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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3社交 - 通往大规模采用之路

关键要点
❖ 与Web2相比，Web3社交的核心是提供三大独特的效用。

➢ 第一，资产创建和共享所有权：Web3社交应用可使用区块链来与其用户创建一个
共享所有权的结构。

➢ 第二，开放数据和身份：链上积累的数据和凭证可以在整个生态中共享。
➢ 第三，可组合的生态：建立在以太坊等智能合约区块链上的dApp（去中心化应用）

天生具有可组合性，允许开发者以无许可方式在现有应用上进行构建。
❖ Web3社交生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基础架构、中间件、应用和工具。

➢ 基础架构：许多项目正尝试提供针对社交应用量身定制的基础架构。
➢ 中间件：许多最新的Web3创新都建立于现有的生态系统中，并利用中间件协议创

建了这些现有的基础架构，旨在通过查询、汇整和向应用开发者提供数据，成为区
块链和应用之间的媒介。

➢ 应用：Web3社交应用可以是适合不同场景的多种多样的产品。其中比较突出的有
社交媒体、社区类应用和即时通讯产品。

➢ 工具：与应用不同，工具这类产品则主要利用Web3的互操作性，将其产品设计成可
以在不同平台和区块链之间“移植”。

❖ 目前，在用户体验方面，Web3社交尚无法撼动Web2社交的市场地位，想要取而代之，还
需带来独一无二的创新功用。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以下这些领域的创新动向：

➢ 移动应用：很大比例的社交活动都是在移动端上进行的，我们期待这个平台能够有
更多的创新。

➢ 加密货币原生创新：目前许多Web3社交产品都基本只照搬了Web2产品的设计，我
们认为，只有使用区块链原语为用户带来变革性体验的社交产品，才能真正地流行
开来。

➢ 与Web3场景的衔接：如果能够很好地解决Web3原生场景，比如链上社区管理，也
能算成功的Web3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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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目前，全世界有超过46.5亿人使用社交媒体，相当于全球总人口的58.7%。1Web2社交媒体公司

在向人们提供与亲朋好友联系的方便途径之余，也能轻松触达海量的用户群体，从而获得惊人的
收益。例如，全球社交媒体巨头Meta的总用户人数将近300亿，2021年该公司净收入达293亿美
元，净利润约为33.38%。2

然而，Web2社交媒体平台存在几个缺点：

❖ 利润分配不公 - 社交媒体上，用户是内容创作者的主体，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所创作的

内容而获得价值相当的回报。通过控制分发算法和注意力流，平台能够借用户创作的内
容获利，而不用与用户分享这些利润。

❖ 各自为营的数据和身份 - 一旦用户在某个应用中建立起了社交网络，要转移到其他应用就

会非常费神费力。因此，该领域的创新自然就受到了抑制，用户也会面临不同应用之间身
份和体验的割裂。

❖ 封闭的生态 - 主流的Web2平台在早期都得到了活跃的开发者社区的帮助，但当它们羽翼

渐丰，就会封闭自己的生态系统，以防他人窃取它们的数据和用户。Twitter当年由于担心
数据共享而关闭了开发者API，就是社交媒体开发史上的一大重要事件。

使用区块链技术的Web3社交应用有三大价值主张，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 资产创造和所有权- Web3社交应用不需要依赖间接变现（即广告），可以使用区块链来创
造与其用户共享所有权的结构。这可以通过发行同质化或非同质化代币（NFT）来实现，从
而培养社区和/或所有权意识。

❖ 开放数据和身份- 公钥和私钥对不仅是一种保护资产的方法，也能在不同的平台上创建有

自主权、统一的标识符。链上积累的数据和身份凭证自然具有在区块链上的每个应用之间
的互操作性。

❖ 可组合的生态 - 像以太坊这样的区块链不仅是进行资产转让的分类账，也是开放、透明和

去信任化的开发平台。dApp本身就是可组合的，可以作为其他应用的构建块。

不少Web3应用和协议已经沿着这三个方向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根据技术架构以及客户情况，
我们将这些项目分成了以下几类：

❖ 基础架构
❖ 中间件
❖ 应用
❖ 工具

下面，我们将各用一些篇幅，列举其中比较突出的项目来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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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架构
大多数Web3社交应用都建立在以太坊这样的公共Layer 1（L1）上，但是，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项
目，尝试提供针对社交应用需求的定制基础架构。相比其他dApp，社交应用需要更快的事务处理
速度和更大的带宽，以及更低廉的媒体存储，而这在通用的L1上很难实现。因此，一些社交专用
的L1因事务处理速度更快、链上存储成本效益更优而脱颖而出。然而，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去
中心化。

DeSo

DeSo是专为社交媒体平台而构建的L1区块链，它的目标是同时满足Web3的全部三个价值主张。
DeSo声称，自己最终能达到超过1000的每秒事务处理量，并可容纳多达约3000千万用户。通过
其内置的NFT和社交代币功能，用户可以轻松创建基于代币的社群并进行变现，该区块链本身将
成为一个共享的数据分类账和可组合的开发者平台。

然而，构建定制的L1也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它能提高事务处理速度并降低内容存储成本，但它也
斩断了与以太坊等其他链上现有dApp和身份生态系统的宝贵联系。自2021年6月代币发行以来，
还没有出现比较流行的基于DeSo生态的消费者应用。

Crossbell

Crossbell是由RSS3幕后团队开发的全新社交型L1。与DeSo采用的方法不同，它只专注于提供共
享内容存储平台。作为以太坊侧链，Crossbell目前免费使用，并且建立了一个内容信息流（Feed）
和用户资料系统。

Crossbell专访纪要

❖ 愿景- RSS3和Crossbell的创始人Joshua Meteora认为，Web3的核心精神是去中心化，

不应该为了用户体验而牺牲掉这一点。定制的L1可以消除现有区块链的效率限制，并通
过充分的去中心化技术栈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此外，Crossbell与以太坊生态系统之
间的互操作性使其能够利用丰富的内容和身份系统，而侧链架构也能实现高效执行和
低廉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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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件
中间件是用现有基础架构建立的协议，旨在通过查询、整理和向开发者呈现数据，成为区块链和
应用之间的媒介。

我们将在本节中介绍四个知名的社交中间件协议。尽管这四个中间件的目标都是构建更好的社
交应用体系，但它们每一个都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这里的表格记录了它们在技术架构上的差异。

项目 去中心化内容 去中心化社交关系 去中心化身份

Lens
✔ ✔ ✔

Farcaster ✔

CyberConnect ✔ ✔

RSS3 ✔

Lens协议

Lens协议由以太坊上最大的借贷平台Aave的幕后团队开发，是最知名的社交协议之一。和DeSo
类似，Lens所有的内容、交互和用户资料都存储于链上，但它建立于Polygon上，因此能够与现有
的以太坊生态系统进行交互。它主要有以下特点：

❖ 非同质化属性- 用户资料、帖文、甚至关注的人都是以NFT形式表示。
➢ 第一个好处是高效的变现：社交媒体影响者可以一键出售自己的帖文甚至是整个

个人资料。
➢ 此外，由于NFT的标准可互操作，并为众多市场和应用程序所接受，无需集成另外

的技术，就可以很轻松地在其他平台上访问和显示Lens上的社交关系和内容。
❖ 内生的可组合性 - Lens协议是十分灵活的软件开发工具包（SDK），允许应用开发者用不同

的方式进行构建。例如，开发者可以修改“关注”模块，让用户要付费才能关注某个人，或
者面向某个账户的关注者推出一个投票机制。

目前，有超过50款应用基于Lens协议构建（链接），Lens Handle（相当于域名）的持有者约为6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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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22年8月至10月Lens日活跃用户人数

资料来源：Dune Analytics（@rustamov，数据截至2022年10月5日）

然而，这种链上架构也需要频繁的钱包签名，这无疑会干扰用户体验，而且目前Lens协议上的内
容和社交关系数量都还远远不及Web2社交媒体。根据链上分析，在过去几个月里，Lens生态系统
的日活跃用户只有数千人。

Farcaster

如果说Lens采取的是技术至上的方式，那Farcaster就显然走的是用户体验至上的道路。Lens的
用户身份、内容和社交关系都在链上，但在Farcaster生态系统中，内容和社交关系是存储在去中
心化的服务器（称为“Hub”）上，所以用户不用操心支付燃料费或签名等问题。

那Farcaster与Web2应用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Farcaster会给每名用户一个具有自主权的链上
身份。根据充分去中心化的原则，即便中心化的服务器运营商想封锁某个用户，其他人仍然可以
通过链上身份找到这个人并与其联系，Farcaster将为这些用户提供自托管的Hub模板。

Farcaster上面最主要的应用是Farcaster App，这个应用和Twitter类似，但带有加密原生的功能，

如链上活动追踪、NFT资料、发布NFT系列等。为了维持良好的社区氛围，Farcaster团队严格控制
着用户流量。它只有几百个活跃用户。我们将持续关注其社区和用户体验是否能随着生态系统的
扩张而继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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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Connect

作为社交图谱协议，CyberConnect旨在为Web3社交应用的开发者提供一站式数据解决方案。
Web2社交媒体平台会在服务器上存储所有的社交关系，而CyberConnect的目标是成为面向不同
应用的公共数据库，从而实现在不同应用之间的互操作性。例如，从应用A转移到应用B的用户可
以将自己的好友、关注者和其他同步的社交数据，连同自己的ID一道无缝带到新的应用中。此外，
CyberConnect也在孵化自己的面向消费者的应用。它最近发布了link3，这个Web3版本的
Linktree带有活动策划功能。

目前，CyberConnect生态系统中有超过70个项目，其中不仅有社交媒体应用，还包括DID、通讯协
议和社区管理应用。根据最近的更新，使用CyberConnect身份注册的用户总数为149万，API调用
有2222万。

RSS3

RSS是一种Web1标准，允许人们在不依赖中心化服务器的情况下订阅互联网上的任何信息流。尽
管Web2内容平台的崛起，让人们遗忘了RSS的成功，但RSS3旨在通过利用RSS最突出的特征来
支持高效和去中心化的信息分发。从本质上来说，RSS3是一个以去中心化方式聚合链上和链下
内容源的协议。

目前，RSS3的主要产品是它的数据API，它会查询Web3上所有与内容有关的数据并返回给开发
者。它的每月请求数量已经超过2 亿。在客户方面，RSS3也建立了一个搜索引擎和订阅服务，供

用户订阅内容相关的更新，如Mirror上的文章或发布于其他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

结论

根据规模和估值，社交中间件是Web3社交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一类项目。原因很简单：它可能是最
具有网络效应的行业领域。如果没有彼此隔绝的社交数据来锁住用户，应用必须不停地争取用户
的注意力，而协议作为开发者的工具，则具有更高的迁移成本。

然而，如果没有应用，协议本身是无法发挥作用的。比如，CyberConnect和RSS3这类项目有大量
的API调用，但它们还不能把这些开发者的活动变成消费者的采用。因此，上述所有协议都在积极
地培育应用生态，并且它们大多也在构建自己的应用。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谈谈一些已经问世的
Web3社交应用。

8

https://link3.to/
https://docs.cyberconnect.me/overview/build-with-cyberconnect/
https://mirror.xyz/cyberlab.eth/kScgXyJhnhZJLat5HO9yxJH4pOKjO5YaMHf844Zr4Kk
https://rss3.notion.site/All-About-RSS3-45935ba8f80041488b9ededa828beac0


Web3社交 - 通往大规模采用之路

应用
前面的章节我们重点探讨了选择了基础架构优先的项目，在本节中，我们将聚焦以产品优先的项
目。这些以产品优先的协议的底层逻辑是，社交行为与它们各自的场景密切相关，这需要一个前
端来探索产品和市场的最佳契合度，而不是只是摸黑建立基础架构而已。理想情况下，产品的迭
代将为其社交协议的设计规范提供参考，这样其他开发者就可以开始在上面构建更多的dApp，最
终形成一整个生态系统。

社交媒体

有趣的是许多中间件项目都在打造它们自己的原生社交应用。我们在上文谈到过的 Farcaster，就
同时在迭代它的协议和一款类似Twitter的社交媒体应用。Farcaster的大多数功能都不是建立在
协议层面上的，这使得Farcaster能够通过试验更好地了解用户的偏好，并且更快地改进功能。功
能正常的产品也有助于引来首批吃螃蟹的人，并向潜在的外部开发者展示底层协议的能力。
Farcaster应用目前正在仅限邀请的Beta测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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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Farcaster数据总览示例

资料来源：Twitter@dwr（数据截至2022年1月9日）

早期的产品化可能会有协议缺乏通用能力的潜在风险。每款主流社交应用所面向的用户和用例
不同，因而其背后的用户逻辑也各不相同。如果最终的愿景是打造一个基于协议的生态系统，那
么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两难局面，要么选择中间件的灵活性，要么选择产品的特殊性。区分

独立产品的生态系统和其他附加组件的生态系统非常重要。

Web3技术栈带来了一种关于信任和身份验证的全新实现，这有望使一个人的社交资料从单纯的
展示过渡到身份的实际证明。这个领域还在起步阶段，但我们期待有更多涌现的创新，为用户带
来真正新的价值。除了Farcaster，我们还根据研究和公开的信息关注到了其他几个项目：

❖ Context - 追踪好友、影响者、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和名人交易情况的平台。
❖ Lenster - 使用Lens协议构建的无许可型社交媒体网络应用。
❖ Light - 专攻NFT、DAO、POAP（出席证明协议）和DeFi（去中心化金融）领域策划和互动的

浏览器。
❖ Orb - 构建于Lens协议上的为专业人士设计的社交媒体应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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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除了社交媒体应用，其他项目也在迎合线上社区的需求，想要切入私域流量的赛道。它们的一大
基本论点是，在Web2中，熟人社交和创作者与粉丝互动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如今的消费者宁愿
“被动”在Tiktok上刷短视频，也不愿“主动”在Instagram或Facebook上和朋友们联系。此外，短内
容推荐的商业模式会优先考虑广告收入，而非粉丝忠诚度，这会导致难以发挥粉丝经济的商业价
值。

尽管许多大型粉丝群体（如乐迷、品牌粉丝、球迷等）正在通过发行NFT慢慢进入Web3，但目前还
缺乏一个综合的工具链，能够大规模地将用户迁移到Web3，或无缝地把Web3的使用效用集成到
现有的Web2应用中。我们采访的早期项目Niche，就试图通过将代币用作社区所有权的网关，来
解决这个问题。

Niche专访纪要

❖ 愿景- 迎来去中心化所有权的新时代。通过利用DAO来变革所有权模式，Niche可以让内
容创作者、社区团体、小型企业等获得更多收益。

❖ 产品特点 – 代币价格随加入特定社区的市场需求而波动。最终目标是激励人们积极互
动，让用户在亲密的圈子里交流，形成真正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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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Niche，我们还根据研究和公开信息关注到了其他几个项目：

❖ Bonfire- 含有以持有社交代币为门槛的空投、活动、内容、商品和互动奖励的社交首页。
❖ CrowdPad - 能够推出社交代币并具有内置社区信息流和聊天功能的平台。
❖ RareCircles- 用于为品牌、创作者、活动和娱乐创建NFT和定制体验的无代码工具。
❖ Superlocal - 专营本地的社交网络，允许用户在去某个地方时赚取NFT并分享自己的体

验。

尽管由于NFT和DAO的不断普及，代币门控已不再是个新概念，但人们还没能完全发掘出它在解
决Web2效率低下问题方面的潜力。下面这些痛点还有待转化成机会：

❖ 影响采用的障碍- 对于现有社区来说，迁移到具有新机制的新应用，需要下相当大的决

心。从发现、参与到变现，需要有一个顺畅和功能齐全的用户旅程。
❖ 模糊的鸿沟 -要量化某个应用的价值，有个简单方法是新旧体验之间的差异减去用户的转
换成本。许多项目都采用类似Web2的用户界面来减少转换成本，但却忽略了新旧体验之
间到底有多少差距。

❖ 用户教育 - 要让用户理解社区所有权的概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鉴于Web2社区通常由

平台在后台调节管控，用户可能需要相当的时间来熟悉新机制。

即时通讯

让Web2用户走进Web3时代并非是去中心化应用的唯一目标。还有一些项目将目光锁定到了挖
掘 Web3原生的社交场景：围绕代币、交易和投资组合的线上讨论（目前这些讨论的主要阵地是

Discord和Telegram）：

❖ Blockscan Chat - 由Etherscan背后团队创建的平台，让用户输入钱包地址就能进行链上

交流

❖ gm.xyz - 类似Reddit的平台，旨在让用户自行进行社区管理，并建立一个所有权归用户自

己的社交网络
❖ Nansen Connect - 旨在通过利用Nansen产生的数据和标签，促进更有效的加密货币相关

交流的聊天平台。

❖ WalletConnect Chat - 允许用户与WalletConnect其他钱包用户私信交流的消息直传协
议。

在上述项目中，我们采访了Nansen Connect，想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垂直领域及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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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sen Connect专访纪要

❖ 愿景- Nansen Connect的愿景是成为加密货币社区讨论Alpha（超额回报）和交易机会
的首选平台，同时也要避免出现Discord频道中的垃圾信息。Connect目前正处于面向少
数社区的Beta测试阶段，团队计划将引入更多的Nansen的功能。

❖ 产品特点- 该产品拥有针对频道的自动代币门控和基于Nansen标签的用户分析功能，可
在用户与另一账户进行交易相关的线上交流时，保障账户的安全。

❖ 下一步计划- Connect目前正处于面向少数社区的Beta测试阶段，团队计划将引入更多
的Nansen的功能。

转换成本是所有Web3聊天类应用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对普通用户来说，Discord虽然可能充斥着
乱七八糟的信息，但它还是很方便。另一方面，对于项目和社区管理者来说，诈骗和黑客也是一个
令人头痛的议题，因为一个频道出现黑客，就有可能损害整个项目的名声。Web3技术栈带来了一
种关于身份验证的全新实现，有潜力变革线上聊天的方式，特别是在购买和交易等金融活动方
面。这个领域还在起步阶段，但我们期待有更多涌现的创新，为用户带来真正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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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还有一些项目重点利用了Web3可互操作性，将其产品设计成可以在不同平台和区块链之间移植
，我们把它们归纳为“工具”，与应用区别开来。

互动、身份和声誉

代币化是一种常见的Web3方法。例如，Rally使开发者能铸造可集成到应用中的社交代币，并帮
助社区设计自己的经济。RLY代币供应上限为150亿，全部是在2020年的代币生成活动中铸造
的。RLY通过利用协议的代币绑定曲线智能合约，作为在生态系统中推出的社交代币的储备货币。

图3: RLY年初至今的市值

资料来源：CoinGecko（数据截至2022年11月28日）

Roll的逻辑也相似，允许用户以ERC20标准铸造自己的社交代币，最大供应量为1000万。在设计
中，这些代币有一个归属期，确保发行者和持有人能长时间保持一致。然后，Roll会持有社交代币
发行者的最大供应量的1%份额，以此来获利。

社交代币这一垂直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Rally和Roll目前是其中的龙头。此外，最近还出现了许
多其他项目，帮助社区为各种名目发行代币或徽章。例如，出席证明协议（POAP）可让用户发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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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免费的POAP徽章，以此记录线上和线下经历（尤其是出席各种活动）。Galxe 帮助项目以

NFT的形式自动发行链上身份凭证，以激励和奖励某些用户行为。在后端，当身份凭证在Galxe的
应用模块、其Oracle引擎或API中使用，数据策划者就可以获得奖励。

虽然社交活动和身份的代币化不再是Web3社交领域的新概念，但距离大规模采用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下面这些痛点还有待转化成机会：

❖ 好坏难辨的效用 - 目前还看不清楚代币化究竟会激励用户实际参与，还是会鼓励那些希望

获得空投白名单的投机行为。
❖ 割裂的用户体验 - 虽然变现是代币化项目的一个重点，但用户旅程的开始时间远远早于变
现部分，结束时间也远远晚于变现部分。代币不应该只是在底层技术栈方面拥抱互操作性
，而是应在端到端用户体验上考虑到这一点。

❖ 寿命问题- 和订阅模式不同，如果没有可行的退出策略，代币可以终身持有，特别是当代

币与某些效用或利益挂钩时。毕竟，设计一个运转正常的经济模式，比仅仅发行代币难得
多。

社区工具

与独立的应用不同，以社区为重心的工具可以作为一个后勤部门，来管理社区在不同应用中的活
动。例如，Guild是一个自动化的会员管理工具，可以让不挑平台的DAO、创作者、影响者管控社
区访问权限，并提供独家的奖励或激励。

Guild专访纪要

❖ 产品特点- 社区管理者可以使用Guild来指定针对链下（Twitter 关注、Github 贡献等）和
链上（NFT、代币等）数据的访问要求。它们可以授权角色，并以权限或能力的形式奖励
符合条件的人。由于Guild的目标用户形形色色，该团队选择专注于支持更多的集成和潜
在的用例，最终愿景是成为社区管理的通用中间件层。

❖ 使用规模- Guild在2022年9月有大约20万名注册用户。

社区工具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垂直领域是集体投资。Syndicate的联合创始人Ian Lee认为，合作

投资将位列首批广泛采用的Web3社交应用。相比Web2，Web3社交应用有望使资产管理过程更
能齐心协力、更透明和更无缝紧密。

Syndicate专访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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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景- 通过将去中心化身份（DID）与NFT和投资DAO相结合，Syndicate的目标是成为投
资行业的变革力量，就像Youtube和Tiktok之于内容创作行业，降低用户开始共同投资
的门槛，最终解锁一个基于关系的投资新模式。

❖ 产品更新- 在2022年9月，Syndicate推出了“Collectives”，这是一个建立在ERC-721M（

“M”代表模块化）基础上的社交网络和社区建设原语，能将ERC-721转变成链上社交网
络和社区的平台。该产品会优先考虑可组合性和关注资本的人际网络，从团队角度来看
，这是Web3最独特的两个价值主张。

❖ 使用规模- 截至9月末，已成立了超过900个团体（大学团体、天使投资人等），吸引了超
过8万名封闭和公开测试的用户。到2022年10月，Syndicate上的累计投资金额已达到
近4000以太币。

图4: Syndicate上的累计投资（单位：以太币）

资料来源：Dune Analytics（@gm365，数据截至10/11/2022）

除了Guild和Syndicate，我们还根据研究和公开的信息关注到了其他一些社区工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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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erang - 针对社区的客户关系管理（CRM），可跨平台追踪和管理成员
❖ Coinvise - 创建个人或社区代币的工具，旨在推动空投，以及帮助社区成员变现
❖ Highlight - 用于铸造NFT、建立会员社区以及与粉丝互动的无代码工具

即时通讯

尽管Web2时代的消息收发最常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平台内，但Web3的可组合性开启了不挑平台
通讯的全新机遇。

Convospace专访纪要

❖ 协议简介 – Convospace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通讯协议，通过它，不同dApp上的用户可以
相互留言和聊天。

❖ 愿景 – 和Uniswap的概念相似，主打社交场景的Convospace旨在聚合跨平台交流的流
动性，呈现更丰富的Web3社交体验。

❖ 使用规模 – 2022年9月，该协议共有约18.5万名唯一用户。

除了Convospace，我们还根据研究和公开的信息关注到了其他一些项目：

❖ XMTP - 安全的消息传输协议和去中心化通讯网络。
❖ Dialect - 用于动态、可组合的dApp通知和基于钱包地址聊天的协议。
❖ ECHO - 用于收集、保存和显示评论的无许可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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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在对Web3社交领域的研究中，我们观察到了许多沿着这些方向有前景的创新，其中许多都提供
了Web2无法实现的效用。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杀手级应用的出现，大规模采用究竟路在何方仍
是未知数。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Web3社交版图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 只有为数不多的场景中，Web3社交能提供超越Web2的用户体验。
❖ 为用户提供的链上社交数据或内容有限，还不能让DID/社交媒体生态系统丰满繁荣。

我们认为，目前Web3社交在用户体验方面还无法与Web2社交抗衡。与其直接与Web2应用竞争，
不如巧妙地利用Web3在DeFi、NFT和其他垂直领域的独特生态，为用户提供独特、创新的效用。

目前，在用户体验方面，Web3社交还不能撼动Web2社交的市场地位
，想要取而代之，它还需要带来独一无二的创新功用。

我们也在密切关注以下领域的创新潜力：

❖ 移动应用：由于浏览器生态非常灵活，因此目前大多数应用都集中在桌面端。出于各种原
因，移动端的开发较少。但其实更多的社交活动都发生在移动端，我们期待这个平台能有
更多的创新。

❖ 加密原生创新：目前许多Web3社交产品都基本只照搬了Web2产品的设计，我们认为，只
有使用区块链原语为用户带来变革性体验的社交产品，才能真正地流行开来。

❖ 与Web3现有场景的衔接：如果能够很好地解决Web3原生场景，也算是成功的Web3产
品。例如，我们需要一些创新的解决方案，能解决Web3的社区管理、代币和身份凭证分发
，以及其他Web2解决方案中不充分或不存在的场景。

现在，我们尚不确定Web3社交的哪个垂直领域会起飞，而且，即使是Web3的主流社交产品的牵
引力也无法与它们Web的同行媲美。不过，我们相信，从长远来看，Web3 社交终将超越Web2。原
因很简单：虽然Web2应用自己积累数据，有着强大的网络效应，但Web2产品的数据始终是各自
为营，网络效应只能局限于应用层面；而Web3应用却会使用并共建一个共享的数据账本，从而获
得整个生态系统层面的网络效应。到底哪个“协议和应用”组合能够将这一愿景变为现实，让我们
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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