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gorand
去中心化治理
摘要
Algorand 基金会信奉完全去中心化的 Algorand 生态。人人都能影响经济、技术及其他策略决策的生态最有
助于 Algorand 社区塑造 Algorand 网络和项目的未来，同时还能防止任一团体施加过大影响。
我们听取了社区成员的意见和建议，致力于打造简单、包容和透明的社区治理系统。本提案基于 希尔维奥·
米卡利 (Silvio Micali) 的初步提案 ，同时综合考虑了 Algorand 治理论坛、 Discord 上的 Algorand 治理频道
以及其他一些社区辩论中关于治理的讨论。未来几个月，基金会将进一步阐述 Algorand 的去中心化之旅，
相应的社区活动也将贯穿全年。
我们认为是时候迈出履行这一重要使命的关键一步了：我们计划将基金会目前受托的剩余生态资源的决策权
让渡给社区。下表详细列出了这些资源，包括参与奖励、研究与创新基金，以及生态奖励计划，总额达
32 亿 Algo。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些 Algo 称作 Algorand 生态资源池 (AERP)。
这一宏大的新治理系统将分两个阶段部署。初始阶段从 2021 年第四季度开始，其中某些方面将在链下实现。
我们预计，完整的系统将于 2022 年初准备就绪，届时各方面全面上链，并由智能合约控制。
下面的计划一经社区批准，AERP 中的 20 亿 Algo 将被立即锁定，基金会无法动用这笔资金。待到
初始阶段结束，智能合约接管之后，链上治理系统也就建立起来了，这 20 亿 Algo 的控制将迁移至该系统。
初始阶段正在进行的活动仍可使用余下的大约 12 亿 Algo，但链上系统一就绪，这些 Algo 也
将锁入同一智能合约。到那时，整个 AERP 都由智能合约控制，只有治理者投票赞成才能解锁。
这代表着几个月前发布的 Algo 长期发展动态展望 中的下一阶段。由于全部账户均可在此决策过程中投票，
我们诚邀所有生态参与者仔细阅读本提案，成为 Algorand 治理者，参与即将作出的决定。基金会预计，
智能合约控制的链上治理系统将在 2022 年初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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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提案
本提案旨在将 Algorand 生态的未来交托给致力于 Algorand 网络及其愿景的参与者。为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诚邀所有 Algo 持有者志愿成为治理者，投票表决关于生态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些决策。治理者
每次任期为一个季度，投入所持 Algo，并领取奖励，作为其因履行职责所付出的时间和投入的回报。
所有投票将把参与者的治理份额（例如投入的 Algo 数量）作为权重。
基金会将设立投票但不会参与治理者计划。其他 Algo 持有者可以选择提前公布自己想要投入此计划的
Algo 数量。治理计划会将 Algorand 生态资源池 (AERP) 的使用决策权交到社区手中。
Algorand 生态资源池 (AERP)
下表详细列出了将由治理者控制的资源，以及当前分配情况。
2021 年 7 月 14 日预期数额

试验阶段锁定的

正在进行的生态活动

数额 (Algo)

数额 (Algo)

数额 (Algo)

参与奖励

1,955,350,000

1,455,350,000

500,000,000

Algorand 创新基金

400,000,000

300,000,000

100,000,000

Algo 生态奖励计划

200,000,000

150,000,000

50,000,000

研究与社会公益计划

2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或有激励

495,350,000

0

495,350,000

3,250,700,000

2,005,350,000

1,245,350,000

链上治理通证
名称

总额

AERP 由 5 项独立的基金组成，专注支持 Algorand 网络与生态发展的各个支柱，长期目标是打造稳固可靠、
广泛普及的去中心化公链网络。按计划，从现在起到 2030 年，这些基金将陆续投入流通。Algo 长期发展动态
中阐述了这一点，并详细描述了这 5 项基金，此处简要介绍一下：
• 参与奖励：旨在支持社区奖励的基金。这项基金在 Algorand 网络早期发展阶段支持了

Algo 通证的持有和流通。2022 年，参与奖励将被废止，并由上文所述的治理者奖励所替代。

• 创新基金：该基金旨在支持 Algorand 链上有极大可能取得长期商业成功的项目。
• Algo 奖励计划：正在进行的奖励计划，旨在支持 Algorand 生态基础设施开发和概念验证用例的

创建，展示 Algorand 网络的实用性和能力。

• 研究与社会公益计划：伙伴关系基金，旨在支持区块链开发和广义密码学关键领域的初步研究。同时

也支持可实现全球社区包容性和变革性生态愿景的伙伴关系。

• 或有激励：一项储备或应急基金，供基金会和治理者应对可能对生态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意外趋势或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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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者的职能
治理者将越来越多地承担起重大经济及策略决策的责任。决策通过定期投票完成，而基金会将会基于治理者的
决策，严谨地执行决策结果，保障整个生态的利益。
基金会致力于尽可能地简化投票过程：将提供简单的界面；每个治理周期仅会安排一场投票；并且治理者如果
愿意，可以在每次投票时选择跟随基金会的立场。
治理者奖励
治理者的付出可以获得奖励，数额基于自身在治理中的参与份额。治理计划将推出季度入口点，参与者可在
整个治理期间加入计划并投入 Algo。治理者参与季度投票决定 AERP 的分配，只要投出有效投票并保持治理
钱包中所投 Algo 的数额，就能在治理期结束时领取奖励。这是变革性的一步，提出了确保治理能兼顾
去中心化、安全和高效的机制与激励，就像我们的共识协议一样。
治理计划标志着 Algorand 网络从早期阶段转变到了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社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奖励则
作为可验证投入的回报进行分配。不过，从参与奖励到治理奖励的转变将是渐进而平滑的。
从参与奖励到治理奖励
2021 年 7 月 14 日，恰巧是法国大革命纪念日，也将是现行 参与奖励计划的最后一天，最后阶段的21,850,000
枚 Algo 的奖励分配数额也将创下此前年内最高纪录。此后直至 2021 年末，基金会将以同等水平继续分配参与
奖励。
治理计划将从十月开始，会向治理者分配额外的奖励。（因此，治理项目的参与者获得的总回报将明显高于
当前固定水平的参与奖励。）到 2022 年，参与奖励即退出历史舞台，被治理奖励完全替代。
奖励频率
奖励将在每季度末分配到参与投票且保持所投 Algo 数额的治理钱包。治理者如果错过投票，或者未能保持
自身所投 Algo 数额，将会失去自己本季度的奖励。
提前退出计划
季度中任何时候都可以退出计划，但提前退出的治理者将会失去本季度所有奖励。最初，提前退出是不会有
任何额外惩罚的，为投入 Algo 参与该计划增加吸引力。但未来，经由治理者投票表决，可能会设置额外的
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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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回报率
给定周期内治理者的回报率将由自愿参与者决定，即，将基于针对该期总奖池投入的总通证数。
举个例子，2022 年将有约 3 亿 Algo 用于治理奖励分配：即，每季度大约分配 7,500 万奖励 Algo。
因此，2022 年某一季度：
• 如果这个季度有 40 亿 Algo 投入治理账户，那本季投入的每个 Algo 的回报率就是 7,500 万/40 亿 =

1.875%，对应年化回报率为 7.7%。

• 如果这个季度有 20 亿 Algo 投入治理账户，那本季投入的每个 Algo 的回报率就是 7,500 万/20 亿 =

3.75%，对应年化回报率为 15.9%。

• 如果这个季度有 10 亿 Algo 投入治理账户，那本季投入的每个 Algo 的回报率就是 7,500 万/10 亿 =

7.5%，对应年化回报率为 33.5%。

治理机制
治理者需定期投票表决越来越多的任务，包括生态奖励计划分配、生态伙伴关系及相关资金转账、节点运营者
和治理激励等等。基金会将在每次投票前宣布要表决的新任务。想要参与治理系统，准治理者需要：
• 注册打算用于该期（三个月）治理的 Algorand 地址，承诺在此期间该地址中始终保有一定的 Algo

余额。这个地址可以是参与者的现有地址，也可以是专为治理目的而开设的新地址。

• 参与基金会在此期间召集的投票。
• 治理者的投票权重将等于该期开始时投入的 Algo 份额：一枚 Algo 一票。

治理者如果在整个治理期间保持了所投 Algo 余额不变，并且参与了所有投票，就可以在该期结束时领取治理
奖励。
基金会将与合作伙伴一起努力提供各种工具，尽可能简化这些任务。最初，治理系统的各个部分将通过链下
机制实现。此后，整个系统将在链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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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进一步将基金会的通证供应及其他决策权去中心化，代表着 Algorand 网络的重要演进。我们全心致力于将
Algorand 区块链塑造成完全去中心化的网络，无论是在节点分布方面，还是在投票权方面。然而，通往去中心
化的道路必须在早期阶段审慎铺就。在颁布治理计划之前，基金会将召集全网投票批准。
Algorand 网络本着透明、包容和协作的原则建立，由专门的社区维护，承载着对去中心化无边界未来的共同
愿景。Algorand 的理念是系统应允许变化并避免策略僵化，让社区和协议都能够不断发展。我们秉承同样的
理念进行负责任的去中心化，共同实现我们所设想的任务驱动的未来。
基金会认为本提案符合创建独特、创新、包容的公链治理方法的目标。本提案中，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权控制
Algorand 生态和 Algo 通证持有者社区的发展方向。通过实质性承诺长期持有 Algo 并投票，治理者社区将以相
同的回报率从参与此治理机制中获益。
在此背景下，基金会提交本提案供您考虑，建议您在即将到来的全网表决中投赞成票，将 Algorand 生态的发展
与成熟推进到下一阶段。如果本提案获得批准，我们将从去中心化 AERP 的决策分配开始。总而言之，
我们遵循“基金会促成、治理者决定”的指导原则和职能分工。
一如既往，感谢您继续参与 Algorand 生态。我们期待 Algorand 网络的下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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