CIO 们将会听取 Aergo 的介

绍，并了解 Aergo 区块链将如何帮助他们实现企业和行业

的转型。 

 

在 6 月，我们将参加 2019 年上海 GSM 世界移动通信大

会（MWC）。在这里，我们将与当地一些领先的电信运

营商和托管服务提供商讨论和展示 Aergo 区块链解决方案

以及下一代技术，如 5G、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他们不仅可以作为区块生产商帮助保护和运营 Aergo 平

台，也可以在 Aergo 这个载体上向许多行业的可能会希望

使用私有的 Aergo 侧链的公司销售托管服务。数字信任是

MWC19 的主题之一——我们将在那里展示 Aergo 如何帮

助客户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将积极参加面向客户的重大活动，并在活动中展示

Aergo 解决方案。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也将会减少参与

加密会议的时间。 

 

 

http://en.chta.com.cn/news-con-34.html
https://www.mwcshanghai.com/about/event-themes/
https://www.mwcshanghai.com/about/event-themes/


感谢您阅读本报告。

我们发布了一份详尽的季度项目更新，以详细说明Aergo组织的绩效及其在推进Aergo项目

方面取得的进展。

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让我们的利益相关者了解情况，还要确保我们忠于最核心的价值观：信

任，透明和开放。 我们对自己负责任，因为我们仍对您负责。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如需定期更新，请使用下面的二维码关注微信。

直到下一次，

Aergo 团队

mailto:hello@aergo.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