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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概述

1.1 经济和治理概述

本文描述了aelf 系统内的各个角色，明确了生产节点、候选节点、Token持有者(用户)、开

发者的激励模式、权利及责任。

aelf 经济和治理在项目的生态及核心业务流程上起到加强协作的重要作用。通过激励行业内

各方参与者的加入，推动整个 aelf 生态的价值增长；采取更为合理的分配规则，对整个 aelf

参与方及贡献者进行经济激励，促进aelf 生态健康持续发展。

1.2 经济和治理角色定义

在aelf 生态中，有以下角色：生产节点、候选节点、开发者、Token持有者（用户）：

● 生产节点：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通过申请成为生产节点，区块生产节点按照共识规则

参与生产区块，同时获得出块奖励；

● 候选节点：根据投票排名未能成为生产节点者即为候选节点；

● 开发者：基于aelf 平台开发DApp的个人或者组织称为开发者；

● Token持有者（用户）：拥有aelf 平台有价资产者称为Token持有者（用户）。



2 Token模型

2.1 种类

aelf 中 Token 分为 4 个大类即：ELF、资源 Token（CPU 资源、RAM 资源、DISK 资

源、NET资源、READ资源、WRITE 资源、STORAGE资源、TRAFFIC资源）、开发者创

建的Token、投票凭证（VOTE Token，SHARE Token）；

1) ELF：aelf 平台上主要的Token，用于交易费、侧链索引费、申请生产节点的押金以及

生产节点的出块奖励等；

2) 资源Token：用于开发者支付链或DApp 运行时对资源的消耗，开发者需要保证有足

够的资源 Token 以保证链或 DApp 正常运行。使用 ELF 购买资源 Token，出售资源

Token兑换成ELF；

3) 开发者创建的Token：在 aelf 平台上，开发者可以创建Token，构建自己的Token 模

型及激励机制；

4) 节点竞选投票凭证：用户通过为生产节点投票而获取投票收入，投票后获得等额的投

票凭证，投票凭证用于赎回投票。通常SHARE Token是用于获取侧链奖励的凭证。

2.2 发行及释放计划

1) ELF发行总量：10亿枚；

2) 挖矿比例：1.2亿枚（12%）；

3) 释放计划：在总量封顶的原则下按照每四年减半；



4) ELF及资源Token发行后不再增发；

5) 资源 Token 总量：CPU 资源、RAM 资源、DISK 资源、NET 资源、READ 资源、

WRITE资源、STORAGE资源、TRAFFIC资源各5亿枚。

2.3 销毁机制

在aelf 生态中，以下两个场景将销毁一定比例的ELF：

1) 交易费：交易费的10%执行销毁，主链上剩下的90%进入奖励池，侧链上如果设置了

fee receiver 则将剩下的90%打入该地址中，否则全部销毁掉；

2) 资源购买：资源Token购买需要支付千分之五作为手续费，其中50%销毁，50%进入

奖励池。

2.4 资源 Token交易模型

资源Token交易采用Bancor 模型，没有询价的过程，买卖价格都由Bancor 模型决定，

可以快速交易，在用户不多、交易量少的情况下，仍能保证资源Token与ELF的即时兑换。

在发行资源Token时，我们将其发行的总价格与一定ELF价格锚定，即:

cw为常量，connector balance为锚定ELF的总量

当某一时刻买卖 个资源 Token时，假设：



F 为 cw； B 为 connector balance；资源 S 为 Token supply；

该时刻资源 Token 价格为P，可得：

在这里可以确定各个时刻P与S的关系，因此，此时可以由积分 计算出买（卖）

个资源Token 所花费（得到）的ELF，例如：购买 的资源 Token 时，所需花费的ELF

为：

同时也可以根据公式（5）的逆运计算出，花费 的ELF可以买到多少资源Token:

现在假设有一种中间代币，Relay Token；它所锚定的 connector 是 ELF Token 与资源

Token； 在某一时刻花费 的 ELF Token 买入 的 Relay Token 以后，再花费 的

Relay Token 买入资源 Token，以此来决定此刻资源 Token 与 ELF Token 的兑换关系。公式

如下：



买卖所花费（得到）的ELF 如下公式计算（a 为用户买/卖 Token的变量）：

买：

卖：

以下常量由议会组织投票决定：

● bt: balance of to connector （to connector 的实时头寸，初始为生产节点决定）

● bf: balance of from connector （from connetor 的实时头寸，初始为生产节点决定）

● wf: weight of from connector （权重常量）

● wt: weight of to connector （权重常量）

其中，a在用户购买/卖出Token时传入，表示要购买/卖出 Token的数量。购买时，a越

大单位Token花费的ELF越多。卖出时，a越大，所卖出的单位Token价格越低。

使用该交易模型，从经济系统的角度上来看，任意时刻，两种connector 的价值都是等量的

Relay Token。假设资源 Token connector balance 初始设定为 A，ELF Token connector

balance初始设定为M。

当购买a个资源Token所花费的N个ELF放入抵押账户以后:

● 资源Token connector balance 为（A - a）



● ELF Token connector balance 为（M + N）

根据该模型的思想，在任一时刻两种Token价值相同，则 。 可以看出

当a无限接近于A时，剩余资源Token对应的ELF价格趋近于无穷大。由于该等式在任一时

刻皆成立，用户一次性购买越多的资源Token所需花费的ELF Token越多，反之，用户一次

性卖出更多的资源 Token 时，ELF 兑换的平均价格会更低。这个特性也有利于阻碍投机行

为。

2.5 按时间付费模型

在互联网应用程序开发过程中，开发者通常租用云服务商的服务器来部署应用程序，进而

为用户提供服务，应用程序可以独享服务器的计算资源。在 aelf 中，侧链开发者可以通过支

付CPU Token、RAM Token、DISK Token、NET Token 来独享一条侧链，这条侧链拥有独

立的计算及存储资源。独享侧链按照使用的时间计价。费用的单价由生产节点及开发者共同协

商确定。

2.6 跨链索引费模型

侧链开发者想要实现跨链转账及跨链验证需要让主链对侧链的区块信息做索引，为此需要

支付区块索引费，区块索引费收取单位为ELF，按照区块收取，收取的金额由议会组织及开

发者共同决定。初始的索引费在申请创建侧链时以参数的形式传入，可以通过提案的形式对索

引费额度做调整，当议会组织及开发者均同意调整的方案后生效。



2.7 开发者分成模型

aelf 网络降低了开发者使用侧链的门槛，支持开发者通过收入分成的形式使用侧链资源。

此模式中，开发者承诺将一定比例的收入分配至侧链奖励池（具体比例由开发者和议会商议决

定）,同时需在侧链部署一个 Token Holder 合约。在主链为节点投票的用户可以 1:1 地获得

SHARE代币，用户将SHARE代币跨链至该侧链并质押进Token Holder 合约便可以按约定比

例获得侧链奖励。

2.8 交易费模型

在aelf 中有两种交易费付费模型，开发者付费模型和用户付费模型。开发者在开发合约的

时候可以选择开发者付费模型，也可以选择用户付费模型。

2.8.1 开发者付费模型

开发者付费模型指由开发者承担交易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区别于开发者按时间付费

模型，开发者付交易费模型是一种按需付费方式。通过分析交易执行时对资源的使用情况来收

取开发者交易费。使用资源Token 来度量DApp 对资源的按需使用情况，这些资源Token 包

括 ： READ Token ， WRITE Token ， STORAGE Token ， TRAFFIC Token 。 其中 ，

READ/WRITE Token 用来支付交易执行时对状态数据库的读写（对 CPU 及 RAM 按需使

用）；交易大小会影响网络传输及最终的存储，STORAGE Token 用来支付按需使用的存储

资源，TRAFFIC Token用来支付按需使用的网络带宽资源。

根据各个资源在交易中的使用情况分别设置一定的阀值，由该阀值划分为小于阀值的正常

收费区间和超过阀值的额外收费区间。在正常收费区间内，按资源使用量的单位价格来收费，



额外收费区间除了按单位价格收费以外，还增加了超出部分按平方级来计算的额外功耗费。具

体阀值的制定根据各个资源在实际交易中的使用情况来计算。

● READ Token:

count 是计量所消耗READ的基本单位，根据实际交易，由程序实时计算出来的变量。其

中100000是因为计算精度取8位，实际代表常数0.001。计算公式的系数可以通过升级合约

的方式更新。

● WRITE Token:

count 是计量所消耗WRITE的基本单位，根据实际交易，由程序实时计算出来的变量。其

中100000是因为计算精度取8位，实际代表常数0.001。计算公式的系数可以通过升级合约

的方式更新。

● STORAGE Token:



count 是计量所消耗STORAGE的基本单位，根据实际交易，由程序实时计算出来的变

量。其中100000是因为计算精度取8位，实际代表常数0.001。计算公式的系数可以通过升

级合约的方式更新。

● TRAFFIC Token:

count 是计量所消耗TRAFFIC的基本单位，根据实际交易，由程序实时计算出来的变量。

TRAFFIC使用量是通过所发交易的参数大小（byte）来计量。其中100000是因为计算精度

取8位，实际代表常数0.001。计算公式的系数可以通过升级合约的方式更新。

2.8.2 用户付费模型

用户付费模型指由用户承担交易执行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在 aelf 中通常系统合约都要求

实现用户付费模型，用户付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按照交易的大小收取，另一部分由开发者在

合约中设定。其中按照交易大小收取的公式如下：

count : 是计量所消耗交易大小的基本单位，由程序实时计算出来的变量。其中100000是

因为计算精度取8位，实际代表常数0.001。计算公式的系数可以通过升级合约的方式更新。



3 主链的激励模型

3.1 奖励池模式

aelf 通过奖励池实现奖励的分配，主链奖励池奖励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 出块奖励

aelf 发行总量12%作为挖矿奖励。生产节点按照区块打包数量给予ELF奖励，奖励数

量每 4 年减少 50%。aelf 每 4 秒生产 8 个区块，每产生一个区块将产生 0.125 枚

ELF，每4年减半；

时间 奖励

第1年～第4年 每生产一个区块奖励0.125ELF

第 5年～第8年 每生产一个区块奖励0.0625ELF

第 9年～第12年 每生产一个区块奖励0.03125ELF

2) 交易费

在主链上，发送交易要付交易费，交易费的 90%进入奖励池。侧链上，如果设置了

fee receiver 则将交易费的90%打入该地址，否则全部销毁掉；

3) 资源Token的交易费

买卖资源Token产生交易费，产生的交易费50%进入奖励池。



图 1.3 奖励池结构

奖励池的分配方式及比例：

类别 占奖励池比例

生产节点的基本奖励 10%

新上任节点奖励 5%

有新上任节点后用户机动奖励 5%

候选节点奖励 5%

用户投票奖励 75%

3.2 生产节点的激励

生产节点有以下责任：

1) 收集交易、验证交易并把交易打包成区块，广播区块给其它节点；

2) 在通过验证后将区块添加到本地区块链上，维护aelf 整个生态系统稳定。

生产节点的激励：



1) 以上一届出块数量作为参考依据，衡量生产节点的奖励分配权重，分配奖励池中“生产

节点基本奖励”部分（占奖励池10%）；

注：权重计算方式如下：如果某生产节点产生的区块数大于或等于平均出块数的百分之

80，则试用期实际区块生产数量作为权重；如果某生产节点产生的区块数少于平均出块数的

百分之80，则按比例削减其分配权重；如果某生产节点产生的区块数少于平均出块数的百分

之50，则其权重为0，即不能领取该奖励。

2) 当本届有新上任节点时，新上任的节点将平分“新上任节点奖励”（占奖励池 5%）；否

则，该部分奖励并入“生产节点基本奖励”；

3) 当本届有新上任节点时，“机动奖励”（占奖励池5%）并入“用户投票奖励”；否则，该

部分奖励并入“生产节点基本奖励”；

4) 通过为开发者构建侧链网络带来的奖励：

a) 为侧链开发者索引区块产生的索引费奖励；

b) 收取侧链开发者的资源费奖励；

c) 侧链开发者分成奖励。

注：第4项在“侧链开发者激励模型”中有更详细的描述。

3.3 候选节点的激励

候选节点的责任：验证区块，候补生产节点，维持整个生态稳定。

候选节点的激励：按照得票数前（生产节点数*5）个节点平均分配“候选节点奖励”部分

（占奖励池5%）。



3.4 投票用户的激励

投票用户的责任：共同选举能够代表大众意志的生产节点，形式大众的共同决议

投票用户的奖励：按照用户投票数量权重及锁定时间维度分配原则。用户进行节点投票，

需要选择投票时长，投票时长用户可选择3个月、6个月、12个月、24个月，最长投票时长

36个月。按照时长越长，参与分配权重越大的原则进行分配。

我们约定：锁定时间与投票数量大小所占权重比为2 ：1

按天数以复利计算每一票的权重，不同锁定期的每日权重增长率不同，默认为：

● 锁定期一年以内的每日权重的增长率为：0.1 %

● 锁定期二年以内的每日权重的增长率为：0.15 %

● 锁定期二年以上的每日权重的增长率为：0.2 %

我们按照如下公式计算权重：

푡표푡�� 푤푒��ℎ푡 = �푚표��푡 × ( ( 1 + �푟표푤푡ℎ 푟�푡푒)푡 + �)

其中变量amount 是用户投票量，变量 t是投票对应的锁定时间（以天为单位），这两个

变量由用户决定的。

所有参与投票的用户，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权重，分配奖励池中用户投票奖励。（奖励池

中的75%）

议会组织通过提案的形式可以改变以下常量：

每日权重的增长率，对应的时间段和增长率都支持自定义，例如：（30，0.01），（60，

0.02）表示0到 30天按0.01计算，0到 60天按0.02计算。



k: 表示投票数量与投票时常所占权重比，默认为
1
2
。

3.5 节点数量

按照白皮书的规定，在创世阶段，aelf 将从候选节点中选出 17 名生产节点，正常运行

后，每年新增2名生产节点。生产节点数的最大值在主网上线后由社区投票决定，以适应生态

发展需要。

3.6 生产节点竞选

3.6.1 生产节点竞选要求

1) ELF持有数量：竞选团队ELF持有数量≥10万枚ELF；（此ELF将仅做抵押使用不计

入节点投票，不产生奖励，只要当前节点状态不是生产节点，随时可取回）

2) 配置建议：8核处理器，16GB内存，500GB硬盘，充足的带宽以保证区块及交易同

步；

3) 节点分布范围：不限。

注：竞选成功后押金将被锁定，在生产节点没有违规行为，正常退出后可立即向系统发交

易领回押金。



3.6.2 竞选流程

图：3.7 节点竞选流程图

1) 有意参与生产节点竞选的团队或个人，构建好节点后可在aelf 区块浏览器内参选；

2) 候选节点将在社区内进行公示，由全球aelf 持有者/社区投票产生，由获得票数最多的

前17个团队担任生产节点；

3) 生产节点采用轮换制，每周进行新一届生产节点投票，按得票数从高到低依次进行排

序，排名前17位的，成为该轮值的生产节点。

3.7 用户投票规则

投票参与者按照 1枚ELF 为 1票的原则参与社区节点竞选投票，不限制投票节点及投票

票数

1) 用户进行节点投票，默认为3个月锁定期，投票锁定期内无法进行提币操作；

2) 用户可自由选择投票锁定期，锁定期默认设为3个月、6个月、12个月、24个月，最

长36个月(每个月按30天计算)；

3) 锁定期内用户可变更选择支持的节点进行节点更改；

4) 投票锁定奖励，根据锁定时长，用户获得的分配权重越高，因此奖励也越高；



5) 锁定期结束后进行赎回操作（视为放弃投票），不再享受奖励。

3.8 生产节点选举及淘汰机制

3.8.1 选举周期

每周进行新一轮生产节点竞选，现任符合条件的生产节点自动进入下轮选举。

3.8.2 淘汰规则

如果生产节点在72小时内都没有生产区块，生产节点的资格将被自动取消，同时抵押的

ELF将被销毁。

如果生产节点打包了恶意的交易，其他节点收到它打包的区块将验证失败，会断开与打包

恶意交易的生产节点的网络连接，并将此生产节点加入黑名单。

3.9 持有合约Token获取奖励

在aelf 中开发者可以为合约发行Token，持有此Token的用户可以共享此合约收入，具体

步骤如下：

1) 在开发者合约中使用Token Holder 合约创建Token持有人奖励方案；

2) 在开发者合约中将承诺的奖励通过Token Holder 合约提供的方法打入奖励池；

3) 持有对应Token的用户通过锁仓获得该奖励方案的分配权重；

4) 开发者收取奖励时，自动释放一期奖励，有参与锁仓的用户便可以领取奖励。



4 侧链的激励模型

aelf 有一个重要设计是主链+多侧链，“一链一场景”，这个设计的目的是保证资源的有效

隔离，同时让平台具备横向扩展能力，这个章节主要描述对侧链开发者激励模型。

4.1 奖励池模式

如果开发者选择了收入分成付费模式，承诺分配一定比例的收入给侧链生态，这部分费用

将进入侧链的奖励池，持有SHARE Token的用户可通过抵押SHARE Token到侧链奖励池来

共享侧链奖励，奖励池按照用户抵押的权重进行分配。

4.2 侧链创建

当开发者开发了DApp，DApp 需要独立的计算资源以确保运行效率的时候，需要考虑为

它单独创建一条侧链。

当用户需要提升或降低侧链性能的时候可以向系统提出申请，这个过程就好比云服务商升

降机服务器一样方便，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图：4.1 侧链创建流程图

1) 创建账号；

2) 在账号中充值一定量的ELF；（具体抵押的数量由生产节点协定）



3) 调用合约发起创建侧链申请；

4) 生产节点投票（需满足2/3以上生产节点投赞成票）；

5) 如果生产节点同意了创建侧链的请求，并成功创建侧链，生产节点将完成侧链节点的

创建，启动侧链。

在侧链创建成功后，将锁定抵押的ELF用于扣除索引费（索引费多少由议会组织和开发

者共同决定）。

4.3 侧链退出

侧链开发者由于DApp的运营问题或其他原因需要关闭侧链的时候，需向系统提出申请，

由生产节点审核，生产节点通过审核后可完成退出。

在侧链的索引费账户余额不足时，由议会组织通过提案的形式共同决定是否继续对这条侧

链做索引，生产节点有权停止这条侧链的服务。

风险提示：

停止索引意味着无法跨链转账及跨链验证，在这条侧链上的Token无法转移。

4.4 侧链开发者费用模型

4.4.1 独享侧链开发者费用模型

独享侧链的收费模型如下：



1) 按时间付费模型，根据实际的区块生产时间支付独享资源的使用费（CPU资源/RAM

资源/DISK 资源/NET 资源），这就好比一个开发者要将应用程序部署到云服务器一

样，需要按照云服务器的配置情况支付费用（CPU/RAM/DISK以及固定的带宽）；

2) 跨链索引费模型，为确保跨链转账/验证能力，在创建侧链时需要抵押一定量的ELF用

于支付索引费。索引费按照区块的数量收取，单价由议会组织及开发者共同协商决

定。主链生产节点为侧链节点索引区块，让侧链具备跨链转账及验证能力，延伸了侧

链的功能，维护侧链网络的安全，主链生产节点为此获取索引费。

独享侧链由创建者可设置交易费接收地址。

4.4.2 参加扶持计划侧链开发者费用模型

侧链开发者扶持计划提案

1) 设置4条侧链用于支持独享侧链的开发者创新，采用如下费用模型：

a) 开发者分成模型，开发者承诺将一定收入比例分配给侧链奖励池；

b) 跨链索引费模型（同独享侧链的收费模型）

2) 申请“扶持计划”的开发者，需提交项目计划书及分成方案，由生产节点评审，评审通过

后可在三个月内享受“侧链开发者扶持计划”；

3) 三个月后由生产节点投票选择继续扶持或停止扶持；

4) 停止扶持后，生产节点有权停止这条侧链的服务。

4.4.3 共享侧链开发者费用模型

共享侧链提案：设置1条共享侧链任何开发者均可部署合约，共享侧链可选择采用开发者

付交易费模型，或者开发者收入分成付费模型，合约通过议会审核后均可以部署。



开发者付交易费模型：开发者要按照消耗的资源支付费用，这样能促使开发者对程序作出

优化，尽可能的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当资源Token 耗尽时，这个合约的交易执行失败，开发

者需保持足量的资源Token 以保证合约的持续运行。开发者交易费将进入共享侧链共识合约

平均分配给生产节点。

开发者收入分成模型：开发者根据合约实现将一部分收入分配到侧链奖励池，用户可

因此获得奖励。

共享侧链的创建者要支付跨链索引费以确保能跨链转账及验证功能。

4.5 生产节点的激励

4.5.1 在侧链中生产节点的责任

1) 构建及维护侧链节点，让开发者的合约得以正常的运行；

2) 维护侧链的安全。

4.5.2 在侧链生态中对生产节点的奖励

1) 独享侧链开发者按时间支付侧链的使用费，使用费按分钟打入共识合约，在侧链索引

主链数据时分配给生产节点；

2) 开发者以区块为单位向生产节点支付区块索引费，具体价格由生产节点协定，费用在

生产节点完成索引时分配给对应的生产节点；

3) 如果开发者使用了侧链支持计划，那么开发者承诺将一定比例的收入分配至侧链奖励

池（具体比例由开发者和议会商议决定），生产节点可以使用SHARE Token 抵押而

分享这部分奖励；



4) 开发者付交易费模型，交易费会直接打给交易费接收地址，在侧链索引主链数据时分

配给生产节点；

5 治理

治理对整个社区来说非常重要，是确保社区持续健康运行的根本，aelf 提供了三种治理

模型，通过这些治理工具让用户、候选节点以及生产节点充分参与到各项事务的治理中，积极

发挥各自的作用，让整个生态更公平，更公正。

这三种治理模型在aelf 主链及侧链的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侧链开发者结合自己场

景构建自己治理体系的有力工具。

治理的达成是通过组织的形式实现的，组织是治理权限的载体。治理权经过组织同意后可

以转移给其他组织，新的组织将接替旧的组织行使治理权利。

5.1 治理模型

5.1.1 议会治理模型

用户投票选出生产节点，这些生产节点代表大多数用户行使事务的治理权利。在 aelf 中，

生产节点使用议会模型来治理重要事务。初始状态下，仅有一个随系统生成的创世议会组织。



图：5.1.1 议会治理模型

议会成员可以遵循以下步骤创建并使用新的议会组织：

1) 创建议会组织，并设定触发事务执行的条件（成员是生产节点）；

触发条件举例：大于2/3生产节点投赞成票、少于1/5节点投反对票并且少于1/5 节点

投弃权票，参加人数不少于3/4。

2) 议会组织内成员发表意见：赞成，反对或弃权；

3) 达到设定的条件后，触发事务的执行。

5.1.2 协会治理模型

除了社区这个大型的组织，在aelf 平台中还会有很多小的组织，这些组织为了实现某种目

标而成立，也同样需要有效的治理工具来协作处理组织内的事务，比如：DAO（分布式自治

组织）等。aelf 提供协会治理模型专门解决协会内部的治理工作。

图：5.1.2 协会治理模型

按照如下步骤使用协会治理：

1) 创建协会组织，添加协会组织成员并设定触发事务执行的条件；



触发条件举例：协会内有 5个成员，只有大于 3个成员投赞成票，少于2个成员投反

对票，少于2个成员投弃权票，至少4个成员参与时触发事务执行。

2) 协会组织内成员发表意见：赞成，反对或弃权；

3) 达到设定的条件后，触发事务的执行。

5.1.3 全民治理模型

生产节点并不能决定所有的事务，一些极为重要的事务，尤其是涉及到用户权益的事务要

让所有的用户参与其中，充分发挥用户的治理积极性。用户治理模型就是为此构建。

在 aelf 中有两种全民投票治理模型，第一种是满足设定的条件（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票）

后执行事务；第二种是设置选项，用户按照自己的意愿对选项进行选择。

第一种全民投票模型图示如下：

图：5.1.3 - 1 全民治理模型一

按照如下步骤使用全民治理模型：

1) 创建全民公投组织，设置公投的Token类型，触发条件（抵押Token数量）；

触发条件举例：投票总数不低于1000000 票，投赞成票不低于 500000 票，投反对票

少于100000，弃权票数少于100000。

2) 号召民众使用设定的Token参与并发表意见：赞成，反对或弃权；



3) 达到设定的条件后触发具体事务的执行。

第二种全民投票模型图示如下：

图：5.1.3 - 2 全民治理模型二

按照如下步骤使用全民治理模型：

1) 创建投票项目，设置公投的选项：投票使用的Token类型、是否锁定，投票起止时间

等；

投票举例：设置Token 类型为VOTE，锁定为 true，投票开始时间为现在，结束时间

为一周以后。到时间后，投票会自动结束；

2) 号召民众对公投的选项进行投票选择；

3) 投票到期后，完成投票。

5.1.4 自定义治理模型

除了以上提到的三种治理模型，为了满足更加复杂的治理场景，aelf 提供治理级联的能

力，将多个相同或不同类型的权限治理模型串联或并联在一起，形成复杂的自定义治理模型。

只有当每一个组织都同意后，事务才能被执行。



图：5.1.4 自定义治理模型

按照如下步骤使用复杂的治理模型：

1) 根据实际治理情况创建各自的组织（议会组织、协会组织、全民公投组织）；

2) 按照实际情况，对各种组织进行并联或串联；

3) 号召相关组织成员参与治理发表意见；

4) 达到设定的阈值后触发最终的事务执行。

5.2 主链治理

三种基本的治理模型使主链的治理变得容易，本章节描述如何使用这三种基本的治理模型

治理主链事务。

5.2.1 使用议会治理模型

议会治理模型触发条件举例：在议会组织中，只有当赞成票超过2/3，反对票少于1/5，弃

权票少于1/5，并且投票数不少于3/4的情况下才能触发事务的执行。

使用议会模型治理的事务包括但不限于：

1) 主链合约部署/升级



尽管有合约自动检查，为了安全，在上线初期主链部署及升级合约需要由议会审批后

进行部署/升级。（这也是对主链DApp的治理过程）

2) 创建第三方Token与ELF的连接器

在 aelf 中通过抵押 ELF可以与 ELF构建连接器，完成和ELF互相兑换。这个规则基

于Bancor 模型构建，完成建立并启用连接的Token将遵循Bancor 模型进行交易。申

请创建和启用连接器的操作使用议会组织治理。

3) 调整用户投票奖励增长率

用户投票可以获取奖励，按照投票锁定时间越长，获取奖励越多的原则，议会商议可

调整一年、二年、三年每日增长率的权重。具体可调整参数范围，请参考：3.4。

4) 调整系统合约方法费

对于系统合约收取交易费，在用户付费模型中费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按照交易的大

小收取，另一部分合约方法费的设定由议会共同治理。

5) 配置交易费可使用的Token列表

不仅可以使用ELF支付交易费，也可以配置使用其他有影响力的Token（比如，价格

较稳定的Token），可以使用的Token列表由议会共同治理。

6) 奖励池中项目权重调整及其支持的 token list 修改

奖励池分配给各个项目的bonus比列可以调整，同时奖励池支持的 token list 可以修改



5.2.2使用协会治理模型

协会是一个自治的组织，可以通过协会治理共同决定协会内部的事务，比如：

1) 协会成员共同管理账户资产

协会治理模型触发条件举例：协会内有 5个成员，只有大于 3个成员投赞成票，少于2个

成员投反对票，少于2个成员投弃权票，至少4个成员参与时才能移动组织账户的余额。

5.2.3 使用全民治理模型

使用全民公投治理模型治理的事务包括但不限于：

1) 选举生产节点及候选节点

用户通过投票的形式选举出能够代表自己意愿的生产节点及候选节点，同时获取投票

的奖励。对生产节点及候选节点的选举通过全民公投组织实现。这种全民投票列出选

项（参加选举就会进入投票的选项），供用户投票选择。

5.2.4 使用自定义治理模型

图：5.2.4 - 1 自定义治理模型（议会组织、全民公投组织、协会组织）

举例说明上图的自定义治理模型：包含有议会组织，全民公投组织以及协会组织，议会组

织和全民公投组织作为议会组织的成员，在协会组织中，只有两个成员都投赞成票才能触发修



改参数的事务；在议会组织中，只有当赞成票超过2/3，反对票少于1/5，弃权票少于1/5，参

与比例不少于 3/4 时才能在协会组织中投出赞成票；全民公投的组织，投票总数不低于

1000000票，投赞成票不低于500000票，投反对票不高于100000，弃权票数不高于100000

时才能在协会组织中投出赞成票。

图：5.2.4 - 2 自定义治理模型（议会组织、开发者、协会组织）

举例说明上图的自定义治理模型：包含议会组织，开发者，协会组织组成。跟图5.2.4 - 1

差异是协会的参与者包含议会和开发者，只有这两个成员都投出赞成票，事务才能执行。

使用自定义治理模型的事务包括但不限于：

1) 用户收费模型中重要参数调整

向用户收费涉及用户、开发者及生产节点三方，由用户、开发者及生产节点共同决

定。这需要基于三种治理模型自定义治理模型。具体可调整参数范围，请参考图

2.5.2。

2) 调整开发者收费模型中重要参数

第二章节提到交易费模型，交易费模型分为开发者付费模型和用户付费模型，这些模

型由经过推演的公式构成，其中有供调整收费的参数，涉及开发者收费模型中的参数

由议会组织和开发者组成协组织共同决定。具体可调整参数范围，请参考：2.5.1。



5.3 侧链治理

三种治理模型也使侧链的治理变得容易，本章节描述如何使用这三种基本的治理模型治理

侧链事务。

5.3.1 使用议会治理模型

使用议会模型治理的事务包括但不限于：

1) 侧链创建

开发者想要创建一条独享侧链时，因为涉及到生产节点为这条侧链提供计算支持，需

提交申请由议会组织共同决议。

2) 侧链合约部署/升级

尽管有合约自动检查，为了安全，在上线初期独享侧链及共享侧链的合约部署及升级

需要由议会组织审批后进行部署/升级。（这也是对侧链DApp的治理过程）

3) 跨链索引费模型/按时间收费模型在欠费情况下的治理

跨链索引费模型/按时间收费模型在欠费情况下，由议会组织通过提案治理的形式决定

是否需要继续为这条侧链提供服务。

5.3.2 使用协会治理模型

协会是一个自治的组织，可以通过协会治理共同决定协会内部的事务，比如：

1) 协会成员共同管理账户资产

跟主链治理中的“协会成员共同管理账户资产”事务一致。



5.3.3 使用自定义治理模型

使用自定义治理模型治理的事务包括但不限于：

1）调整侧链区块索引费参数

要实现跨链转账或跨链验证，需要主链索引侧链的区块，为此侧链需要支付区块索引

费，区块索引费由侧链开发者和议会组织共同协商确定。

跟主链治理中的图 5.2.4 - 2事务一致。

2）调整开发者收费模型中重要参数

跟主链治理中的“调整开发者收费模型中重要参数”事务一致。

3）用户收费模型中重要参数调整

跟主链治理中的“用户收费模型中重要参数调整”事务一致。

另外，因为aelf 的独享侧链是为“一链一场景”而设计，开发者可以使用自定义治理模型构建

适合自己场景的治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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