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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况分析

不论哪个加密货币，最重要的⼀环就是⽹络效应。尖端的科技进展虽能吸引⽬光，但没了实在的⽤户、投资⼈、下游开发者们

互相⽀援，仍然不能成事。各领域⽤户要求或有不同，但他们有些共同的需求: 上游协议开发者们得给他们提供⼀个可靠的发
展环境，减少他们的营运成本，并做出让⼤家都得利的决策。

从这⽅⾯看，我们得正视BCH⽣态圈的现况，⾯对种种有待改善的事项。 ”“实施路线图”听似不错，但过程中可能忽略了⼀些
问题：做法稳不稳当? RPC介⾯⼀类基础⽽不吸引注⽬的事项可不可靠? 在矿⼯、商家和开发者们之间有没有达成共识? 就结
果⽽⾔,今天⽀援BCH耗⼒费钱，我们花了⼤量的⼼⼒做些并不扩⼤⽹络效应的事，⽽且不确定性⼀直挥之不去，却没有相应
的研究和基建来说服⼈们⽀持相关的更动。

Bitcoin Cash Node 希望要改变这个现状，从⼀些基本⽽有迫切需要的项⽬开始，稳妥地逐步实现路线图，过程中全程以⽤户
及⽹络成⻓为优先。

2. ⼤⽅向

Bitcoin Cash Node作為为其中⼀个能竞争的节点及协议开发团队，以提供⼀个可靠、专业⽽能满⾜⽣态圈需求的平台为⽬
标。基础协议开发者有两项任务: 确保⽹络的发展不受阻扰，并稳定地提供各界需要的升级。只要有您的⽀持，我们两项都能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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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提供各⽅都能有信⼼地使⽤的节点软件:矿⼯、矿池、交易所、付款服务、商家和个⼈⽤户都能顾及。我们做的改变将
有充⾜的研究和测试做后盾，并附上相关数据和分析;在聆听意⻅和确认合理后，才⾏决策。

在本提案中，我们著眼于⽣态圈眼下的需求，不只希望能取得⾜够的资源来维护软件的稳定性及提供升级，也将建⽴为BCH提
供信⼼的⼯具及基础建设，好向好⽤、可靠、能推⼴的货币更进⼀步。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对节点软件多样化的坚持

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席维护者或团队应该垄断对⽹络协议决策权。这个信念体现在我们对矿池和应⽤节点多样化的⽀持上，所

以在积极协调之外，我们不会有独裁的权⼒。

其他的节点软件增加了⽹络的可靠性，吸引更多⼈才加⼊⽣态圈，我们认为⽐起在⼩⽹路中的⼀⾔堂，多样的⽣态圈能让我们

做更多有益的事。

3. ⽬标范围

我们的第⼀个募款提案将包括以下⼏点。2020年5⽉前半Flipstarter募款将结束，相关⼯作也将在该⽉开始。

2020年末将是各界能检视我们成果的时候，我们将给社区提供反馈，并为新的任务进⾏逐项的募款。此提案总额 1122 BCH，
其中144 BCH在Flipstarter开始前已经募得。

1. 整理分析现有的难度调整算法(DAA)并提供替代⽅案。 新算法应能更快速地回应算⼒变动，更加可靠，减少⾮机枪矿⼯的
相对损失，并给⽤户更稳定的出块时间。预算12000美⾦，等同⼀个全职开发者三个⽉的时间，⼋⽉中总结。

2. 调查现有软件在未确认交易链上各种情况下瓶颈何在，提供清楚⽽客观的分析。前项的进展可能使此项的需求不那么急
迫，但把未确认链延⻓到50条以上仍然重要，应该有充⾜的研究。预算9000美⾦，等同0.9个全职开发者两个半⽉的时
间，由⼋⽉到⼗⽉⽌。

3. 提供更可靠的测试⽹络及相关基建 以⽀援下游开发者。BCH⽬前的测试⽹络可靠度不⾼，挖矿波动很⼤，各种服务
(trest,SLP代币)也⽆法保证，更可靠的测试⽹络是新开发者们常⻅的需求。现存的测试⽹络建设连已有的开发者和项⽬都
⽆法满⾜;在此之外，我们可以在⼀个新的测试⽹路上试⾏实验性质的功能，给尖端开发者⼀个空间。只要投资⼀笔⼩
钱，我们就能吸引更多项⽬，减少出⾛的诱因，降低在BCH上开发软件的成本。预算20000美⾦，⼀⼤半将⽤于基建，少
于0.25个全职开发者的时间，11⽉可验收。

4. 研究及实⾏处理超过32位元⻓数字的能⼒，让BCH上编写⾦融类智能合约更容易。预算24800美⾦，等同2个全职开发者
三个⽉的时间，⼋⽉截⽌。

5. 软件维护及⽀持。 由 Bitcoin Core引回有⽤的升级及补丁，并提供其他⽤户导向的维护。为现有许多没有规格和细节纪录
的功能补完纪录。预算104000美⾦，等同2.25位全职开发者六个⽉的时间，由五⽉到⼗⼀⽉。

6. 建⽴⽣态圈沟通机制。 与主要的⽀持者们 – 交易所、矿池、矿⼯、其他⼤商家与持币⼈经常沟通，取得及时反馈。预算
30000美⾦，由⼀兼职⼈员(每周12.5⼩时)辅助⾸席开发维护者，五⽉开始。

7. 定时报告，提供路线图、项⽬决策、技术进展及资⾦帐⽬的信息，包括 每⽉⼀次，完全透明的报告来检视项⽬的承诺做
到了哪裡。此报告已有两期，可于 https://read.cash/@freetrader 阅读。此为⾸席维护员及前项代表⼈员的共同责任，预
算10700美⾦，部份⽤于开发及维护相关的⽹⻚。

8. 建⽴独⽴的募款能⼒。我们将主持⾃⼰的募款，可能运⽤第三⽅的Assurance Contract平台，取得⾃愿且可持续的资⾦来
源。感谢Flipstarter团队将软件写得容易⾃主运⾏，我们将从这著⼿，但不排除其他选项。预算10120美⾦，其中4000美
⾦⽤于五⽉开始两个⽉的基本建设及开发，其余⽤在12个逐项募款的活动，期间需要等同0.5个全职开发者。

与这些⽬标相关的可验收任务，将于下节详述。

其他细节请参照⽬标内容。

4. 可验收任务

以下是满⾜前述⽬标，可检验的各项任务。⼈员、时程和预算也将于后详述。

4.0 可验收任务 #0 - 有能⼒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前有⼀位全职的⾸席维护者进⾏⼤部分的策划和⽇常监督，并有⼏位兼职维护者协助，他们也进⾏开发、测试、

⽀援及基建维护的⼯作。团队⼤抵由志愿者组成，约等同2-3位全职⼯程师。

此外，也有⼀些简历亮眼的开发者在⾏有余⼒时⽀持我们的⼯作，但若有资源，才能保证定时的贡献。

如果募款⽬标顺利达成，不论是现有的开发者还是新进⼈员，我们的⼯作都能更确定。具体⽽⾔，这将等同两个额外的全职开

发者，⾜以应付我们在近期内将升到等同4.5个全职⼈员的开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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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善沟通并腾出⾸席维护者的时间，好让他能集中精神领导开发及维护⼯作，我们在预算中也加⼊了兼职项⽬代表⼀职。

4.1 可验收任务 #1 - 对难度调整算法 (DAA)的分析报告

我们将在征询⽣态圈各造后，清楚地分析各算法优劣。此报告将于七⽉推出。

4.2 可验收任务 #2 - 2020年11⽉新DAA规格、软件及测试

为前述研究得出的最优算法撰写规格，并在2020年8⽉15⽇前正式与软件及测试⼀并提出。以前述的⽣态圈同意为前提，我们
将把此算法写⼊BCHN软件中，预定于11⽉啟⽤。预估我们⾄少需要为Electron-Cash 协议的钱包(如Electron-Cash及Edge)与
Bitcoincashj提供升级⽀援，不排除有额外需求。

4.3 可验收任务 #3 - 调查未确认交易链的瓶颈

针对未确认交易链在不同情况下效能，及不同Mempool政策带来的影响进⾏测量。此任务的⼀部分在早期的讨论中已有⼈进
⾏，可纳⼊考量，但需要调查更多状况。

我们会发表⼀份技术报告，详述测量结果、遭遇瓶颈及建议改善⽅法。

4.4 可验收任务 #4 – 提供⼀个可运⾏两个测试⽹络-现有testnet3及实验性testnet的软件

本任务将提供⼀个可靠的测试环境。具体⽽⾔，节点软件将会有新的参与选项，并附上如何使⽤及参与测试⽹络的说明。

4.5 可验收任务 #5 - 持续维护测试⽹络

建⽴⼀些可靠测试⽹络上已成标配的服务项⽬:挖矿,公⽤矿池,Electron-cash服务器 (Fulcrum或Electrs),SLPDB,REST端⼝,并
于全年为开发者提供服务。

4.6 可验收任务 #6 - ⻓数字⽀援

推出⼀份能让现有Opcode处理更⻓数字(⽬前暂定64位元)的软件。有些概念之前已经讨论过，我们将在此基础上发展。

4.7 可验收任务 #7 - 定期更新BCHN软件

作为维护的⼀环，我们将持续发布⼀些较⼩的更新，为软件除错及优化效能。这对保障⽤户安全，补上现有不⾜及跟上平台开

发⾮常重要。

基于⽤户的反馈，我们发布的周期将⻓于两周，⽐另⼀个常⽤全节点软件需要的更新次数少。我们预计更新周期约为4-8周，
并将尽⼒包括实在的效能提升及重要的上游补丁。

若我们之后的逐项募款能成功为新功能募得款项，在这些新功能通过内部测试后，我们就会在新版中包括这些功能。这些逐项

募款⾄少也会在⼆到三个⽉后，成功后仍需数个⽉来完成任务，所以其他新功能都将是下半年的事。

4.8 可验收任务 #8 - 任⽤BCHN代表

本任务将聘请⼀⼈作为BCHN代表。此⼈将协助⾸席维护员维持与⽣态圈各造持续、专业的来往，并⼀同打造⼀个定期取得并
处理⽤户反馈的机制。

4.9 可验收任务 #9 - 独⽴的下载站点

本项⽬将在⽹站 [1] 上发表独⽴的下载站点，并同步更新软件内含的⽂件及read.cash⽂章。

我们在此之前的发布版本[3]也将转⾄新服务器。

4.10 可验收任务 #10 - 透过Gitlab及Slack提供⽀持

本任务将专⻔拨出开发者时间来在Gitlab及 Bitcoin Cash Node Slack #support 频道上提供⽀持。.

4.11 可验收任务 #11 - 为我们的⽹站提供完整中⽂翻译

⽹站及其上的⽂章将有完整中⽂翻译。

4.12 可验收任务 #12 - 为⼀项技术项⽬发起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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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取得独⽴的募款能⼒，并优先使⽤如Flipstarter⼀类的Assurance Contract技术。这将为更多逐项及专⻔的募款活动铺
路。

我们的第⼀个技术项⽬募款将有对相关功能的细节分析，描述好处及费⽤，估算⼯作量、需要资源以及到实⾏为⽌的时程。

4.13 可验收任务 #13 - 为区块链Parking/Unparking及Auto-finalization订明规格

本任务将填补关于共识规定上⼀个规格的空⽩，让其他节点软件也能得益。我们将为2018年11⽉升级规格添加⼀笔纪录，⽅
便完成BCH协议的总体规格。

这是⼀项敏感⽽牵涉协议的⼯作，需要建模、对已知及⼈造数据进⾏测试，及使⽤现有节点验证规格的准确性。将这些模型、

数据及测试公开是任务的⼀部分。

5. ⽬标内容

本节将介绍各⽬标的细节，并提出建⽴预算的基础，于预算中总结.。

注:软件维护及开发的⼯资以下以每⼩时⼀百美⾦计价。这是基于欧美以外地区的中上级开发者费率[3]，若以西欧或美国看可
能偏低。若在专⻔领域上有需求，费率可能上升。

5.1 节点软件维护

软件维护具体⽽⾔包括提供⽀持，填补漏洞(包括以引回上游补丁为主，⽤户尚未遇到的漏洞)以及确保节点在最新的硬件及软
件平台上都能顺畅运⾏。这也包括我们在Github，Gitlab及独⽴服务器上提供发布的基础建设。

除此之外，软件品管也包含于此项，主要由审码、测试及分析等验证活动进⾏，尽可能在⽤户遇上前就发现问题。

预算如下:

1. 定期由上游软件引回更新 - 平均每周等同于20⼩时开发者时间。BCHN可能与⼀位或多位开发者建⽴合同，并将以每⼩时
100美⾦的费率计算，六个⽉总计约48000美⾦。开发者没有⽤在引回补丁上的时间可⽤于其他维护或开发的⼯作。

2. ⽤户技术⽀援(GitLab issues) - ⽬前流量不⼤，但随著⽤户增加，可能会有急迫的需求。我们预估接下来六个⽉也将需要
每周20⼩时的开发者时间，如前条总额48000美⾦。同上，如开发者有剩余时间，可⽤于其他⼯作。

3. 对 “Rolling Checkpoint” 订⽴清楚规格。协议规格上存在此遗漏，对ABC及下游软件以外的节点增加了问题. - 此规定⽬
前只存在于代码中，并没有清楚地在协议中写出。 这是⼀项敏感⽽牵涉协议的⼯作，需要建模、对已知及⼈造数据进⾏
测试，及使⽤现有节点验证规格的准确性。如果出错，将对遵循协议规格的其他节点带来⿇烦。我们已经做了⼀些基础⼯

作，但剩余的⼯作估计等同于80⼩时开发者时间，或约8000美⾦。此规格应⽅便BCH规格⽹站( https://reference.cash )
采⽤。现有协议规格在区块验证上有不详细之处，可能使此任务更困难，但我们也可将它加到2018年的 “升级规格”⾥。

4. ⽹站更新是维护的⼀部分，细节如下：
新讯专⻚: 我们将在此发布新闻、重⼤公告、技术及财务报告。此项⽬虽不⼤，但需要持续可靠的维护。以每⽉⼋⼩
时，每⼩时100美⾦计算，估计需要4800美⾦。

国际化: ⽀援主要语⾔，由中⽂开始。将我们的软件和服务推⼴给全球的社区⾮常重要。BCH有眾多⽤户都来⾃⾮英
语国家，我们希望能尽量多地与他们接触，由中⽂这个重要市场开始。这对⽹站是个⼤⼯程，需要结构上的调整和专

业翻译，还有对新内容的持续更新。为我们如下估算了六个⽉的预算 : 调整⽹站以容纳更多语⾔:2000 USD 专业翻
译:1000 USD，包括⽹站结构与⼀般内容，但不包括⻓篇专题。 ⻓篇专题或报告翻译:每⽉四篇专题，每篇约
100USD，六个⽉约2400USD 以上六个⽉总数5400USD。 未来只有新增内容及专题需要开⽀，六个⽉后我们对于营
运开⽀的估算将更精准，届时可以进⾏逐项募款来获得经费。

⾃有下载⽹站 我们估计节点软件⼀年会发布6-12次，每次使⽤约1GB空间。开始时约需要20GB空间，此后每年成
⻓。硬盘空间30GB的服务器每⽉约费10 USD，其上可粗略以线性成⻓估计。我们预算开始时以120 USD租⼀VPS，
并花费380 USD提供服务器维护，共500 USD。

5.2 节点软件开发

本提案中仅直接包含部份可能的新功能开发，我们相信我们得先展⽰成果，然后才能要求更多捐款。更多的功能开发项⽬将由

独⽴募款活动资助，每⼀项都将包括⾃⼰的规格、设计、实施、测试、时程和启⽤⽅法。

本提案直接包括的研发项⽬有:

1. DAA研究及实⾏，提供替代难度调整算法
分析并发布报告，让社区知道各算法的优劣，提出⼀个适当的替代算法。 估计成本:40⼩时，每⼩时100 USD，共
4000 USD。

https://reference.cash/


为替代⽅案写出⼀个与现有规格及⼗⼀⽉升级相容的新规格。:估计成本: 20⼩时，每⼩时100 USD，共2000 USD。

以C++在节点软件中实施此算法，并附加相关单元测试。:估计成本: 30⼩时，每⼩时100 USD，共3000 USD。

以Python建⽴启动及其他系统测试。估计成本: 20⼩时，每⼩时100 USD，共2000 USD。

将新算法及测试包装进节点软件中并加以发布。估计成本: 10⼩时，每⼩时100 USD，共1000 USD。

2. 调查未确认交易链的瓶颈
创建测量软件，并⽤以找出未确认交易链的效能瓶颈。估计成本: 40⼩时，每⼩时100 USD，共4000 USD。

调查可能解决⽅案，建⽴简单原型并测试之，将可能的复杂解法打包成独⽴项⽬(可能需要独⽴募款)。估计成本: 40
⼩时，每⼩时100 USD，共4000 USD。

发布技术报告及提供建议。估计成本: 10⼩时，每⼩时100 USD，共1000 USD。

3. 智能合约中⻓数字⽀援研究
审核及完成现有64位元数字相关的规格。 估计成本: 100⼩时，每⼩时100 USD，共10000 USD。

实施及单元测试。估计成本: 100⼩时，每⼩时100 USD，共10000 USD。

系统测试。估计成本: 24⼩时，每⼩时100 USD，共2400 USD。

整合到节点软件中，在testnet上实际测试。 估计成本: 8⼩时，每⼩时100 USD，共800 USD。

整合到主⽹升级中，添加启动测试。估计成本: 8⼩时，每⼩时100 USD，共800 USD。

发布技术报告，提出后续研究。估计成本: 8⼩时，每⼩时100 USD，共800 USD。

5.3 ⾃主募款

因应全球经济现况及我们Flipstarter募款全或⽆的的特性，我们并没有在本提案中加⼊太多⼤宗的新功能。

Assurance contracts 有固定的⽬标，如果⽬标⽆法达成就会⾃动退款，已在知名Kickstarter⽹站上证明了是⼀个有效的募款⽅
式。

⾄今收到的反馈告诉我们:未来的开发⼯作应该细分成有详细描述，各⾃有独⽴计划、预算及时程的募款项⽬，开发者和出资
⽅都偏好这种模式。我们也认为这模式在⻓期会更好，它将使我们软件的发展⽅向更切合⽤户需要，他们将能更细致地控制哪

些项⽬获得资助。

因此，第⼀个提案⼒求精简，开发项⽬不多，有些留待后续的募款活动。我们也将考虑与以Flipstarter为基础建⽴营利平台的
公司合作，其中⼀个可能的公司给了我们10000 USD的开发估价。

在此之外，我们团队⾥也有对Flipstarter有经验的成员，所以我们也可能尽速⾃⾏架设⼀个基于Flipstarter的募款⽹站，之后才
与外部供应商讨论⻓期的⽅案。

如果我们⾃⾏架设Flipstarter⽹站，我们将需要:

1. 后端⼯程及⾃主⽹站。 我们⽬前有⼀个静态⽹站，但Flipstarter⽹站需要更多动态元素，好让⽤户递交款项，及与BCH⽹
络互动。募款⽹站应独⽴于现有⽹站之外，设置起来花费不多，且可重复使⽤现有域名。预算20⼩时，每⼩时100
USD，再加服务器需120 USD，总计2120 USD。

2. 前端开发。若⾃⾏募款，前端作业就更显重要，每项活动对复杂程度都会有不同的要求。我们为前端开发⼯作预算20⼩
时，每⼩时100 USD，合计2000 USD。每个新项⽬也将有琐碎的设置及更动，估计每件需要500 USD，其中包括中⽂翻
译。

我们希望预算能包括12个这样的项⽬，前端2000 USD + 后端2120 USD + 逐项12 x 500 USD = 10120 USD

如果有外包平台给我们有吸引⼒的提案，我们可能会接受。将此⼯作外包的好处是它将不会分薄我们有限的开发者资源，⽽且

若平台⽤户增多及改进体验，我们也能得益。外包的缺点是我们得在重要的募款活动上仰仗他⼈。

如果这部份的预算不全⽤在募款上(⾃⾏架设可能⽐预估容易，或我们可能有便宜的外包Flipstarter选项)，余款将⽤于改善⽹
站。

关于逐项募款，可能的⼯作项⽬有:

安全的JSON-RPC介⾯ 这是⼀项相对容易的⼯作，⽬的是保证RPC管道的安全，不受⼴域或局域(例如NAT介⾯)⽹路上
可能的监听或攻击影响，也将为⽤全节点来服务轻型钱包的⽤户改善隐私性。

加强RPC介⾯与其他节点软件的相容性 (如 BCHD的 gRPC介⾯) BCHN软件将能更容易地与其他节点互换，并给予⽤户
更好的API平台。gRPC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应与QUIC介⾯⼀起考虑。

双重⽀付证明及其通知 此项⽬将提供对双重⽀付⾏为的警告，保护商家，加强在⽇常商贸中未确认交易的安全性。

UTXO/UtreeXO commitments 此项⽬⼤⼤加快新节点上线开始运作及挖矿的速度，对现有的节点负担可以减轻，并满⾜
新种类轻型钱包的需求。要⼤幅扩容，这步必不可少。



⽤Xthinner或Graphene达成更⾼的区块传输效率 Graphene and 与Xthinner是两种与扩容相关的技术，在传输⼤区块时
节省频宽有著很⼤帮助。Graphene⽬前仍在对最坏情况进⾏优化，⽽Xthinner以在最好情况下节省较少为代价，设计上
相对较成熟好理解。对这两种技术进⾏分析并实⽤，是扩容的重要步骤。

处理区块时使⽤更多核⼼ ⽬前的节点软件在使⽤多核CPU上效率仍有待改善，在扩容的路上有不少进步空间，但需要严
谨的⼯程才能成事。

分析可调式区块上限提案，并提供建议及相关的实⾏软件 若能去除⽬前固定的区块⼤⼩上限，我们就能扫除⼀个未来的
扩容障碍，在⽤户数⼤量增加时也就不需再⼀次就区块上限硬分叉。

分析STORM及Avalanche两种共识前机制 这两种共识前协议让⽹络能在⼏笔互相冲突的交易间快速达成⼀致，不只对解
决双重⽀付问题有帮助，也可带来更快的预确认，让BCH成为更好⽤的电⼦货币。Avalanche与 Storm都在规格上有各⾃
的进展，但安全⽽严谨地实施需要更多⼯作。

5.4 建⽴及营运两个测试⽹络

BCHN将提供前述的稳定测试⽹络(testnet3)及相关服务，以及⼀个较常更动，实验性的⽹络以测试新功能。预算 包括多于⼀
台挖矿装置、提供服务的节点，及维护相关说明的⼈员。

5.5 BCHN 沟通联系代表

⾸席维护员理所当然地会与重要⽤户沟通，但⼤多数的时间必须集中精神进⾏决策及确保BCHN软件符合我们的⾼标准。

The BCHN联系代表⼀直将是本项⽬主要的对外沟通⼈员，负责持续、专业、双向地与⽣态圈中⼴⼤⽤户联络。此兼职职位每
周约12.5⼩时，以BCH⽀付，初始预算约30000 USD，期限视受录⽤⼈最终谈妥的条件⽽定。

6. 预算

以下各项以美⾦(USD)计价:

1. ⾃主募款: 10120 USD 需求: 七⽉前等同0.5个全职员⼯0，之后减少。我们可能请现有团队成员(⽹⻚开发者和有经验的协
议⼯程师)执⾏，也可能外包给其他平台商。

2. 维护/引回补丁:48000 USD 需求: 等同0.5个全职员⼯，我们有数位能执⾏这任务的成员。资⾦可能分给现有团队中的开发
者，也可能⽤于取得额外的开发资源。

3. 维护/⽤户⽀援: 48000 USD 需求: 等同0.5个全职员⼯，将分派给现有团队中的开发者。

4. 维护/规格: 8,000 USD 需求: 等同0.25个全职员⼯从五⽉到七⽉⼋星期的⼯作。⾸席维护员将亲⾃执⾏此项。

5. 维护/⽹站 : 10700 USD 需求: 等同0.25-0.5个全职⽹⻚开发者。⾸席维护员已经取得了⼀位团队成员的同意，可在限时
(五⽉到⼋⽉)内逐步完成。

6. 开发/DAA研究: 12000 USD 需求: 等同1个全职员⼯12周的⼯作，五⽉到⼋⽉初。

7. 开发/未确认交易链研究: 9000 USD 需求: 等同0.9个全职员⼯10周的⼯作 ，⼋⽉到⼗⽉。本项⽬较后进⾏以留余裕给
DAA及⻓数字处理⼯作，但如果我们在本募款外能得到额外捐款，将能增加⼈⼿，加快进度。

8. 开发/⻓数字处理: 24800 USD 需求: 等同2个全职员⼯12周的⼯作，五⽉到⼋⽉初 。虽然我们团队中已有有经验的开发
者，我们可能需要为这项庞⼤⽽重要的任务取得额外资源 ，好在限时内完成。

9. Testnet基建/设置及运⾏: 20000 USD 需求: 此项基建的开⽀多于⼯资(⼩于0.25个全职员⼯)。在⼗⼀⽉前，本项⽬将由⼀
位有运⾏BCH服务经验的BCHN创始成员管理。

10. 程序/联系代表⼯资: 30000 USD 需求: 我们计划直接雇⼈填补此职位。此项⾦额固定，时程视合约不同，由最终谈妥条件
⽽定。

11. 因应BCH波动性20%缓冲: 44124 USD

算上现有款项前总额:

264744 USD (= ~1122 BCH以撰⽂时价 236 USD/BCH计算)

现有款项

我们在⽹站上已注明

任何未⽤的捐款将并⼊下次募款活动计算

若将我们已有约144 BCH的捐款并⼊以上数字 可得:

1122 BCH - 144 BCH = 978 BCH为我们的Flipstarter募款⽬标。

https://medium.com/@j_73307/benefits-of-ltor-in-block-entropy-encoding-or-8d5b77cc2ab0
https://github.com/tyler-smith/snowglobe
https://github.com/awemany/storm-sim/raw/master/whitepaper/storm-wp-2019-08-30.pdf


7. 时程

四⽉ – 五⽉初: 本募款活动期限。五⽉⽹络升级前将对BCHN节点再做⼀次⼩发布(包括除错、⽂件纪录改善、效能升
级)。 其他活动包括:

开始设计及实施⾃主募款前后端⼯作这将是个⻓线⼯作，应该尽早开始，会先调⽤已有的资⾦，不论募款成功与否都

会进⾏。

持续维护软件，⽀援⽤户，引回补丁

BCHN升级启⽤测试(四⽉底前)

为⽤户准备切换及备⽤指⽰ (ABC <=> BCHN)

项⽬计划及报告(例:已收到的⽤户反馈，将在接下来的技术项⽬中做参考)

如有可能，聘请⼀位联系代表。本项可推后。

四⽉下旬: 开始Rolling checkpoints规格前置作业

五⽉中: 募款活动结束，依结果实⾏计划或启⽤后备⽅案(下有详述)。不论结果，⾃主募款相关⼯作都将继续进⾏。 如募
款⽬标未达成，节点维护仍将持续，但规模将有限。

DAA分析开始

⻓数字⽀援开发开始

五⽉中: BCH⽹络升级。所有资源将集中在给BCHN⽤户提供升级相关⽀援上。我们恳请⽤户们就任何特殊需求提前告
知。

五⽉升级后时程 (若募款成功)

五⽉剩下时间到六⽉: 同时进⾏:
架设⾃主募款

⽹站开发: 设置专题发布⻚⾯

设置计划

节点软件持续维护

此时我们也将计划和准备第⼀项针对技术提案的逐项募款，好在七⽉⾃主募款能⼒上线时能及时启⽤。

七⽉:
本⽉结束前我们就会有完整的⾃主募款能⼒，并开始第⼀份功能的专项募款。时程⻓短未定，可能维持1-4周。

在⼗⽉前，节点维护和提升以约每⽉发布⼀次的步伐继续进⾏。

发表我们关于Script和DAA升级的规格、技术汇报、实施代码和单元测试。参与社区相关讨论和审核，以为⼋⽉⼗五
⽇的功能冻结和⼗⼀⽉的升级做准备。

Rolling checkpoints 任务 (规格、验证模型和数据)约于此⽉前发布，最迟也要在⼋⽉⼗五之前。

⼋⽉⼗五⽇: 2020年⼗⼀⽉⽹络升级新功能冻结⽇。我们将各造同意的协议更动整合到BCHN节点中，在⼀个⽉内(九⽉⼗
五⽇前)发布可测试版本。

未确认交易链测试开始

主⻚第⼀个完整的翻译版本(中⽂)将上线，主⻚开发⼯作暂告⼀段落。

七⽉到⼗⽉末: 如逐项募款成功，交付第⼀项专⻔技术任务。如不然，专⼼维护，并从不成功的募款中吸取经验，可能需
要视情况调整路线或提出的功能。不只是募款，我们也会在策划和执⾏⼯作上寻求反馈。

⼗⽉末: 发布未确认交易链测试的报告。检测这六个⽉来的⼯作及财务状况，予以汇报，并规划接下来六个⽉。

五⽉升级后时程 (若募款不成功)

我们将回到志愿模式，有更⼤的不确定性，但将继续募款以求达成整体⽬标。

8. 政策 / 程序 / ⽂化

Bitcoin Cash Node 遵守开放、透明化的程序，并认为⽣态圈的反馈⾄关重要。

我们认为⽐特币现⾦的相关成员范围很⼴，所以并不限制⾃⼰只服务某些特定对象。我们的软件适合⽤在需要⾼品质、⾼可靠

度的场合，这意味著得采扎实的⼯程⼿段并有清楚的政策，这些都将在项⽬⽂件中写下。为此我们已建⽴了项⽬管理资料库，

软件开发、⽣态周期相关的计划细节都将在此集中管理。

我们在⾃家的联系平台上希望打造不论背景或经验，对所有⽤户都友善的环境。同时，我们也与其他软件项⽬有安全⽅⾯的互

通协议，合作让⽣态圈得益，⽽不会为安全问题所苦。

Bitcoin Cash Node承诺将协助发展在项⽬内与BCH⽣态圈中透明化、可问责的程序。



现有的六个⽉升级周期以及节点频繁的发布为⽀持者们带来了实⽤上的⿇烦，并且间接使得开发更加中⼼化。以⽤户意⻅为基

础，BCHN将会谨慎地在2020年⼗⼀⽉后调整此周期。

9. 可问责性

1. 如何检验任务成功与否

前⾯的 “可验收任务”⼀节对此有详述。我们的维护员报告将包含每份报告前的任务进度及相关开⽀。

⽤户可能对每项任务的各种指标感兴趣，有⽤的提问和反馈，我们都⽆任欢迎。

2. 如何检验帐⽬透明度

现在我们所有的收⼊及⽀出都在⾸席维护员报告[7, 8] 中有纪录，但随著纪录变⻓、⾦额变⼤，我们计划将其独⽴成⼀份
财政报告，由计划总帐号( https://read.cash/@bitcoincashnode 及主⻚)发表。

如遇到需以法币⽀付开⽀的情况，⼀般上团队成员将先垫付，随后由项⽬地址上提取BCH作为补偿。I

如果特定的⼯作或活动需要专款，或在⼀般捐款外有别的收⼊来源，这些额外的地址将在财政报告中提及。

市场波动很难预测，我们有可能需要将部份款项转⼊稳定币或其他机制以求保值。我们将先做内部咨询，但 若采此举，
定会使⽤BCH链上的稳定币(SLP或其他)或机制，这让本计划的利害与BCH⽹络保持⼀致。

3. 定期进度报告

⾸席维护员已承诺定期做报告，⾄少每⽉⼀次(可能⾼达每两周⼀次)，汇报最新的⼯作进展。他也将在各公开联络管道上
备询。

10. 后备⽅案

请参照常⻅问题 (FAQ).。

11. 附录

A) 团队及相关成员简历

The Bitcoin Cash Node团队⾥有来⾃币圈各种背景的成员，其中不乏有经验的开发者，既有基础协议⽅，也有下游各层服务
如基建软件、钱包、智能合约及代币等等。有些成员在2017年⽐特币现⾦创⽴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若要了解我们团
队与⽀持者的详情，请参照Bitcoin Cash Node 团队主⻚和有数字签名的⽀持者列表。

B) ⼯作成果简史

The BCHN计划初版于2020年2⽉27⽇发布，在⽣态圈中取得了正⾯的回应，也⽴刻被⼀些矿池与⽐特币现⾦商家们采⽤。

在三⽉下旬，BCHN团队进⾏了公开咨询以取得关于节点软件及⽹络开发优先顺序的反馈 。此调查只是⼀个开始，我们接下来
会以开放的态度持续与⽣态圈互动，让⼤家参与我们的软件开发、实践及决策。

C) 预算及资⾦运⽤简史

The BCHN⽬前完全以多签地址 bitcoincash:prnc2exht3zxlrqqcat690tc85cvfuypngh7szx6mk上的捐赠款项运作 .。此地址可于
我们主⻚验证。

⼀间专业管理和监测SHA256矿机的公司慷慨给我们捐赠了100 BCH，其余约43.23 BCH来⾃⽣态圈其他各造。Coin.Dance
(https://cash.coin.dance/development/#developersupport) 为我们募得了约1.13 BCH，稍后转到了我们的多签地址上。

本计划⾄今的财务状况有在⾸席维护员的定期报告中提及[7,8]。我们的花费不⾼，主要有花在翻译上的约0.3 BCH。所有收⼊
及⽀出都经由项⽬的主要地址，在链上公开可⻅。

截⾄2020年4⽉4⽇为⽌，本项⽬资⾦结余约144 BCH.。

D) 现有营运⽀出

本计划⽬前并没有⼤宗的营运⽀出。我们现在正使⽤数个知名平台的免费计划:

https://read.cash/@bitcoincashnode
https://bitcoincashnode.org/team
https://read.cash/@freetrader/signatures-in-support-of-bitcoin-cash-node-43e323e9
https://bitcoincashnode.org/#donate
https://cash.coin.dance/development/#developersupport


1. 版本控制，持续整合(CI)和除错追踪都在gitlab.com免费版上进⾏

2. 主要开发讨论渠道在免费的Slack(bitcoincashnode.slack.com)与Telegram上进⾏

除此之外，也有不定时的翻译需求，译者可由捐赠款项取得⼯资。

主⻚( https://bitcoincashnode.org )的域名注册费及服务器⽬前由计划的⽀持者直接捐出。我们⽬前有能⼒为这些服务付费，
希望之后也能这么做。主域名⽬前由团队中的⼀个维护者(⾮⾸席)保管。

E) 常⻅问题

1. 要是本次募款⽬标达不到，该怎么办?

我们将请有兴趣⽀持我们的⼈，仍将捐款直接发⾄我们⽹站上的多签地址。

若本次募款⽬标⽆法达成，我们将如下对任务优先处理:

在接下来⼀年内优先维护软件，减缓开发新功能。我们将必须主要依靠志愿者来进⾏⼯作。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得取消

新功能开发，但我们将⽆法聘请专职⼈员，只能仰赖志愿者。功能实⾏及啟⽤的时程将变得不确定，我们也⽆法保证

志愿开发者能在限期内提供多少资源。

建⽴⾃主募款⽹站仍将是⼀⼤优先事项，在现有资⾦及市场波动许可范围内，我们将有⾃主募款的能⼒。如果现有资

⾦不⾜够，我们可能需要放弃先进的Assurance Contract募款⽅式，改采⽼式的简单逐项捐款地址。

从其他来源寻求资⾦，如公司赞助、⽀援合约、为使⽤BCHN的商家提供咨询、由第三发出资赞助单项功能，也不排
除贩卖周边商品。

2. BCHN有⽆相关的法定机构或公司?

我们不认为有成⽴这类机构的⽴即需求，但若组织规模扩⼤，会随需要重新考虑。

3. 募得款项存在哪⾥?

募款所得将存在我们公开的多签地址中，结余随时都可公开审查。

4. 怎么知道⽀出去向?

我们将持续发表财务报告，对⽀出细节逐项列出。

5. 接下来的逐项募款会存到同⼀处，还是会各⾃管理?

为简化款项处理，我们将把所有募得款项转⾄主要的多签捐款地址上。如此我们可以⽅便地检视所有⽀出与收⼊，社区⼤

眾也可对结余及收⽀⼀⽬了然。

6. 您的团队成员有许多也在别的组织有兼任，这会不会引发冲突?

Bitcoin Cash Node是⼀个欢迎各⽅参与的开源项⽬，这包括了其他节点、甚⾄是其他加密货币的成员。

我们认为利益冲突是个⼈独⾃的责任，并⿎励团队成员公开可能造成冲突的事项。

7. 您交付任务的团队成员若⽆法完成任务或离开，该如何处理?

我们在完成任务的途中可能遇到各种未知的状况。在尽⼒应对之后，不论我们处理的成败如何，我们都将透明地纪录整个

过程，让您清楚资⾦的运⽤内容。

8. 如果BCH贬值超过储备预算的20%，要怎么办?

如果贬值只是短期现象，我们将继续原订计划，但储备可能更快耗尽。这意味著我们有可能得进⾏更多的募款活动来完成

任务。

9. 如果BCH快速升值，⼜该如何?

升值越快，我们就能不靠新募款做更多事情。多余的款项，将为使BCH成为世界性点对点货币更进⼀步⽽⽤。

10. 所有募得的款项都将以BCH存放吗? 有没有考虑使⽤稳定币?

我们并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但⽬前暂定将把所有款项以BCH形式存放。我们将征询财务相关意⻅，可能在未来把部份款项
存于BCH⽹络上的稳定币或智能合约中。

11. 要是矿池IFP意外地启动了，该怎么办?

https://bitcoincashnode.org/


BCHN软件将⾃动跟随最⻓链。我们的节点并没有IFP相关规定代码，所以矿⼯及矿池应⾃⾏调查⽣态圈现况，并⾃主决
定此状况下要不要跟随IFP。必须留意的是，即使IFP在⼀部分ABC节点间启动了 ，也并不表⽰真正的⽀持率⾼。

12. 除捐款以外，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地⽅?

不论是时间、建议、公开⽀持或其他形式的援助，我们都⾮常感谢。

如果您是个开发者、测试者或能写技术⽂章，你可以联系我们，在您感兴趣的⽅⾯直接做出贡献。

如果您在BCH⽹络上挖矿，您可在区块Coinbase中写⼊ /BCHN/  以⽰⽀持我们。

如果您是使⽤BCH⽹络的商家，我们希望您能在全节点上运⾏BCHN，并给我们反馈。

如果您是BCH的⼀般⽤户，您可以在Gitlab上报告问题或建议，也可以在其他通信⽹路上与我们沟通。

请参照⽹站上列出的Slack，Telegram或IRC联系⽅式，获得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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