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eeman Family 

2019年7月4日

EPIC P RIVA丁EIN丁ERNE丁 CASH

诗级私人互联网现歪

对等的电子现金系统

存储价值＋交换媒介＋账户单位

17亿成年人无法进入全球金融体系 另有13亿人却不能获得脤务。 Epic Cash君过将个

人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 解锁人类潜能。 快速 近零收费使用 并向所有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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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价值

交换媒介

账户单位

在2009年，比特币是首个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与其他加密货币的评估特征比较，并有三个明确特征:

比特币开辟了新颖的技术道路，与此同时坚持在货币政策结构中能经过时间考验的基本。 比特币的成功与本身有限的供应以及需信任，不可变

无和去中心的区块链密切相关。 Epic Cash模仿比特币降低通货膨胀和限制供应的货币政策，以确保Epic货币可以作为高效的价值储备。

虽然比特币拓荒成功，但经10年前成立以来，已经发现了几个缺点。 其他项目试图解决这些缺点，我们已经详情考察了最好的这些作为我们的

启动点。 我们决定利用Grin代码库和其他几个优秀项目来促进我们完善已经来之不易的成就，并发现Epic Cash的前者们的错误。 Epic Cash拥

有成为理想货币的关键品质：



끳葶➍Ş킏⡵늋㩎멎๎㩧葧䭎葶ᩏꆋ啓䵏葶媀协沏ڃ

Ȱ ᪐잏�呻题㹦㩹祲驛륰葶➍Ş㱨䁜

⁏�葶핬驛➍Ş๎푫祲Şᅢ彎捫抗鑞拏�魎题Ȱ ᪐

잏�㝨梈❙ᝏ葶ή㭭Փ衭㦍㹐ᅔ䁢१䍧豔ꑎ፦拏

䭢륥Ȱ ᪐잏مخم⪎㱐沏ڃمحلὙ靟祝獑蹎⩎멎⥒쩶豔ཡ﹖葶❙艩

왑湸葶퍾몋Ȱ 䝐艙ꅬ१邖셹ꑎ፦灥湣محل⽦荺홓ⱻॎ륥䭢葶�

캘榖潠Ȱ

⡗�䅓瑞敧ꁒ왛➍Ş葶뵥⡵⡗ൎ葶㩓块ة鹛뵥ⵎ୷げᰠ邖셹ᴠ葶

�❠Ȱ 艙円げ袔拏邖셹륥抗ᥒ邖셹칎N葶_㹥豔䁷げ

Nൎ澂葶㽓ൔȰ 辖䁷邖셹땏肆ꁒ왛➍Ş葶N⩎㡨썟練

�ֿפ䶖ꝾȰ 捫艙푫祲Ş㩓块ْة遧൧ꅒ葶ၢ齒䁢솋葶N㝨

푫祲Şᩙᅔ邖셹醘ㆌ葶ൎ澂葶ྐȰ ⡵㝢앟箘콾잏작홓認

敧認ᩙ葶ꩣ뵥湸�홎ൎᩏൎཛྷ썟葶애땑љٴ虎♞१慬륰葶

푫祲ŞȰ 䔀瀀椀挀 䌀愀猀栀덑륥䡨⽦袔拏㽓ൔր癞᪐잏湸�⩎멎邖셹

豔ꑎ፦邖셹⡗練Ⱨ䉜抗뺋ꆋげچ�ⵎ敧扠൙�N練Ⱨ❠Ȱ豔ꑎ፦邖셹⡗練Ⱨ䉜抗뺋ꆋげچ�ⵎ敧扠൙�N練Ⱨ❠Ȱ

⸀ƌţ१荛홎ţ१葶灥鶘

㈀⸀ƌ๎ƌꑎ፦쩓ꑎ፦葶灥鶘



轨道1
轨道 2
传播tx

身份的隐私

由于比特币钱包地址是数字世界的保险库定位器，因此该钱包可以

追溯到所有者的互联网协议（IP）地址，该地址将所有者锚定在给

定时间点的唯一位置的计算机上。 简单来说：在比特币交易中，交

易从称为“节点”的通信集线器播发，之后传播到称为“对等体”的其他

节点。 然后，该信息将在整个网络中连续快速地播发到这些节点的

每个节点。 这个过程恰如其分地称为“Gossip Protocol/八卦协议”。 

简单地说

，每个比特币都有一个可见的在线上位置和实体位置，可以找到它，每个比特币都有一个可见的在线上位置和实体位置，可以找到它

，或者说比特币所有者。 正如记者Grace Caffyn指出的一样，比特

币是“不比通过家庭互联网进行Google搜索更秘密”。2

图1： Dandelion(蒲公英)++协议的匿名化交易。

除了淘汰钱包地址外，Epic Cash区块链还可以确保无法跟踪的IP地

址，从而维护身份隐私。 它通过整合Dandelion++协议来实现这意

向。 改进其前者，最早期的Dandelion协议，Dandelion++协议是七

名研究人员继续努力打击区块链的去异名化攻击的成果。 通过Dan-

delion++，交易可经过随意交织的路径或“电缆”传递，然后突然扩散

到大型节点网络，如蒲公英(Dandelion)花的豆荚从茎干吹出（图1）

。 这使得几乎不可能将交易跟踪回原点，从而跟踪它们的IP原点地

址。址。



交易的隐私

隐私： 总结
Epic Cash区块链通过以下方式保障个人及交易的隐私：

淘汰钱包地址 - 区块链中的数字保险库没有位置识别号。 交

易是在钱包到钱包的基础上直接完成的。

Dandelion++协议 - 从交易发件人的IP地址隐藏交易的数

字路径;

机密交易/事务 - 将交易隔分为多个部分，并将盲目因素采用

入这些部分的集合中，以便无法知悉部分的真正价值和其他

交易参数;

CoinJoin  - 将交易组合成包裹来隐藏交易方之间的关系。



... 带有污点的硬币是破坏性的。 如果你破坏了权
益和隐私，那么你就会打破了货币政策。

讽刺，“再见可替代”，并且公众应该期待“对新鲜铸造的硬币，或追

踪干净的硬币......”8。

考虑到这些发展，不难想象加密市场的动荡以及许多成熟的加密货考虑到这些发展，不难想象加密市场的动荡以及许多成熟的加密货

币将会遭受损失甚至退出市场。 然而，Epic是为数不多的加密货币

之一，它完全避免了这个问题，因为本文前面描述了强大的隐私功

能。 通过删除身份和所有权之间的联系以及交易方之间的关系，

Epic永远不会隶属于某个人或某个活动。 因此，Epic的价值仍然独



图2：
MimbleWimble交易部分。

输入 输出

过剩

大多数加密货币需要无限期地存储其区块链上的所有交易数据。 而

比特币链目前每天获得0.1353 GB的内存，而以太坊的链条以每天

0.2719 GB的更快速度增长。 如果比特币的链条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

长，那么到2140年最后奖励区块被开采后，它最终将达到大约6TB的

量纲。到那时，以太坊将超过10TB 9。 在没有MimbleWimble的大多

数公链中，交易必须由世界各地的节点验证。 随着数据的增加，每

个节点的负担也会增加。 即使只有200 GB（当前比特币链的大致尺

寸），同步数据也需要稳定的网络和高速磁盘读写能力。寸），同步数据也需要稳定的网络和高速磁盘读写能力。

参考过去输出;



所有Epic Cash块包含：

在图2和图3中，根据Andrew Poelstra的介绍文稿10，我们可以看到新

开采的Epic表示为白色输入单元格。 相同颜色的单元表示具有相应的

消耗输入的输出。 通过直通过程，输入和匹配消耗的输出被移除以释

放块内的空间，这减少了需要存储在区块链上的数据量。 虽然从分类

帐中省略了事务，但剩余的多余内核（仅100字节）会永久记录事务

发生的情况。

随着区块的不断延续创建，MimbleWimble跨块应用CutTh随着区块的不断延续创建，MimbleWimble跨块应用CutThrough，因

此从长远来看，剩下的就是块头（大约250字节），未使用的交易和

事务内核（大约100字节）。 Grin是第二个推出的MimbleWimble实

施，它表明与比特币链交易数量相近的MimbleWimble链将比比特币

链11的大约10％。 此外，对于比特币大小的链，节点的大小“大约为几

GB，并且可能优化到几百兆字节。”12

这与比特币形成鲜明对比，比特币必须由每个节点存储整个区块链。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Epic Cash区块链的空间效率相对于比特币区

块链的增长，相对于Epic Cash网络中节点参与的成本效率也是如此

。 降低参与门槛有助于确保网络设计节点层的关键弹性。

通过实施MimbleWimble以及通过Cu通过实施MimbleWimble以及通过Cut-Through流程应用链修剪，

Epic Cash区块链以加密货币社区经常忽略的方式提供可扩展性。 它

是一个抓住比特币和志同道合的项目的本质：去中心。 无论硬币每秒

可以处理多少笔交易，如果它不能被广泛而多样化的网络维持，它会

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内存需求如此之高，以至于验证最终被强大的矿

业公司所吸引那么所有加密货币社区为创建分散的生态系统所做的努

力都将被排除。 为了提供额外的吞吐量，闪电风格的第2层实施计划

作为Epic Cash开发路线图中的短期目标。作为Epic Cash开发路线图中的短期目标。

抵消交易被净额结算

默克尔树的交易输出和范围保护; 过剩额值和签名列表。

图3：
Cut-Through之前和之后的
MimbleWimble交易。



Epic Cash货币政策以比特币为模型，原因是：

比特币的经济基本面一致，即流通供应的稀缺性和可预测性是

其坚强的价值特性存储的基础;

公众已经熟悉比特币的模型以及自成立以来过去十年的运作记

录。 通过与比特币的循环供应大致同步，并反映比特币的最大

供应和可分割结构，Epic采取阻力最小化的途径进行大规模普

及采用。

在寿命的前九年内快速排放，其间将开采20,343,750史诗（占

总供应量的96.875％）。 确切的排放率列于本文的排放计划部

分;

2140年将达到2100万Epic的最大供应量，与比特币达到2100

万单位的最大供应量大致相同;

在2028年5月24日左右，Epic流通供给和排放率与比特币在

Epic奇点上同步。在奇点后，排放率以递增的速度递减，而循

环供应以递减的速度增长;

Epic有一个8小数的可分性结构，这样：1 Epic等于

100,000,000 freeman（就像1 Bitcoin等于100,000,000 sa-

t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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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排放时间表

Epic Cash共有33个采矿时代 1 苺个采矿时期相对于前—个时代的区块奖励减少。 Epic Genesis是Epic block# 1开采的日期 ／ 发生在2019

年8月 。 每分钟开采—次。 前五个时代产生近97%的Epic最大供应呈 1 在大约九年内匹配20年的比特币诽放呈。 对于那些错过了比特

币报升的人来说这可以被认为是—个
“

倒退
＂

的机会。

表1中的诽放时间表概述了前七个采矿时代的开始和结束日期 ／ 它们

相应的区块奖励以及随后的苺个时代的循环供应。 为简洁起见 1 表8

至33不包括在表中。 对于那些时代来说 ／ 应该足够理解每个后续时

代都将获得—个块奖励 ／ 这个奖励是前—个时代奖励的—半 ／ 就像比

特币— 样。 在苺个时代期间发出的史诗的数呈将是4年内（大约1460

天）内的奖励总和。

在Epic Singularity (2028) , Epic循环供应与比特币的循环供应

数呈相交 ／ 此时Epic Cash采用比特币区块奖励和减半模式 ／ 看到

区块奖励每四年减少—半。 唯—的区别是Epic块继续以每分钟—

个的速度开采而比特币苺十分钟—个块的速率。 通过这样做 1

Epic循环供应维持与比特币的剩余存在的大呈平价。

表1: 前7个采矿时代的排放时间表。 日期是按近似值。

I I 
时代 1 2 3 4 5 6 7 

块 16 8 4 2 1 0.15625 0.078125 

卜 一 · 血

开始日期
Aug 1, Jun 29, Oct 11, Jun 3, Aug 10, I- May7-4, May 22, 
2019 2020 2021 2023 2025 2028 2032 

结束日期
Jun 29, Oct 11, Jun 3, Aug 10, May 24, May 22, May 20, 

2020 2021 2023 20芷 2028 ct 2032 2036. 

长度（日为单位） 334 470 601 800 1019 二 1460 1460 

。

开始供应 。 7,.695,360 13,109,760 16,571,520 18,875,520 
z 

20,342,880 20,671,380 

｀ I-
．一

终端供应 7,695,300 13,109,760 16,571,520 18,875,52,0 20,342,.880 V, 20,6 71,38'0 �0,835,630 

最忘供应运的百分比 36.6% 62.4% 78.9% 89.9% 96.9% 98 .4% 99.2% J 
图4: Epic和比特币排放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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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 Cash区块链通过欢迎各种计算硬件来实现去中心化。 Epic挖掘最初可用于CPU，GPU和ASIC，使用三种相应的散列算法：RandomX，

ProgPow和CuckAToo31 +。 算法可以轻松地进行热交换，而不会影响链的完整性。

RandomX是针对通用CPU优化的工作证明（PoW）算法。 它使用随机程序执行和几种内存硬技术实现以下目标：

 •  预防单芯片ASIC的发展;

 •  最高限度地降低专用硬件相对于通用CPU的效率优势。

使用CPU挖掘Epic需要连续分配2 GB物理RAM，16 KB L1缓存，256 KB L2缓存和每个挖掘线程2 MB L3缓存13。 Windows 10设备需要8 GB或更

多RAM。 有一天，在不久的将来，移动电话可能成为可行的采矿节点，这并非不可想象。 Epic Cash挖掘网络中的早期CPU集成对于许多人来

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只有适度的计算方式才能通过帮助保护Epic Cash网络来获得块奖励。

 程序验证（ProgPow）是一种依赖于内存带宽和随机数学序列的核心计算的算法，它利用GPU的许多计算功能，从而有效地捕获硬件的总能量

成本。由于ProgPow专门为充分利用普遍gpu而设计的，因此通过专用硬件实现显着更高的效率既困难又昂贵。因此，ProgPow算法减少了与其

他许多Pow算法（如比特币的SHA-256gpu）竞争的动机或大型ASIC池 。 GPU虽然不像CPU那样普遍，但仍然普遍可用。随着强大的技术开发

，Nvidia和AMD，GPU能够在每个单元的基础上并行处理多个高于CPU的多个采矿解决方案。正如表2所示，正是由于无处不在和高处理能力的

结合，GPU将在初始时代为大部分采矿活动提供支柱。

CuckAToo31 +是由荷兰计算机科学家John Tromp开发的Cuckoo Cycle算法的ASIC友好排列。 作为ASIC抗性CuckARoo29的相对者，CuckA-

Too31 +生成随机二分图，并向矿工展示了通过该图的顶点找到给定长度“N”的循环的任务。



时代

天

表2：采矿奖励分配。 待调整。 将分配指令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分散，并与网络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

图5：根据表2挖掘每个时代的奖励分配。受调整

这是一个内存绑定任务，这意味着解决方案时间受内存带宽的限制，而不是原始处理器或GPU速度。 因此，与传统的PoW算法相比，Cuckoo 

Cycle算法产生的热量更少，能耗更低。 ASIC友好的CuckAToo31 +通过使用数百MB的SRAM，同时保持内存I / O14的瓶颈，可以提高GPU的效

率。 最终，ASIC提供了三种采矿方案中最大的潜在规模经济。 然而，为了包容性，虽然它们在早期就相对于CPU和GPU分配了一小部分采矿奖

励，但最终ASIC承担了开采区块奖励的多数股权，假设存在竞争的设备制造商生态系统 对于CuckAToo31 +。



表3：基金会采矿业贡献的年度费率，即采矿奖励的百分比。

年份

从Epic Genesis（2019）开始并在Epic Singularity（2028）完成后，在采矿过程中，有一个Epic的分配，作为采矿贡献，被重定向到EPIC区块链基金会。

EPIC区块链基金会致力于技术开发，并通过创建营销活动和在金融技术行业内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促进Epic Cash项目成立初期的意识和实用性。

在Singularity后，EPIC基金会的角色将由EPIC分布式自治公司（EDAC）承担，该公司将在移交前由基金会开发。

EPIC区块链基金会的资金来自一定比例的采矿奖励，根据以下年度费率从区块奖励中扣除：

采矿奖励的百分比

采矿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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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结论

Epic旨在被公认为
＂

去中心式数字银牌
＇

勹是比特币作为去中心式数字黄金的公认地位的交换媒介。 通过在更节能、 更环保的骨干上重新引入失去的

可替代性, Epic Cash倾向于支持个人用户的力呈平衡 1 与晟近的集中化趋势形成鲜明对比。 比特币经济学 ／ 博弈论和经过验证的工作证明公式与

当代区块链技术的最佳结合 ／ 产生了—种可信赖 ／ 不可变和分散的货币 (Epic) , 它具有可扩展性可替代性 ／ 并保护其隐私。 用户。 Epic Cash 

区块链是开放的 1 公共的 ／ 无国界的 ／ 并且具有审查制度。 它保留了用户的隐私和财富 ／ 并奖励那些通过挖掘部署其硬件以支持网络的人。 每—个

Epic都是通过工作供给的证明从零开始挖掘而成 ／ 网络被认为是公平启动的 ／ 。 供应从零开始 ／ 网络被认为是公平的 ／ 目前正在运行功能性测试网

络。

Epic Cash的关键景况：

O 嘘工作始于2019年8月 。

0 Epic Cash区块链基于MimbleWimble。

协议的明确特征是

1. Cut-Through(直通）－从区块链中删除冗余信息以提高空间效率 ／ 让更广泛的参与者参与网络验证 ／ 并分散管理1

2. CoinJoin - 在—个块内捆绑交易 ／ 以确保Epic加密货币的可替代性

3. Dandelion++协议－通过交织在—起的通道进行通信 ／ 并在广泛的节点网络中传播 ／ 切断事务与其来滞之间的连接 ／ 从而传播

交易／事务

4. 没有电子钱包地址－使用优秀多重签名为交易方生成—次性私钥 ／ 完全不需要钱包地址。

0 EpicCash货币和胆在使Epic流通供应与比特币的流通供应在大约9年内同步并在2140年与比特币同时达到2100万单位的最高供

应呈。 这—通胀趋缓的政策保证了供应的透明度 1 可预测性和稀缺性促进长期价值储存的安全性。

。 挖掘通过相应的RandomX, P rog Pow和CuckAToo31 +笋法整合CPU, GPU和ASIC, 以促进大规模詈及采用和网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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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技术规格

项目名称 Epic Cash 

货币名称 Epic 

建块时间 60 秒

块大小 1 MB 

开端供应

品终供应 21,000,000 
创世纪块 2019年8月

共识 RandomX (CPUs}, ProgPow (GPUs} and CuckAToo31+ (ASICs} 

链接：

www.epic.tech 
t.me/EpicCash -丁elegram
t.me/EpicCash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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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词汇表

ASIC 应用专用整合电路为单—目的而设计的芯片

Bipartite Graph(分图） —组图形顶点被分解为两个不相交的整合使得同—集合内没有两个图形顶点相邻。

15 

Blinding Factor晒因素） —个随机元索引入数字消息以促成加密双方之间的共享保密 1 用于加密特定交易中的输入和输出以

及交易方的公钥和私钥16。

Block Reward(建块奖励） 由网络分发的新Epic作为为验证新块内的交易而执行的计算的奖励。

Cache 高速缓存） —个存储数据的硬件或软件组件 ／ 以便可以更快地提供对该数据的末来清求。

Circulating Supply(洹畦） 在给定时间点存在的Epic的数呈。

CPU 中央处理机组 计笋机组件 1 负责从计笋机的其他硬件和软件中解释和执行大多数指令

Cut-Through(直通） —个MimbleWimble区块链进程 ／ 其中输入和匹配消耗的输出被移除以释放块内的空间 ／ 减少了需要

存储在区块链上的数据呈。

Decentralization(去中心化） 运营网络和治理的分散态势。

Emission(排放） 由矿工以积分奖励创造新的Epic。 交易被确认到区块链中后 ／ 每60秒创建—次Epic。

Epic Singularity 指的是当Epic的流通供应与比特币的流通供应同步 (2028年5月）。

Excess(过剩） (MimbleWimble) 输出和输入之间的差异加上签名（用于认证和证明非通货膨胀）。

Fungibility(不可变性） 商品或商品的财产 ／ 其中各个单元基本上是可互换的 ／ 并且其每个部件与其他部件无法区

力。

Genesis(创世纪）（季件） 第—个Epic块的开采和区块链的官方启动。

GPU 图形处理单元 包含专用于显示功能的可编程逻辑芯片（处理器）的单元。 消费者GPU非常

适合加密货币挖掘。

Halving呻） （比特币） 预计苺4年发生—次。 每次减半事件后 ／ 供应率下降50%。

Hash(哈希） 使用散列函数从基本输入数计笋的价值。

Hashing Algorithm(哈希算法） （函数） 将任慈大小的数据映射到用于生成和验证数字签名 ／ 消息认证码 (MAC) 和其他形式的认

证的固定大小的散列的数学笋法。

Homomorphic Encryption —种对加密信息执行计算而不首先对其进行解密的方法。 （在编程中）在创建对象后无法变更对象

Immutability (同态加密不变性） 的状态。

Input 喻入）(MimbleWimble) 代表交易发送方的MimbleWimble交易的组成部分根据先前交易的输出创建。

1/0 输入输出信息处理系统（如计笋机）与外部世界（可能是人或其他信息处理系统）之间的通信。

15 http://mathwo「Id.wolf「am,com/13ip13 rti teG「aph.html

16 Macdonald, And「ew, Grin Coin and MimbleWimble: An Introductory Guide, 18 October, 2018, 
htt s://c ptobriefin .com/ rin-coin打iimblewlmble-introduction/



Maximum Supply (最高供应量)

Merkle Tree(默克尔树)

Multisignature(多重签名)

Public Key(公钥)

Pedersen Commitment Scheme
(Pedersen承诺方案)

One Way Aggregate Signature

(单向聚合签名)  (OWAS) 

Node(节点)

(Digital) Signature / (电子)签名

Proof of Work(工作证明) （PoW）

Throughput(吞吐量)

Trustlessness(不需可信性)

Private Key(私钥)

Rangeproof(范围证明)

Output(输出)（MimbleWimble）

Memory-Hard(内存硬盘)

Epic的数量达到流通供应不会再增加（21,000,000 Epic）。

使用大量RAM来排除并行运行尝试的同时连接。 内存硬件函数是一种算法，其计算时间主要取决

于可用内存来保存数据。 也称为内存限制函数。

一个计算机科学应用中使用的数据结构。 在区块链中，Merkle树允许对大数据结构中的内容进

行有效和安全的验证。

在比特币开发者的聊天室中由一位名字撰稿人Tom Elvis Jedusor提出的一个协议。

一个数字签名方案，允许一组用户签署单个文档。 通常，多重签名算法产生的联合签名比来自

所有用户17的不同签名的集合更紧凑17。

一个连接到区块链网络并分支到网络内其他节点的计算机，以对等方式分发有关交易和块

的信息。

由许多签名组成的交易签名，这些签名以某种方式加密，因此很难计算作为聚合的一部分的单

个签名。

代表交易收据的MimbleWimble交易的组成部分; 用作后续交易的输入。

一个加密原语，允许证明者提交所选值而不泄露任何有关它的信息，并且证明者无法撤消对

该值的提交。

私钥是一小段代码，它与公钥配对以引发文本加密和解密算法。 它是在非对称密钥加密期间

作为公钥加密的一部分创建的，用于解密消息并将消息转换为可读格式。

生产难以（昂贵且耗时）的数据，但其他人可以轻松验证，并且满足某些要求。 工作证明

通常用于加密货币块生成。

在使用非对称密钥加密算法的公钥加密密码术中创建公钥。 公钥用于将消息转换为不可读的

格式。

计算设备中的快速访问数据存储芯片，其中保持当前使用的操作系统（OS），应用程序和

数据，以便设备的处理器可以快速到达它们。

一个承诺验证，用于验证交易输入的总和是否大于交易输出的总和，并且所有交易值都是

正的。 防范范围确保货币供应没有被篡改。

一个区块链协议的标准部分，主要用于保护交易和交易块，信息转移，合同管理以及检

测和防止任何外部篡改的任何其他情况。 它们提供了在区块链上存储和传输信息的三个

优点：

• 显示发送的数据是否已被篡改;

• 验证特定方参与交易;

• 可以具有法律约束力。

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只需供电，它就会在其存储器中保留数据位。

可由给定加密货币协议执行的每秒交易量的度量。

加密货币网络的质量，以遵守协议规则而无需中央方下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