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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LO 阿波罗计划全称为 Apollo program，代表了 ALO 社区探索万物奥秘的精神。 

ALO 阿波罗社区是由加密数字货币爱好者组成的 DAO 组织，流通通证为同名代币 ALO。ALO 依托

于 BSC 币安智能生态链网络发行，发行量为 2 亿枚。阿波罗计划打造了一个 ALO 通证为内核的经

济体系，ALO 通证承担价值载体、交易媒介、权益证明、生态治理等作用，促进 ALO 经济繁荣。持

有 ALO 可以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和投票；可以参与到包括去中心化 DeFi 的金融质押、LP 流动性、

NFT 生态、Web 社交、链游、NFT 等诸多部分，为链上的交易提供动力，也支持将来 ALO 社区的

更多应用场景。 

ALO 以构建虚拟现实元宇宙生态为最终目标，衍生出多种去中心化应用场景，ALO 社区旨在创建一

个可以访问无限多元宇宙的数字社区。用户通过基于 ALO 的资产交易活动，数据和其他行为，根据

贡献值和综合计算能力来衡量激励代币的数量，贡献值越高，奖励的 ALO 代币越多。 

ALO 的元宇宙生态体系主要包含 NFT、Gamefi、DeFi、Web3 等四个板块，并在四大板块的基础上

建立一套全新的 LP 质押挖矿运行模式，ALO 构建了一个高效、开放、互操作性的平台，促成充满

活力的新经济，服务数字资产、链游、元宇宙等众多应用，让 ALO 成为全球一流的聚合生态平台，

成为元宇宙的基础设施，通过一种开放的数字经济生态，推动 DeFi 革命，构成开放型数字经济。 

ALO 社区挖掘勇于创新，努力将自己的创意变为现实的人。“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 ，社区注重个人

价值，人是价值的创造者、实现者和享受者，每个人都在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中实现着个人价值。社

区打破价值和价格不等的现状，让每个人的价值都得到价格体现。 

ALO 的最终愿景是构建一个全新的虚拟元宇宙世界，玩家可以在其中协作创建虚拟世界和游戏，创

造一个人人平等，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合约化共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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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代背景-DeFi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持有加密数字货币总人数已超过 2000 万，这个数字在一年前是几百万，

代币用户的数量正在以指数级的方式增长，就如币价指数级增长一样。再加上 DEX 交易所的崛起，

中心化交易所，中心化管理以及中心化治理的方式已经慢慢无法在数字货币圈生存，去中心化是数

字货币的未来。在去中心化的道路上，DeFi（Decentralized Finance）颠覆了传统的金融模型，成为

了新一代加密数字货币的主流模式。 

1.1 DeFi 的定义 

DeFi 是 Decentralized Finance 的英文简写，也就是去中心化金融，实际是指，建立在区块链网络上

的分类去中心化协议，并采用一套具有极端，可访问性和包容性的开放式金融系统。目前我们常见

的银行券商公司等相对来说，均属于 CeFi，即 DeFi 的对立面，中心化金融。 

DeFi 从本质上是无需许可准入的，金融应用可以不受限制地改造，连接和利用。DeFi 逐步利用智能

合约取代传统金融领域中的特权机构，使用户以极低成本享受到金融服务，并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

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同时打造一个面向全球开放的无国界金融体系结构，以建设开放，透明，

安全的去中心化系统，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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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 平台具有两个主要的优势： 

 有资产管理需求的个人无需信任任何中介机构即可享受各类金融服务，新的信任在代码上重建。 

 所有协议都是开源的，任何人都可以在协议上合作构建新的金融产品，并在网络效应下加速金

融创新。 

目前，DeFi 已经发展出了稳定币，借贷，去中心化交易所，衍生品，预测市场，保险，支付平台等

多种模式，ALO 的金融模型就是一种全新的 DeFi 生态。 

1.2 DeFi 的崛起 

2018 年 8 月 Dharma Labs 联合创始人和首席运营官 Brendan Forster 一篇《Announcing De.Fi,A 

Community for Decentralized Finance Platforms》宣告了 Decentralized Finance 的诞生。 

DeFi 概念历经迭代，已从最初的“金融的改良者”逐渐向“金融的革命者”演化，区块链技术开始从应

用程序服务于金融转变为对金融的重塑，催化其快速落地。 

2019 年后，受惠于区块链行业生态的不断完善，业内对 DeFi 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拓展：利用开源

软件和分散式网络将传统金融产品转变为不需要信任且透明的协议的运动。 

金融业是区块链技术应用的重点发展方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区块链项目可归类为 DeFi。以学界对

金融的定义为准，并根据 BICS（Blockchai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tandard）分类，在目前市值前 

1000 名的通证中，至少有 38% 的区块链项目直接应用程序服务于金融行业，包括非银金融、钱包、

交易、通证资管、稳定通证、银行应用程序服务和支付结算。 

据非小号，CMC 的数据统计，自从 2021 年以来，DeFi 的总锁仓量一度超过了 1000 亿美元，对比

2020 年 DeFi 得到迅速的增长。不少明星项目也在迅速崛起，项目可选择的公链也从最开始的以太

坊网络，演变到现在的多条公链鼎力的局面，例如 Tron 公链，Matic 公链，BSC 公链等。 

未来在 DeFi 创造的全新金融格局下，全新一代的代币 ALO 将会创造更多超越想象的革命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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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LO 生态 

ALO 是全新的元宇宙加密数字生态，在传统区块链生态的基础上的更新迭代，发行了新的数字 Token，

开拓了更多全新的应用场景。 

ALO 社区进行了传统金融领域的改革，旨在改革整个区块链市场，社区发行的全新同名数字代币

ALO 深化了 DeFi 领域深度，构建了全新的元宇宙游戏生态的共识理念和通证经济模型。ALO 利用

一个拥有自有流通货币、高度自治的社区，让用户在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中建立新的内容、社

交、秩序和经济。ALO 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游戏玩法及 LP 质押挖矿运行模式，旨在构建

DeFi+Web3.0+链游+NFT 的去中心化元宇宙生态体系。 

ALO 运用多链+跨链的高端技术为 DeFi 和元宇宙商品交易市场提供一个更加安全且高效的网络。

ALO 的 Web3.0 体系提供友好的交易场景，供用户方便，快捷，安全的创建、购买、出售、或者交

换元宇宙商品 

在 ALO 平台中，抵押代币可以获得元宇宙特定系列的实用化场景以及质押收益等，为虚拟世界提

供数字货币的价值传递。在 ALO 生态中，传递价值的载体就是区块链技术。通过去中心化的虚拟资

产权益记录与虚拟身份，区块链技术提供了去中心化的清结算平台，从而建构了完善的价值传递机

制。 

2.1 ALO DeFi 

ALO 打造全新的 DeFi 金融模型，推出了「LP 集中流动性」模型，即允许 LPs 在特定价格区间提供

流动性，而不是像其他的去中心化交易模型一样必须接受在整个价格范围 (零-正无穷) 提供流动性，

这种方式处于 DeFi 领域最前沿。「LP 集中流动性」放大了 LPs 的收益和无常损失，因此这是一种全

新的、更高效的 LP 模式。 

ALO 的全新 DeFi 模型可以降低无常损失，让用户摆脱 LP 二池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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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 DeFi 模型对加密资产行业的好处： 

1、可以提高价格效率。 

2、可以提高透明度，从而降低审查的阻力。交易不可以逆转的，没有第三方可以停止借贷过程。所

以相对来说是透明的。 

ALO DeFi 系统相对于集中银行平台的优势： 

1、资本渠道更多。平台提供了美元或者任何以法币计价的稳定资产的敞口。 

2、透明度和效率。DeFi 系统的利率和涨跌由市场参与者决定，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基础特性，ALO

的 DeFi 系统对市场完全公开，免除了人工审查，AI 自动调节，效率远高于传统银行体系。 

3、灵活性和贷款隔离。一个钱包可以同时借入多个资产，所以不同的风险可以单独分开考虑。 

4、较低的设置成本以及周转时间。不同于传统的金融业，对于 DeFi 来说，只要是以市场利率借入

资金，速率，所以消除了任何中介机构的授信资格。 

2.2 ALO DAO 

DAO 是应对不确定、多样、复杂环境的一种新型有效组织，ALO DAO 就是一种 DAO 形态的组织。

ALO 主体是一个由 ALO 粉丝组织而成的 DAO 组织，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非盈利性的分布式自治组

织，ALO 致力于探索区块链世界与实体社会的结合，并为区块链世界建设者、价值理念的认同者提

供一个中立的、无利益偏向、公开的可信任平台。 

ALO DAO 将组织的管理和运营规则以智能合约的形式编码在区块链上，从而在没有集中控制或第

三方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运行。ALO DAO 具有充分开放、自主交互、去中心化控制、复杂多样以及涌

现等特点。ALO DAO 不受现实物理世界的空间限制，其演化过程由事件或目标驱动，快速形成、传

播且高度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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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 DAO 特点 

1、分布式与去中心化（distributed and decentralized） 

ALO DAO 中不存在中心节点以及层级化的管理架构，它通过自下而上的网络节点之间的交互、竞

争与协作来实现组织目标。因此，ALO DAO 中节点与节点之间、节点与组织之间的业务往来不再

由行政隶属关系所决定，而是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由彼此的资源禀赋、互补优势

和利益共赢所驱动。每个组织节点都将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和才能资质，在通证的激励机制的作用

下有效协作，从而产生强大的协同效应。 

2、自主性与自动化（autonomous and automated） 

ALO DAO 的管理是代码化、程序化且自动化的。“代码

即法律”（code is law），组织不再是金字塔式而是分布

式，权力不再是中心化而是去中心化，管理不再是科层

制而是社区自治，组织运行不再需要公司而是由高度自

治的社区所替代。此外，由于 ALO DAO 运行在由利益相关者共同确定的运行标准和协作模式下，

组织内部的共识和信任更易达成，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组织的信任成本、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 

3、组织化与有序性（organized and ordered） 

依赖于智能合约，ALO DAO 中的运转规则、参与者的职责权利以及奖惩机制等均公开透明。此外，

通过一系列高效的自治原则，相关参与者的权益得到精准分化与降维，即给那些付出劳动、做出贡

献、承担责任的个体匹配相应的权利和收益，以促进产业分工以及权利、责任、利益均等，使得组

织运转更加协调、有序。 

4、智能化与通证化 （intelligence and tokenization） 

ALO DAO 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基础协议、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技术支撑，

以数字化、智能化、链上链下协同治理为治理手段，改变了传统的科层制以及人为式管理方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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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组织的智能化管理。通证 ALO 作为 ALO DAO 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激励手段，将组织中的各个元

素（例如人、组织、知识、事件、产品等）数字化、通证化，从而使得货币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其

他要素资本充分融合，更好地激发组织的效能和实现价值流转。 

2.3 使命和愿景 

ALO 致力于实现资产自治及价值平等，伟大的事业需要社会共建。ALO 鼓励更多用户加入社群共同

创造并协作孵化项目，同时高效、客观地传播区块链知识与技术。在实体社群和区块链世界结合的

过程中，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使用区块链技术，探索区块链对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层面的解决方

案，使人们顺利适应数字时代的生活和协作方式所带来的新变革，以及维护区块链账本的正义性。 

ALO 挖掘勇于创新、努力将自己的创意变为现实的人。“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 ，社区注重个人价

值，人是价值的创造者、实现者和享受者，每个人都在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中实现着个人价值。社区

决心打破价值和价格不等的现状，让每个人的价值都得到对应的价格呈现。 

ALO 社区基于信任、开放和平等三大核心价值观，体现多样性、包容性、公正性三大特性，致力于

打造一种乐于创造、学习、协作、分享的社群文化。ALO 社群将利用区块链技术，通过大规模群体

协作的方式践行这些价值观，并根据实现的价值平等的分配对应的 ALO 代币，让每个人都能获得

平等的价值兑换。 

ALO 正在通过 DeFi，NFT，Web3，链游等应用打造一个合约化元宇宙生态。在这个生态里，所有

交易数据无法篡改、不可伪造；面对潜在的纠纷，无需人工调节，代码决定一切。 

因此，ALO 的最终愿景是构建一个全新的虚拟元宇宙世界，玩家可以在其中协作创建虚拟世界和游

戏，创造一个人人平等，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合约化共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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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O 技术架构 

ALO 打造的创新型算力金融服务平台将重新定义以区块链为基础的算力生态，并通过特定的方式赋

予平台算力及设备一定的价值流动性，最终打造成一个集算力服务、金融服务、流转服务、信息服

务为一体的 DeFi 算力金融服务平台。作为生态的流通通证，ALO 致力于打造元宇宙生态之间相互

通信的桥梁。 

为了提高协作效率及信息透明性，ALO 使用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框架，公开账本记录，信息数据共

享。ALO 底层技术框架为 BSC 币安智能链，ALO 的项目完全开源以保证公开性并且允许任何节点

参与贡献，ALO 采用分布式节点设计方案，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节点都可以接入参与贡献。 

3.1 底层协议 

ALO 为底层协议为 BSC 网络，是一种协议和框架，用于构建和连接与以太坊兼容的区块链网络。在

以太坊上聚合可扩展的解决方案，支持多链以太坊生态系统。 

ALO 底层协议：ALO 的底层协议是一个第二层扩展性平台，实现快速、简单和安全的链下交易，不

仅可以支付交易，还可以实现广义的脱链智能合约。致力于实施等离子 MVP（最低运行的等离子

体），WalletConnect 协议和以太坊事件提醒引擎-Dagger 做出了突出贡献。ALO 代币用于权益押注，

参与侧链网络的证明共识机制。 

ALO 的使命是通过两层扩容方案，利用去中心化、可扩展性和安全性来推动大规模应用，并利用侧

链进行链下计算来实现这一点，同时使用 Plasma 框架和去中心化的 PoS 验证者网络来确保资产安

全性。ALO 努力解决区块链生态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可用性问题，同时不妥协于去中心化和利用现有

的开发社区和生态系统。 

协议凭借更强大的框架来促进更高的交易吞吐量，目前，ALO 正在为区块链开发人员提供构建跨多

个行业（例如去中心化金融、游戏、企业软件等）的世界级 Dapp 所需的资源。ALO 旨在解决上述

问题，提供第 2 层扩展解决方案，通过利用侧链进行离线计算，同时利用 Plasma 框架和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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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roof-of-Stake（PoS）验证器确保资产安全性，实现规模化。ALO 将成为开发人员部署和运行

去中心化应用程序的事实平台。 

3.2 功能特征 

扩展性：在侧链上进行快速且低成本的交易并在主链上得到确认；BSC 是第一个可兼容的基础链。 

高吞吐量：测试网的单一侧链上已可以最高达到 10,000 TPS；多条侧链亦会进一步帮助横向扩容。 

用户体验：顺畅的用户体验和从主链到 ALO 链的开发抽象层；附带 WalletConnect 支持的移动端应

用和软件开发工具。 

安全性：ALO 链的运行者同时也是 PoS 系统的权益所有者。 

3.3 微分群钥加密 

由于现行公钥平台无法应对大量、并发多、用户广、实时、跨平台的海量 P2P 加密数据运算需求，

因此，ALO 使用微分群钥广播加密技术，带来了以下突破： 

 高速（可用于海量分布式 P2P） 

 安全（160 位的 DGK=1024 位 RSA） 

 大规模可扩展（处理亿级水平） 

 固定存储容量（客户端仅 60 比特） 

 低 CPU 要求（低至 10MHz） 

ALO 在应用平台上对场景应用端（如 IoT/电脑/VR 设备）实现了用户数据安全、可靠、高效的处理，

它使数据安全加密运算可以成为晶片解决方案的有效组成部分，支持物联网级别的各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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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密算法 

1．密钥引擎：其主要功能是生成公共密钥和一组相应私有密钥。  

 -   产生一个 p-指数(p 为质数)的双线性映射群 G，及其相应的椭圆曲线 G^N 

 -   初始系统随机化；随机产生一个群 G 的生成子元素 g，满足相应椭圆曲线的要求 

 -   系统随机化；从模数整数群 Z_p 中随机产生一个元素 a 

 -   对 i=1,2,…,n,n+2,…,2n, 利用椭圆曲线 G^N 和双线性映射，生成：g_i=g^(a^i) 

 -   随机选取模数整数群 Z_p 中和 a 双线性互质的元素 r 

 -   计算椭圆曲线上的对应点 v=g^r 

 -   生成公钥 PK=(g,g_1,…,g_n,g_n+2,…,g_2n,v), 属于 G^(2n+1) 

 -   对每个用户 j=1,2,…,n, 其相应私钥 d_j 由椭圆曲线的双线性映射产生：d_j=(g_j)^r 

2. 拜占庭防控引擎: 其主要功能是生成 ALO 密钥以及公共密码文本（存放于的 ALO 数据流内）。 

 -   系统随机化；随机生成模数整数群 Z_p 中满足双线性互质的元素 t 

 -   生成 g_1, g_(n+1) 

 -   利用双线性映射计算椭圆曲线上对应于映射 e(g_n,g_1)的点 

 -   利用双线性映射及椭圆曲线计算 e(g_(n+1),g) 

 -   利用双线性映射及椭圆曲线生成会话密钥 K= e(g_(n+1),g)^t 

 -   生成公共密码文本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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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3．解密引擎: 其主要功能是利用公共密钥、完整的文件头和私有密钥来恢复一个密钥，然后使用这

个密钥来对加密后的数据进行运算。 

 -   系统随机化；生成椭圆曲线上的相应配对序列 

 -   提取完整的文件头中的用户掩码 

 -   利用双线性映射及椭圆曲线计算 和  

 -   提取完整的文件头中的公共密码文本 H  

 -   利用双线性映射计算（C_0,C_1） 

 -   利用双线性映射及椭圆曲线计算  

 

计算会话密钥 K： 

 

ALO 可以有效抵制来自网络的恶意攻击（攻击的成本是不但要耗损计算资源-因为数据的加密特性，

难以发动针对某个节点或是某个应用/服务的攻击，除非对数据进行解密运算- 同时还要耗损网络

带宽和存贮资源）因此，算力场的分布可以针对 Dapp 进行设定。在双盲匹配的运算环境下，节点

可以通过历史数据的积累和分析，即使在双盲的情况下，还是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储存高频的服务

请求或者高频的配对用户（尽管不知道具体的服务和用户名字-由于数据加密）。这样节点可以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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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高频的数据，使系统失去了公平性（或者对于低频服务和用户，系统服务性能大幅下降），为了保

证服务质量，可以提高低频数据的奖励机制，或者通过固定算力场的计算机制（比如算力场的计算

份额在 30%-50%浮动，以确保足够的算力和存贮解决任何高低频匹配需求）。 

3.5 技术优势 

收益最大化：收益是每个投资者都关注的重点。大部分人之所以会选择投资 DeFi 项目就是看在其

收益率比较高，ALO 能够将产出收益最大化，根据实时算力产出收益的高低，将资金切换至更高收

益的优质板块中进行 STAKING 或流动性挖矿，为投资者提供更高的收益。复利留存的规则有效的

利用资金，促进收益最大化。 

操作门槛低：ALO 将通过平台特定的方式赋予一定的价值流动性后，降低了整个行业的准入门槛，

过滤掉 DeFi 类应用操作如资产转换，质押，池子选择，申赎等，用户可以简单参与系统生态中来。 

Gasfee 低：一般的项目的各个步骤都需要 1-2 次的合约调用，每次费用现在 10-80 美金不等，例

如以太网，在以太网络拥堵的时候甚至可能破百美金。而 ALO 算力池通证集中，比如 1000 个人只

消耗一次 Gas fee，均到每个用户上可接近零 Gas fee 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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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LO 组织架构 

在前期，为何更好的治理 ALO 生态和众筹募集，ALO 引入了基金会机制，在 ALO 生态没有完全

DAO 组织化之前，ALO 生态由 ALO 基金会主导治理，择优质标的、投资高科技创新项目、未来潜

力股技术型、应用型项目加入到 ALO 生态中来。 

4.1 ALO 基金会 

ALO 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是非营利性组织，基金会致力于区块链技术的服务以及 ALO Token

的开发建设，社区的治理透明度倡导及推进工作，促进开源生态社会的安全、和谐发展。为避免客

户端出现交易不一致，或者其他有违区块链设计理念的事件再次出现，基金会将通过制定良好的治

理结构，帮助管理开源社区项目的一般轶事和特权事项。 

基金会治理结构的设计目标主要考虑开源社区项目的可持续性、管理有效性及募集资金的安全性。

基金会由开发人员和职能委员会组成，组织架构主要由决策委员会、代码审核委员会、财务及人事

管理委员会和市场及公共关系委员会组成。基金会成立初期，决策委员会由基金会主席、ALO 团队

核心开发人员组成，每期任期为二年。 

基金会治理架构包含了针对日常工作和特殊情况的操作流程和规则。本节将详细介绍基金会各职能

委员会的职责。 

决策委员会：基金会设立决策委员会，其职能包括聘任或解聘执行负责人以及各职能委员会负责人、

制定重要决策、召开紧急会议等。决策委员会成员和基金会主席任期为两年，基金会主席不可连任。 

凡下列事项，需经过决策委员会以记名的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每名决策委员会成员有一票投票权，

基金会主席有两票投票权。决策委员会做出决议，必须获得全体在任委员会成员的过半数通过： 

 修改基金会治理架构； 

 任免执行负责人及各职能委员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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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重要决策； 

决策委员会成员在任期内的任免，如成员违反职能范围、法律、行政法规、主动辞职等紧急事件，

如影响整个社区的事件、软件安全、ALO 系统升级等此外，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执行负责人应在

5 个工作日之内召集决策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基金会主席认为必要时；三分之一以上决策委员会

成员联合提议时；执行负责人提议时，决策委员会会议应由委员会成员本人出席。因故不能出席的，

可以书面委托委员会其他委员代表出席。未委托代表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执行负责人：执行负责人由决策委员会选举产生，负责基金会的日常运营管理、各下属委员会的工

作协调、主持决策委员会会议等。执行负责人定期向决策委员会汇报工作情况。 

ALO 应用委员会：应用委员会负责筛选适合行业，将 ALO 技术应用到行业中，实现商业落地。 

代码审核委员会：代码审核委员会由 ALO 开发团队中的核心开发人员组成，负责底层技术开发、开

放端口开发和审核、各产品开发和审核等。此外，各产品的开发人员每周召开项目追踪会议，沟通

项目进展及需求。代码委员会成员每日了解社区动态和热点，在社区中与 Token 持有者进行沟通交

流，并且不定期举办技术交流会。 

财务及人事管理委员会：财务及人事管理委员会负责项目募集资金的运用和审核、开发人员薪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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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日常运营费用审核等；目前日常的账务处理暂时外包给第三方。 

市场及公共关系委员会：市场及公共关系委员会的目标是为社区服务，负责 ALO 技术推广、ALO 产

品推广、开源项目的推广和宣传等。此外，委员会还负责对外公告管理。若发生影响基金会声誉的

事件，经内部审核评估后，统一由委员会进行公关回应。 

4.2 ALO 团队 

ALO 初创团队来自于以太坊和 Google 的技术团队，中期招募了全球的顶尖网络开发人才和金融管

理人才，ALO 团队一直致力于区块链领域多元化金融以及改革传统金融支付手段，在全球范围内为

投资者提供专业信息化服务，开拓区块链技术的现实应用及提供多样化的加密货币管理服务。ALO

初创团队联合了众多的区块链精英人士，团队主要成员是区块链早期技术的共同开发者。 

团队成员： 

Lex Fridman：ALO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Lex 是俄罗斯人，是 V 神的好友，同时也是一名游戏和

区块链业务专家，Lex 在大型系统架构开发和管理以及网络设计和配置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是尖端工程，电子商务应用与技术技能方面的专家，Lex 联合加密数字爱好者共同创建了 ALO 社

区。 

Jack Buckley：ALO 首席技术官，是一个拥有 12 年多种计算机语言经验的全站开发人员，包括一整

套的区块链技术和 Solidity 智能合约。他对安全性和质量充满了激情，他通过应用 ScruM 方法广泛

的进行测试，他的技术专长使他能够轻松的评估和处理复杂的编程挑战。 

Minesh Singh：ALO 技术总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硕士，于 2012 年加入 343 Industries，

参与了《光环 5（Halo 5）》和《光环：无限》的开发，多年游戏圈的创业经历让 Minesh 积累了庞

大的游戏资源网，曾是《上古卷轴 4》《辐射 3》的高级游戏设计师。 

Dipankar Ghosh：ALO 首席运营官，帝国大学通信实验室主任，曾任 Cassia Networks 软件副总裁， 

Wonderlan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17 年 IT 行业工作经验，6 年区块链行业开发经验，精通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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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密码学、智能合约等，并与世界各地顶尖的区块链开发者们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交流。 

Bret Weinstein：ALO 市场总监，无线中继服务领域专家，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硕士学位，在

互联网领域获得多次个人专利，并参与 google 人工智能项目。主攻自动规划，智能搜索，定理证

明等互联网领域。 

4.3 投资机构 

ALO 初创研发团队获得国际八大知名家族财富办公室在资本上的支持以及众多投资机构的青睐。 

天使轮：三箭资本 

A 轮&B 轮融资：Blockseed Ventures，Boost VC，Carnaby Capital，BSC 生态，Blizzard 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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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OKEN 模型 

ALO 专注于代币交易领域实现创新和优化，为 ALO 打造一个真正独特且持久的 LP 质押金融板块。 

ALO 是全球流通的数字资产，也是 ALO 社区的关键流通货币，基于 BSC 智能合约技术开发，总发

行量 2 亿枚，恒量发行，永不增发；可通过去中心化钱包及游戏资产钱包交易存储，是 ALO 交易生

态的价值流通凭证。 

⚫ 代币名称：Apollo program，简称：ALO，发行总量：2 亿枚，其中包含 

⚫ 流动底池：20%  

⚫ 社区捐赠：20% 

⚫ 基金会（锁仓 1 年）：5% 

⚫ 生态发展：20% 

⚫ 挖矿产出：30% 

⚫ Dao 自治社区建设：3% 

⚫ 社区激励：2% 

ALO 持有者可参与 ALO 生态的管理，从而确保该协议的稳定性、透明性和高效性。ALO 投票权重

与投票者存在投票合约中的 ALO 数量成正比。换言之，投票者在合约中质押的 ALO 代币数量越多，

其拥有的决策权就越大。 

作为在 ALO 网络生态系统之间的支付和结算单元，ALO 代币不以任何方式代表管理机构、发行人、

其关联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ALO 代币有望提供经济激励，以鼓励参与者贡献和维护 ALO 网络上

的生态系统。 

流动底池：20% 社区捐赠：20% 基金会（锁仓1年）：5%

生态发展：20% 挖矿产出：30% Dao自治社区建设：3%

社区激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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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孵化生态 

ALO 以构建虚拟现实元宇宙生态为最终目标，衍生出多种去中心化应用场景，ALO 社区旨在创建一

个可以访问无限多元宇宙的数字社区。为了完善 ALO 元宇宙生态旗下的 NFT、Gamefi、DeFi、Web3

板块内容，ALO 将陆续开放其对应的应用场景，同时将打造子链体系和支付体系，更好的串联旗下

的应用以及打通虚拟现实的壁垒，孵化生态预计将在 2-5 年内全部上线。 

6.1 子链体系  

对于 ALO 即将开放的各种应用场景来说，单一链并不能满足生态的需求。伴随着多元化的元宇宙

NFT 场景和链游场景的落实，ALO 的多元子链势在必行。 

ALO 是生态母币，随着生态的不断发展，更多的子链将会不断出现。ALO 平台的子网功能，支持在

区块链上创建子链，每条子链可以添加不同的机构成员和节点，为后续的业务隔离提供方便，从而

保证数据的安全。 

什么是子链 

相对于母链 ALO 而来的概念，简单理解就是构建在底层母链基础上的区块链，链上之链，即为子

链。子链将继承 ALO 的生态背景，将会在 ALO 的基础上继续延伸。 

子链的特点 

1，子链是区块链各个行业或者垂直领域的代表，也是细分各个领域各类区块链项目的统称。 

2，子链创建时，子链的相关信息会被记录在母链中，也就是数据上链必须依赖母链来保存，效验，

追溯等。 

3，子链具有高效的处理能力，方便快捷，覆盖面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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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ALO 支付 

从全球范围看，区块链在 B2B 跨境支付和结算业务中的应用可以降低每笔交易成本，未来银行与银

行之间可以不再通过第三方，而是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点对点的支付，不但省去了第三方金融机构

环节，还可以实现全天候支付、实时到账、提现简便及没有隐形成本。 

ALO 生态不断加强探索区块链技术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ALO 在跨境支付的主要目的打破法币与

虚拟数字币之间的壁垒，同时帮助银行让跨境支付更便捷，ALO 打造了 ALO Ledger Protocol 协议。

协议本质上是一个实时结算系统和货币兑换与汇款网络，它基于一个分布式开源互联网协议、共识

总账（consensus ledger）和原生的货币 ALO。ALO 的跨境分布式金融支付体系将使银行能够在不

同网络之间发送实时国际付款。 

作为一个独特定位的分散式金融技术，ALO 的跨境支付体系在开启价值互联网的网络效应方面起到

关键作用。ALO 向跨境支付参与各方提供了一个功能更完善的跨国支付方式。主要优势如下： 

 大型国际性银行降低运营成本，增加跨境支付市场份额； 

 为中小型银行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流动性资金，吸引新的客户； 

 第三方做市商进行竞争为全球提供流动性资金，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外汇汇率； 

 个人和企业享受更快、更便宜、状态可见的支付服务。 

ALO 将为用户、支付 API 和 SDK 提供接口，供 Dapp、商家和用户即时接受或支付加密资产（例如，

ERC20 代币、Tron 代币、BSC 代币等）。ALO 的跨境支付体系 ALO Payment 预计会在 2023 年 7 月

上线，ALO Payment 创立了一个去中心化的金融链资产传输网络，用于解决金融机构以及用户间

的资产转换和信任问题，同时为该网上的用户提供多国法定币种和多区块链币种解决方案，供应链

条上的预付融资，跨境金融，保理融资等金融服务。 

ALO Network 的支付交易可以在亚秒内确认，并且可以显着降低费用，为 Dapp 用户提供更顺畅、

无摩擦的付款体验。ALO 为 Dapp 开发者和用户提供了简单的界面和支付 API/SDK，可以立即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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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支付 BSC 令牌、ALO、ETH、比特币等加密资产。ALO 持有者组成了完整的支付体系，持有者既

是利益的共同体，同时打通了去中心化金融和中心化金融之间的连接，重塑支付产业，通过 ALO 

Payment 系统可以转账任意一种货币，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或比特币等任何数字资产。 

6.3 ALO Web3.0 平台 

ALO Web3.0 服务平台以 ALO 代币作为激励货币及流通结算手段，引入 PGC、UGC、开发者，提供

资讯、社区、直播、资料等服务，打造 Web3.0 网络体系，吸引使用者，留存用户，并为消费场景

服务。在这些过程中对于内容补充、互动补充、服务消费等各个环节都设计公开透明的定价体系，

所有激励都以 ALO 代币的方式进行结算。 

用户：对各主题内容的阅读、评价、分享、举报

处理等行为都会被系统记录，系统会基于这些

行为价值界定获得 ALO 数量。当使用社区的应

用，购买社区道具时也需要支付 ALO；使用者发

布 SPAM 资讯和违反社区规定的行为会被扣除

ALO。 

PGC：灵活动态登记，碎片化生产，通过贡献内

容获得 ALO，品质越高回报越多。资讯内容初始会以 PGC 缴纳的一定量保证金 ALO 获取初始分发

量，内容被以使用者点击、分享、举报等交互回馈社区检验，好的内容会获取额外的 ALO 代币，

不好的内容将扣除保证金。 

开发者：为使用者提供各种社区服务，例如表情包、比分推送等。开发者根据服务的使用量获得 ALO,

开发者发布和推广自己的服务需要消耗 ALO。 

平台：平台会对生态内的每笔交易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于后续的生态的拓展、平台建设、维护和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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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3.0 平台的核心为 ALO 的 AI 人工智能引擎。ALO AI 是元宇宙内置人⼯智能引擎，将分散的数

据源（比如：⽤户授权数据、数据供应商等）、算法模型、计算资源整合在⼀起，完成既定任务。

ALO AI 由数据协议 Data、模型协议 Model、执⾏引擎协议 STEngine 组成。数据访问规范包括：

多维数据格式、数据分片、数据压缩、数据加密等。多维数据采⽤兼容 HDF 格式，可以直接应⽤⼤

量已有的分析程序。通过 K-匿名化、差分隐私等⽅法保证⽤户隐私数据的安全。ALO Model 是算

法模型定义、运⾏和存储规范，⽀持 Protocol buffers、CaffGSodel、JSON 等多种格式，内置常⽤

的 AI 算法模型，更多的模型将由元宇宙模型开发者提供。 

6.4 Apollo WORLD  

在整个虚拟宇宙生态中，游戏娱乐生态可以在前期吸引更多玩家加入，虚拟网络游戏+区块链 NFT

的结合是目前元宇宙生态急需的重要元素。ALO 即将开放第一个仙侠类链游场景 Apollo World。 

Apollo World 是一款 AAA 级 3D MMORPG 仙侠链游。游戏采用虚幻引擎 4 技术，为玩家提供卓越

的游戏画面和精彩的实时的战斗体验；流明全局照明和反射技术，为玩家创造精致的细节和逼真的

环境；虚拟阴影贴图技术，提高定向光的着色和解析度；虚拟几何技术，对渲染网格做自动化的细

粒度流；地图分区技术，在游戏环境中利用级别流动机制加载分区地图。 

Apollo World 为玩家精雕细琢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东方仙侠世界，科技与神话相结合，以仙侠的形式

阐述存在我们宇宙的各大星系。游戏剧情构思巧妙，气势恢宏，以气势磅礴的神话三清元素作为背

景，跟随神话情节。玩家所扮演的角色将在仙侠世界中逐渐成长，通过各种任务慢慢了解这个世界

的奇幻多彩。玩家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还可以获取圣宠，结伴同行，共同战斗。游戏里，玩家可以

试剑武林，挑战副本难关；玩家也可以装备神兵利器，所向披靡。精致优美的仙侠画面，炫丽豪华

的动作特效，游戏制作者的诚意充满了游戏的每一个细节。 

在 Apollo World 有三大要素，人物、装备和圣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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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人物是游戏内的基础资产，玩家必须至少购买一个人

物才能参与游戏，所有人物每日都有相同的基础产出。如果

想获得进阶收益，玩家通过提高自身属性、战力的方式来实

现更大收益。 

装备：装备分为绿<蓝< 紫<金<红质量装备，不同质量基

础属性不同。同时装备还可通过消耗游戏金币和其他游戏

内产出的道具进行、强化、进阶、洗练、镶嵌的方式来提高

属性。 

圣宠：即宠物，可通过消耗游戏代币 ALO 来召唤，圣宠可产出游戏代币 ALO，不同质量的圣宠产

出量也不同。 

在游戏设计上，堪称宏大，整个游戏建模人物、怪物 1000 余个，每个角色都背负着属于自己的使

命，在战斗的路上会通过层层递进的关卡磨炼完成升级技能、装备，从而实现侠士梦。 

6.5 ALO NFT 生态 

以 NFT 为代表的游戏内资产预计未来将在 ALO 生态的侧链上大量买卖和交易。如果他们愿意，开

发人员还可以将游戏状态保存在侧链上。NFT 全称是 non-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代币，NFT 来

源于经济学概念，也就是 “不可替代令牌”，还能让人直接明白它的“不可替代”性。我们可以将其简

单理解为给一副数字作品打上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ID，拥有这个 ID 的人就是作品的所有者。虽

然存在于网上的东西非常容易被复制粘贴，但只有拥有这个 ID 标记的，才是正版。 

ALO 生态的 NFT 领域将分为三个板块进行，除去 Apollo World 链游领域，其他的两个领域分别是

艺术品领域和合成资产领域。 

艺术品领域：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者和普通消费者进入到 NFT 领域。数字艺术品只是 NFT 应用的

其中一个领域，而它背后的设计思想，也许正在改变虚拟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拥有一个 NFT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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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当于拥有艺术品资产的链上凭证。 

加密艺术项目并不一定需要所谓的商业模式，各种艺术作品的标准也与受众的喜好息息相关。但是

NFT 本身自带的加密货币属性，ALO 生态即将打造的 NFT 平台，汇集了全球范围内的数千名艺术

家和几十万作品，为 NFT 加密艺术项目树立了一套项目设计以及发行的标准。 

NFT 资产合成：ALO 生态将打造一条全新的 NFT 合成协议，用户可以进行资产合成，铸造产出新

的币种，合成的新 Token 可以上线生息，也是用户在 ALO 生态存入资产的凭证。在借贷市场上，

锁定的资金在解锁之后才能使用，而取出之时也会一并减少贷入方可贷的资金数额。推出新的合成

Token 之后，可以避免这种副作用，因为在 ALO 生态平台上存入的资金会在公开市场上全新的合成

Token 的形式流通，不会影响到平台内锁定的资金，因此也不会减少借入方的资金数额。 

6.6 ALO Swap 

去中心化交易所是数字资产的未来，比中心化交易所提供更好的安全性和偿付能力。 

ALO Swap 交易所是一款低门槛交易便捷的 DEX 应用，ALO Swap 拥有创新的质押兑换模式，安全

高效，交易者可以交易任意 BSC 通证，做市商可实现零门槛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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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需要支付一定的手续费来增加提供者的流动性，所有的交易手续费都将注入资金池中，这些交

易费会按比例分配给所有流动性提供者。因此流动性提供者可以通过向资金池注入资金来获取交易

手续费来增加收入。流动性提供者可以在任何时候将自己在流动性池中的份额取出来。流动性加密

数字项目、交易所，整个行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ALO Swap 可为无数交易者和上百应用提供无限

流动性。 

ALO Swap 可即时成交，方便快捷，无需等待订单撮合。ALO Swap 采用自动的流动性协议。使用等

价的 USDT 或者 BNB 和 ALO 代币建立链上交易对池，为交易所提供流动性。链上交易池采用了自

动做市商算法来执行交易，免去了订单簿和交易对手方，系统自动定价并立即撮合成交。 

6.7 ALO 元宇宙生态 

元宇宙空间中包括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服务和经济，其用户能够以一种共享的方式与成千上万其他用

户一起体验不同的场景：工作会议、虚拟办公室、音乐会、游戏、网络商店和公共广场等。扎克伯

格在 Facebook 的大动作让元宇宙一度占领了舆论的中心，然而扎克伯格在新闻发布会上仅仅是展

示了一款需要使用 Oculus VR 眼镜的办公系统，距离元宇宙世界真正落地还相差甚远。 

按照现在公认的元宇宙生态搭建逻辑，一个完整的元宇宙系统，需要三方面的支持，分别是： 

 带领人们走进虚拟世界的硬件设备（目前主要是通过 VR、AR 眼镜）； 

 一个完整的虚拟世界网络，包括生活，办公，娱乐等诸多元素； 

 最后一个便是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是实现虚拟世界庞大数据分布的关键技术，NFT 和 Token 可

以打通现实与虚拟的货币兑换屏障。 

在元宇宙领域，ALO 生态社区具有先天的优势，软硬件的障碍对于社区来说不复存在，社区将实现

元宇宙的真正落地。打造一个完整的虚拟现实世界-元宇宙世界是 ALO 生态社区生态的一个最终形

态。ALO 持有者可以在其中协作创建虚拟世界和游戏，而不需要中心化治理。在实际的运营中，社

区的元宇宙生态进程将会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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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流阶段：通过 ALO 社区现有生态为众多数字货币爱好者提供优质的金融环境，通过社区 DAO

结构锁定忠实用户，吸引流量。 

2.应用阶段：在用户流量的基础上，以链游和 NFT 为基础，即将落实众多的区块链加密生态应用，

各应用之间相辅相成，最终形成一个闭合的生态圈。 

3.元宇宙阶段：元宇宙的普及将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加速深度融合，ALO 生态团队将联合实体

公司，让区块链加密生态应用在实体产业中赋能，实现新商业模式，重构分配模式，再造组织形态，

重塑产业关系，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元宇宙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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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LO 风险参数 

ALO 作为一种新的数字代币，存在各种不同的风险，潜在投资者需谨慎评估投资风险及自身风险的

承受能力。  

证书丢失导致的风险 

购买者的 ALO 代币在分配给购买者之后会关联到购买者的 ALO 账号，进入 ALO 账号的唯一方式

就是购买者选择的相关登录凭证，遗失这些凭证将导致 ALO 代币的遗失。最好的安全储存登录凭

证的方式是购买者将凭证分开到一个或数个地方安全储存，而且最好不要储存在公开场所或者会有

陌生人出现的地方。 

购买者凭证相关的风险 

任何第三方获得购买者的登录凭证或私钥，即有可能直接控制购买者的 ALO 代币。为了最小化该

项风险，购买者必须保护其电子设备以防未认证的访问请求通过并访问设备内容。 

司法监管相关的风险 

区块链技术已经成为世界上各个主要国家监管的主要对象，如果监管主体施加影响则 ALO 应用或

代币可能受到其影响，例如法令限制使用、销售电子代币。 

ALO 相关应用或产品达不到 ALO 自身或购买者预期的风险 

ALO 应用当前正处于开发阶段，在发布正式版之前可能会进行比较大的改动，任何 ALO 自身或购

买者对 ALO 应用或 ALO 代币的功能或形式(包括参与者的行为)的期望或想象均有可能达不到预期。

任何错误地分析或者底层设计的改变等均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黑客或盗窃的风险 

黑客或其它组织或国家均有以任何方法试图打断 ALO 应用或 ALO 代币功能的可能性，包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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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Sybil 攻击、游袭、恶意软件攻击或一致性攻击等。密码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或者其他相关科技

的发展诸如量子计算机的发展，或将破解风险带给加密代币和 ALO 平台，这可能导致 ALO 币的丢

失。 

缺少维护或使用的风险 

购买 ALO 代币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对于物联网应用开发的支持和投资，而不是一种投机行为。虽然

ALO 币在一定的时间后可能会有相当的市场价值，导致早期投资者产生较大的收益，不过如果 ALO

平台缺少维护或没有足够的应用，这种升值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未保险损失的风险 

不像银行账户或其它金融机构的账户，存储在 ALO 账户或币安网络上通常没有保险。任何情况下

的损失将不会有任何公开的组织、个人为你的损失承保。 

无法预料的其它风险 

密码学代币是一种新兴的技术，除了本白皮书内提及的风险外，还存在着一些区块链行业本身以及

ALO 团队尚未预料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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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免责声明 

本白皮书仅作为传达资讯之用，文档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出售数字商品 ALO、的任何投资买卖建

议、教唆或邀约。此类邀约必须通过机密备忘录的形式进行，且须符合相关的证券法律和其他法律。

本文档内容不得被解释为强迫参与互换。任何与本白皮书相关的行为均不得视为参与互换，包括要

求获取本白皮书的副本或向他人分享本白皮书。参与互换则代表参与者已达到年龄标准，具备完整

的民事行为能力，参与的购买行为是真实有效的。 

ALO 基金会将不断进行合理尝试，确保本白皮书中的资讯真实准确。过程中，平台可能会进行更新，

包括但不限于平台机制、代币及其机制、代币分配情况。文档的部分内容可能随著专案的进展在新

版白皮书中进行相应调整，ALO 基金会将通过在网站上发布公告或新版白皮书等方式，将更新内容

公布于众。请参与者务必及时获取最新版白皮书，并根据更新内容及时调整自己的决策。ALO 基金

会概不承担参与者因(i)依赖本文档内容、(ii)本文资讯不准确之处，以及(iii)本文导致的任何行为而造

成的损失。ALO 基金会将不遗余力实现文档中所提及的目标，然而基于不可抗力的存在，ALO 基

金会不能完全做出完成承诺。 • 

ALO 代币是平台发生效能的重要工具，并不是一种投资品。拥有 ALO 不代表授予其拥有者对 ALO

生态平台的所有权、控制权、决策权。ALO 作为一种加密代币不属于以下类别：(a)任何种类的货币；

(b)证券；(c)法律实体的股权；(d)股票、债券、票据、认股权证、证书或其他授予任何权利的文书。  

ALO 的增值与否取决于市场规律以及应用落地后的需求，其可能不具备任何价值，ALO 基金会不

对其增值做出承诺，并对其因价值增减所造成的后果概不负责。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对

因参与互换所产生的损害及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的个人损害、商业盈利的丧失、商业资

讯的丢失或任何其它经济损失，ALO 基金会不承担责任。ALO 平台遵守任何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的监管条例以及行业自律申明等。参与者参与即代表将完全接受并遵守此类检查。同时，参与者披

露用以完成此类检查的所有资讯必须完整准确。ALO 平台明确向参与者传达了可能的风险，参与者

一旦参与互换，代表其已确认理解并认可细则中的各项条款说明，接受平台的潜在风险，后果自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