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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今天 Epicenter Labs 推出 E3，EPIC 区块链协议的第三次迭代。 该版本包括关键功能增强，使 
dApp 构建者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创新。

抽象的
纯粹的点对点版本的电子现金允许在线支付直接从一方发送到另一方，而无需通过金融机构。 遵
循 2100 万枚比特币标准货币政策以及最长链规则和 Proof-Of-Work，EPIC 改进了原始设计并解
决了目前阻碍大规模采用的关键问题。



 基础层机密性保护用户免受报复，防止硬币被污染，并抵抗审查、集中、没收和监视。 我们创建

了一个实用的去中心化支付系统，它无需信任、无需许可、不可变，并且最大限度地兼容现有和

未来的法规。

设计目标

忠于比特币的 DNA

维护我们的价值观

● 审查阻力

● 中心化阻力

● 没收抵抗

● 可靠的中立基础

● 无许可

● 法规兼容性

● 监视抵抗

●  信任最小化

可访问性

● EPIC 完整节点遍布 100 多个国家/地区。
● 必要的软件（Github | App Store | Play Store）在全球范围内可用。
● 交易可以通过 I2P 和 Tor 发送。
● 精益、轻便、快速的架构，非常适合移动和低功耗设备。

匿名和隐私
EPIC 中的所有交易都是完全保密的，金额和地址不详。 早期的方法，例如 Monero 中的 
CryptoNote，会在区块链中留下痕迹，使个别交易容易受到以后的去匿名化的影响。  EPIC 交
易在今天和明天提供面向未来的隐私。

https://medium.com/epic-cash/the-freeman-family-e3b9c3b3f166


保密
在 BTC 中，所有交易的关键细节都可以在区块链上进行公开检查。 位置、地址和金额都
是未加密的，并且永远对所有人可见。  EPIC 不透露交易各方的地址、金额或地理位置。

公众可审计性和个人匿名性

∞ 在公共分类账上，可以看到交易已经发生，这要归功于每个区块中存在它们的加密残留
物——内核。

∞ 但是，除了交易发生的事实之外，只有发送方和接收方能够确定有关交易的任何细节。

∞ 付款证明提供了启用第三方交易可审计性的可能性。

∞ 对于喜欢不受限制地对其个人交易进行监控的用户，可以选择使用“wrapped EPIC”代
币，例如 Wanchain 上的 EONE 或来自第三方运营商的 Vite / Stellar / Binance 智能链
上的 EPIC。

CoinJoin
就像鸡蛋一样，一旦打乱了就无法单独重
建，所有 EPIC 交易在每个区块之后自动聚合
在一起。

Cut-Through
Cut-Through 聚合消除了不必要的中间数据元素，只反映状态的最终变化。 如果 Alice 发送给 
Bob，Bob 发送给 Carol，则区块链记录状态的净变化：Alice->Carol，并且不需要存储 Bob 的
详细信息。 这不仅节省了空间，还增强了隐私。



Dandelion++

Dandelion++ 是一种轻量级且直接的网络层解决
方案，具有正式保证的匿名性。 源自安大略的交
易（stem 阶段）可能最终会在堪培拉落地（fluff 
阶段）。  Dandelion++ 防止用户遭受物理比特币
攻击。

I2P
I2P 是 Tor 无法访问的地区的替代渠道。 自 E2 以来，EPIC 交易已通过 I2P 提供。

Pedersen 承诺
Pedersen 承诺是一种加密原语，它允许用户承诺选择的值（或选择的语句），同时对其他人隐
藏，并能够稍后揭示承诺的值。



有关 Pedersen 承诺的更详细说明，请参见此处。

Schnorr 签名
与 Taproot 一样，Schnorr 签名提供密钥聚合，从而提高计算过程的效率。 与 Bitcoin Core 不
同，Schnorr 默认应用于所有交易，而不仅仅是一个子集。

数字签名的密码 Schnorr 方案由 Claus-Peter Schnorr 设计，并通过使用密码散列函数代替了交

互。 这允许复杂的交易并显着增加用户隐私。

Tor
Tor 网络是一种安全的加密协议，可以确保网络上数据

和通信的隐私。  Onion Routing 项目的简称，该系统使

用一系列分层节点来隐藏 IP 地址、在线数据和浏览历史

记录。

E3 带来了直接从 CLI 钱包中通过 Tor 执行交易的能力，从而提高了监控能力。

zkPoK
Zero-Knowledge Proof-Knowledge 的关键特征在于，双方可以验证一条信息的真实性，而对已

证明信息的内容一无所知。

基本原理简单解释：如果 Alice 有一些秘密信息，例如打开保险箱的密码，并且 Bob 应该在没有他

自己获取信息的情况下验证她有这些信息，那么 Alice 会在不让 Bob 的情况下打开保险箱 查看组

合，然后再次关闭它。



可审计性

付款证明

付款证明使付款人能够要求收款人证明收到资金作为交易过程的一部分。 然后，付款人可以使
用这些“证明”来解决付款纠纷，并证明他们将资金发送给了正确的收款人。

审查阻力
真正的中本聪分布式共识：100% proof-of-work，无特殊节点，最长链规则

可以通过文件传输的方式将交易从冷钱包离线发送到冷钱包。

什么是抗审查？

1.网络本身无法关闭

2. 不能关闭任何个人用户在网络上的活动

EPIC 如何保护用户免受审查——与比特币核心的比较

保管



EPIC 用户一般在本地托管自己的币

法律纠葛

区块链中不会留下任何永久痕迹，除了加密残留
物，它没有透露有关交易或交易各方的信息。

这在 EPIC 中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所有代币都是
可替代的和可互换的。

网络

交易可以离线签署

EPIC 用户不能基于他们的位置受到限制，因为
他们可以通过 Tor 和 I2P 发送交易和

脱链报复

EPIC 保护用户免受此影响，因为交易地址和金
额对外部各方是不可见的。

Pool

托管 BTC 用户主要选择允许第三方托管他们的
资产。如果托管人发生任何事情，资产可能会

受到损害。

事后事实 - 追溯适用的不断变化的法律利用区块

链数据将以前的合法活动定为犯罪。今天采取的

行动可能会在几十年后再次出现。

UTXO 诉讼 - 个人地址可能会在法律诉讼中被提

及，从而导致怀俄明州的行业试图通过“冲洗

期”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Internet 访问需要访问 Internet 连接才能签署交易

Bitcoin Core 流量可以被阻止和地理围栏。

银行账户被扣押——使用 BTC 向卡车司机捐款

的加拿大人无法访问他们的银行账户。



这在 EPIC 中是不可能的

受污染的硬币

制裁
OFAC SDN 列表包括特定地址。任何与这些
地址进行交易的人都面临风险。

EPIC 没有地址。 所有交易都是直接的钱包钱
包。

混音器钱包
Binance 阻止向 Samourai 和 Wasabi 等混
合钱包的交易。 TradeOgre 的用户在向
Bitbuy 等中心化交易所存款时发现他们的
BTC 存款被拒绝。

所有 EPIC 硬币都是可替代的，从源头上消除
了污染硬币的现象。

中心化阻力

Meta-DAO 治理结构
DAO 治理显然优于基于区块链的网络的公司治理。 DAO 本身可能会成为有争议的政治活动点，
尤其是在涉及金钱方面（甚至是攻击媒介），这就是我们将 ECR 设计为 Meta-DAO 或“DAO 的
DAO”的原因。

BTC 挖矿 Pools 能够根据地址过滤交易。

https://powerkee.substack.com/p/blockseer-introduces-bitcoin-censorship?s=r


数百个贡献者 * 数百个聊天组 = 分布式力量。基层倡议自然而然地出现，从而形成了适应性的细
胞结构。

最小形式层次结构
抗中心化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没有公司
拥有数十或数百名受薪员工的区块链初创公司自然会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从而导致与其他利益

相关者的潜在错位。  EPIC，作为一个纯粹的协议，让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没有预挖
当内部人员和早期鲸鱼主宰网络时，可能会导致治理问题，正如以太坊硬分叉所证明的那样。



没收抵抗

无地址设计
加拿大的捐赠者最近发现，在链上发送价值 50 美元的监控币可能会导致链下后果，例如银行账
户甚至实物资产被没收。

机密交易
爱管闲事的邻居和专制政权无法监控钱包余额的活动。  EPIC 让每个人都可以安全使用加密货
币。

Dandelion++
诸如 Bitcoin Core 之类的监视币在进行交易时会泄露 IP 地址，从而使用户面临风险。  
Dandelion++ 允许用户通过不泄露他们的位置来保持安全。

专为自我监护而设计

政府认为欠税的韩国用户发现他们的钱包被掏空了。  EPIC 用户通常保管自己的密钥，以防止任
意扣押。

https://www.foxnews.com/media/canadian-freedom-convoy-truck-seized-bank-account-frozen


权力下放

全节点

4 pools
● 51pool.online
● Epicmine.org
● Fastepic.eu
● Icemining.ca

http://51pool.online
http://epicmine.org
http://fastepic.eu
http://icemining.ca


Pool浓度
乍一看，来自 Icemining.ca 的 >51% 的算力份额令人担忧，但是这个单一的统计数据并
不能说明全部情况：

● 多相 Proof-Of-Work (Feijoada Multi-Algo) 要求攻击者控制所有 3 种算法的 51%。
● 26% 在 Po2ol 之外进行挖矿，这在发生攻击时提供了额外的安全性。

对于一个只有 2 年历史的网络来说，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已经拥有 4 个有机创建的 Pool 是非同
寻常的。 我们相信，为了支持我们对数十亿个完整节点的愿景，其中大部分都在挖矿，我们将需
要数以万计的 Pool 来避免变得过于中心化。 为此，我们自 2019 年以来在此问题上投入了大量
研发资源，以消除目前阻碍人们轻松旋转自己的 Pools 的潜在瓶颈。

Pool 级别去中心化的未来努力

● 继续鼓励企业家和大型矿工经营自己的Pools

● Github 上提供 DIY FOSS Pool 软件



● 在整个 Epicenter 生态系统中将 PoW Pools 与 Staking 和其他类型的节点捆绑在一起

开发者友好度

API

用于钱包通信的 API v3（新）

API 可用性增强

文档增强
E3 改进了我们现有的文档库，使构建者能够更快地进入市场。

便于使用

可取消交易
与基于公钥地址的加密货币不同，在 Mimblewimble 中丢失硬币是不可能的。 如果尚未最终确
定，则可以取消错误发送的交易。

端口
在 E2 中，必须打开路由器端口才能发送交易。  E3 集成了 Tor，因此不再需要。

矿业

已投入大量资源以使采矿更容易获得和更容易。 具体示例是 Blacktygr 的 Easy-Miner 2.0 和 
Epicmine.org 的自动配置



交易选项

Tor
Tor 集成促进了交互式事务，无需打开路由器端口或公开 https 地址。 结果，匿名性得到改善。

EpicPay.me
EpicPay.me 允许异步非交互式消息处理来解决非交互式事务，尽管是以集中方式。 该服务的未

来版本将进一步分散和强化基础设施。

用户界面

控制台和文件输出

#18 文件和控制台输出的拆分和清理

TUI：终端用户界面
#13 终端用户界面：列表可以滚动

#14 终端用户界面：引入日志视图

#15 终端用户界面：稳定性和可用性的总体改进



经济安全

有竞争力的成本结构
Bitcoin Core 生态系统需要超过 10 亿美元的资本支出来支持网络的持续安全。 这在 EPIC 
中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它在现有的商品硬件上运行。

开放供应链

AMD 收入: 
$15b

不 RandomX
ProgPow

Apple 收入: 
$365b

不 M1: RandomX & ProgPow

ARM 收入: 
$2b

不 RandomARM

Bitmain 收
入: $2b

是的 不

Intel 收入: 
$79b

是的 RandomX

MicroBT 收
入: $1b

是的 不

Nvidia 收入: 
$24b

不 ProgPow



$82b $483b

多相 Proof-of-Work 多算法挖掘避免 ASIC 税
2021 年，Bitcoin Core 用户在挖矿费上花费了 1 亿美元以上。

自筹资金

灵活性
可以扩展以适应其他用例。 未来的版本将包括多资产能力和额外的算法。

多资产

未来的版本将允许创建多种代币类型，可替代的或不可替代的，在 EPIC 链上与链的原生资产 
$EPIC 一起交易。 这允许在 Mimblewimble 的全面保护下交易替代资产。

这种方法提供类似于 ERC20 代币的功能，没有智能合约的开销，以及 Epic 的原生代币。 使用 

Mimblewimble 支持自定义代币，我们首次将真正的可替代性扩展到代币领域。

发行人可以提供流通资产总数的透明度，同时为特定交易提供绝对隐私。 资产可以在链上安全且

可替代地交换，允许价格发现和市场清算，同时为个人交易保留全套 Mimblewimble 保证。



添加自定义令牌允许将 Mimblewimble 的强大功能用于一系列令人兴奋的新用例。 数字下载、

飞行常客里程、手机分钟数、停车罚单都是可以受益的用例示例。

算法

E4 RandomARM
E5 RISC-V
E6 Quantum-Resistant Structured Lattice
E7 AI TPU

ERC20-Style

资产类型
可替代:
不可替代: ERC721, 1155 etc

交易格式
在 E3 中，事务是交互式的，需要 3 个步骤。 该协议的未来版本将允许 2 步和 1 步事务，降低

协调要求并扩大适用用例的范围。

未来，我们力求为面对面交易提供更多支持：

●  音频交易
● 蓝牙交易

●  二维码交易

传输层

通过在代码库中使数据传输模块化，第三方贡献者可以轻松添加新渠道，帮助实验并快速响应审

查。



面向未来

附加应用
TPU 特定算法的集成提供了使工作证明有用并将 EPIC 转变为机器学习引擎的可能性。

多相 Proof-of-Work
由于 EPIC 的模块化设计允许动态热交换算法，因此妥协的算法几乎不用担心。

E4: RandomARM
E5: Proof of Spacetime, RISC-V
E6: Quantum-Resistant Structured Lattice
E7: TPU (TBD)

先睹为快：ECK 金丝雀网络
ECK - Google Docs

量子就绪
自 2019 年以来开展的研究工作证实，结构化格算法是兼容的。

高保证

自动化测试
E3 为我们提供了投资自动化测试基础设施的机会，这将提高我们更快推出未来版本的能力。

久经沙场
作为我们“领先而不是前沿”方法的一部分，我们很乐意从 Rust-Mimblewimble 生态系统的其他部
分中引入这些变化，因为它们已经在其他网络的生产中运行了足够长的时间。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nv2u-J2qlHohWFjk4L46zTZwSDkPdTMqTB0tmXVX4g/edit#heading=h.kt5x6oi23ofh


到期
导入的代码已经在生产环境中运行了 12 个月以上，在其他项目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Rust
我们选择 Rust 是因为它的内存安全特性，它限制了程序员错误的范围。

技术债务

提高安全性和稳定性
错误 #6 7 8

解决冲突
错误 #20

优化
#11 更好的输出 PMMR 处理和 ChainDB 索引
优化难度调整

对等点：MPSC 通道和初始握手消息
错误 #10

服务器-钱包通信
错误#22

稳定性增强

错误 #12

同步
错误 #21

Windows 兼容性
错误 #23



维护

#5 Hardfork (HF2) 引入了 CuckarooM29 PoW 更改
#6 新标题版本 7
#7 更好的标题版本切换
#9 整合 grin 3.0.0 代码库

不变性
社区成员 Izlo 的评论：

在加密货币中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 诸如自由、自由、隐私、去中心化、去信任、不变性
等词经常在白皮书中使用，以记录社区共享的基本信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基本原则会得到
测试，并且可以评估弹性。 一开始是 Proof-of-Work 可通过无处不在的分散式 CPU 和 GPU 组件
开采的硬币转向集中囤积 ASIC。 分散式 Proof-of-Work 让位于集中式 Proof-of-Stake。 有明显
的权衡。 恭喜您确保网络安全。 但代价是什么？ 去中心化信念的根本基础是出卖给企业利益，
而不是像大多数白皮书中的意图那样使非专业人士受益。 当然，与法定货币相比，代币可能仍然
相对分散，但基本价值支柱受到损害，并且仍然关心社区支持更好的替代方案。 从长远来看，哪
个更有弹性？ 支持共享社区价值观的代币还是卖给企业行业的代币？ 答案很明确。 首先，是什
么让加密变得有意义，那就是参与我们社区的人。 那么这一切与不变性有什么关系呢？

好吧，去中心化的例子与不变性有关。 该示例说明了偏离社区核心价值观与损害不变性的方式相
同。 它触及了如此好战地提出的问题的症结，“代码是法律吗？”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是的，除非
不是。 白皮书中记录的社区核心价值观更接近应被解释为法律的内容。  EPIC Value Overflow 事
件表明了我们在发生冲突时对基本原则的承诺。



中立

社区治理
当面临挑战，例如是否重新分配挖矿百分比，或者如何将价值溢出事件的损失社会化时，我们变
得更强大。

DAO 资助
所有开发者费用都归 Epicenter DAO 财政部，不是任何人的利润中心。

公平的竞争环境
参与的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机会获得硬币，无论是通过采矿还是在公开市场上购买。

没有预挖
EPIC fair 于 2019 年 9 月 2 日启动，创始供应为零。

开放性
EPIC 是 100% GPL V3 许可的。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 github 提交拉取请求。

无许可
EPIC 是一种无需许可的协议。 任何人都可以运行一个完整的节点和/或我的节点。

P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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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兼容性

竞争法

拟议法案写道，“金融服务的创新已经改变和扩展了跨境交易的方式，这是 20 年前 FinCEN（金融
犯罪执法网络）获得特别措施授权时无法想象的。” 该法案承认数字资产用于合法目的，但表

示“对于逃避制裁者、欺诈者、洗钱者和实施勒索软件攻击的人等不良行为者来说，这也是一个福

音。”

依赖集中式基础设施的网络将越来越无法为用户提供服务。  EPIC 将从这一趋势中受益。

豪威测试

2018 年 6 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杰伊克莱顿澄清比特币不是证券：“加密货币：这些是

主权货币的替代品，用比特币代替美元、欧元、日元。那种货币不是 保安，”克莱顿说。

EPIC 专为 Howey 测试兼容性而设计，根据 Crypto Rating Council 指南评分从字面上看是超乎想象

的。

https://epicenter.epic.tech/investors/


基础设施账单/经纪人定义
根据拟议的立法，使用某些类型的区块链的人可能需要根据经纪人的定义获得许可。  EPIC 用户
对此免疫。

稳定法案

不适用，因为 EPIC 不是稳定币并且是去中心化的。

弹力
多相 Proof-of-Work 每 2 小时根据算法调整难度，这使网络能够轻松处理 +1000% 和 -90% 的哈
希率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继续增加我们网络的异构性并提高其稳定性。

观点

根据本文所述的分析，出于以下原因，在我的专业意见中，EPIC CASH（“EPIC）不是 1933 年美国证券法

（“法案”）所定义的证券，也不是根据 SEC v. Howey, 328 U.S. 29311946)（以下简称“Howey”）或其后代的

分析，它符合形成“投资合同”的标准。

背景

EPIC 区块链目前处于测试网中，零预挖公平启动创世主网区块计划于 2019 年 7 月 13 日前后进行。EPIC 是草

根隐私链。

https://www.reddit.com/r/bitcoincashSV/comments/bmnt04/us_government_declares_every_lightning_network/


可扩展性

存储要求

吞吐量

块大小 (MB) 阻塞时间（秒） Tx/块 Tx/天 块/天 Tx/s 日期

2 50 2000 3.4MM 1728 40 四月-22

4 40 4000 8.6MM 2160 100 八月-22



8 30 8000 23MM 2880 267 十一月-22

16 25 16000 55MM 3456 640 六月-23

64 20 32000 138MM 4320 1600 八月-25

128 10 64000 552MM 8640 6400 六月-28

2028 年吞吐量：6.4k tx/s - 到 2028 年 6 月，EPIC 区块链协议将能够每天处理 500+ 百万笔交
易，这相当于 Visa 当前的活动水平。 在这种规模下，费用将保持成本效益，因为区块补贴足够并
且有充足的容量。 我们的估计是，大多数交易将基本上是免费的（名义上的反垃圾邮件成本），
并且必须快速完成的高优先级支付可能会看到每便士的成本。

缺乏
通过避开中心化交易所，我们避免了部分准备金双重支出的问题。  EPIC 只有 1400 万个，而有效 
BTC 的真实数量已经远远超过 2100 万个。 我们将尽一切可能维护 Satoshi 原始设计的供应完整
性。

https://usa.visa.com/dam/VCOM/global/about-visa/documents/aboutvisafactsheet.pdf


速度

更快的标题同步

可持续性

负碳

经济独立和自筹资金

零电子废物足迹
EPIC 是在已经存在的商品硬件上挖掘出来的，这些硬件是为了其他主要目的而购买的，例
如电子表格 (CPU) 或游戏 (GPU)。 BTC 产生数百万个一次性单功能 ASIC 硬件，这些硬件
进入我们星球的垃圾填埋场并加剧污染。



信任最小化

阿尔法泄漏
鲸鱼警报 - BTC 的大持有者知道，当他们发送交易时，他们的动作将被跟踪。 这种“阿尔法泄
漏”是构建最优投资组合策略的障碍，并且完全通过基础层保密来解决，就像 EPIC 一样，它没有

鲸鱼警报，也没有富豪榜。

本地验证

BTC 用户通常选择将节点操作外包给第三方，考虑到一个完整的节点需要 380GB 的磁盘空间，

这是有道理的。 相比之下，EPIC 在 2.2gb 的本地空间中运行，使人们更容易访问运行节点。  当
连接到外部节点时，可能会泄露信息 - 从本质上讲，用户必须信任该节点才能忠实地代表网络的

当前状态。 EPIC 用户在本地验证所有交易，无需信任第三方。

Pool 级过滤
BTC 的发送者必须相信像 Chainalysis 这样的公司不会决定将他们的地址指定为黑名单，因为商

业模式是审查和过滤交易的 Pools 不会将交易包含在一个区块中。  EPIC 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矿

工看不到交易的地址细节。

受污染的硬币

接受 BTC 付款的人必须信任他们的客户，因为受污染硬币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EPIC 取消了这种

信任，因为受污染的硬币是不可能的。 接收者不仅要警惕已知的受污染硬币，还要警惕未来可能

受到污染的硬币。 当司法部指控 BitMEX 时，一夜之间来自那里的任何资金都被怀疑。  
Coinbase 不仅关闭了俄罗斯账户，还关闭了“可能与俄罗斯活动相关的账户”。  EPIC 用户无需关

心这些政治区别。

BTC 的用户必须信任与他们共享公钥地址的人，因为存在“污染灰尘”攻击的问题，其中部署了

少量污染硬币来污染目标并延迟其移动。

https://powerkee.substack.com/p/blockseer-introduces-bitcoin-censorship?s=r


无信任设置
与需要信任设置的早期方法（例如 Zcash 和 Piratechain）不同，EPIC 设置不需要信任。

无处不在
在 112 个国家/地区采矿

用法
Explorer.epicmine.org:
区块链高度 1,341,156
平均阻塞时间 61.5 s
交易 118,799
预估费用 0.0063 EPIC

效用

价值储存
自成立以来，EPIC 一直遵循其灵感比特币核心所经历的熟悉的飞行路径。 2020 年 3 月投资
于 EPIC 的 BTC 目前价值 129 BTC。

https://explorer.epicmine.org/


交换媒介

成本 $2 - $81 <$.01

速度 10 分钟 1 分钟

可替代性 不 是的

L1 吞吐量 2022 4.6 tx / s 17 tx / s

L1 吞吐量 2028 4.6 tx / s 6.4k tx / s



挖矿软件支持
● HiveOS
● SRBMiner
● TT-Miner
● XMRig

贸易

EPIC 在两个 Dex 网络上为交 易者提供套利机会：Stellar 和 ViteX

Bitmart
自 2022 年 3 月 21 日起，Bitmart 完成整合，并将开始提供 EPIC/USDT 交易。

Stellar

https://rigamp.com/epic-cash-mining/
https://www.bitcoininsider.org/article/88119/new-srbminer-multi-miner-045-support-epic-cash-epic
https://bitcointalk.org/index.php?topic=5025783.0
https://xmrig.com/
https://x.vite.net/trade?symbol=EPIC-002_BTC-000


ViteX

E*DEX Atomix
开发中

免费，保护隐私

非托管 Atomic Swap

可下载的桌面 Dex

E4 BTC
E5 XMR FIRO* ZEC* * Lelantus & z-z 只要
E6 GRIN LTC* * MW-EB 只要
E7 CCX ZANO
E8 ARRR HUSH

直接、非托管、P2P 链 - 链 Atomic Swap



钱包

桌面 GUI

适用于 Linux、Mac 和 Windows



新功能
● 连接到本地和远程节点

● 无需打开路由器端口

● 可以通过 Tor 发送交易

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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