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VID19 现已发布：一种联合数百万无
名英雄以对抗 COVID-19 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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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DC，2020 年 5 月 11 日

场运动正在我们手中的智能手机中逐渐成形 。对抗全球健康危机的行动已
得到数百万潜在的支持者，除此之外一个能够加速数字化转型，并集成到
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平台也已经建立。作为解决当前与未来疫情大流行
的基础，科技力量为我们带来了 DAVID19：一项将集中众人的能力，并将
其发扬光大的历史性解决方案。

由于 LACChain（IDC Group Innovation Lab (IDB Lab) 的区域计划）组成
的联盟，DAVID19 数字平台将允许每个公民成为对抗疫情大流行的英雄 。
此工具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是第一个开放原始码解决方案，能共享关于
病毒的数据而不会暴露用户的个人信息。

在第一阶段，公民对公民 (C-to-C) 的协作环境中允许数百万人 通过自行分
配的凭证以安全和匿名的方式共享自己的信息，将使这数百万人在疫情大
流行时成为其中的主角，以广大的公民调查的可靠度层级，让看不见的敌
人无所遁形，进而有助于改变这项健康危机的进程。

在第二阶段，DAVID19 提出了企业和公民之间 (B-to-C) 通过数字方式进行
身份和验证方面的革新。 随著成千上万的私有公司加入 DAVID19 生态系统
以颁发更复杂的凭证（例如工作再进入许可证、宣誓书、医疗证明、旅行
许可证或使用第三方颁发凭证的学历），大众参与将会自然演进。简而言
之，您将随身携带您的生活档案。除此之外，数字基础架构将为这种病毒
和其他未来爆发的病毒，甚至人类未来面对的其他现象和紧急情况（例如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情况）做好准备。

在这种可能性无限的情况下，这是将来人们仅需要使用其移动设备来识别
自己身份的第一步，以证明自己处于足够安全的状况下登机，然后遵守适
用于每种特定情况的一系列规定，以供其返回工作、参观美术馆、聆听音
乐会或观看体育赛事。

DAVID19 的运作机制是什么？

DAVID19 是一个数字钱包汇总器，基于移动应用程序的新兴技术，使用主
权数字身份的协议和标准；换句话说，是保证用户始终维持其数据所有功
能的技术。通过 DAVID19，每个人都能选择其首选的数字钱包，创建自己

基于技术是应对当前和未来危机的关键，这个应用程序，可于 mellamodavid19.org 取得， 将让每个人成为对抗病毒的英雄，加入
推动生活各个方面数字化转型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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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19 是一个数字钱包汇总器，基于移动应用程序的新兴技术，使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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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档案并开始上传重要资讯，以了解并查看 COVID19 在区域内的移动状态
。因此每个人都是英雄，我们全部都是 DAVID19。

上传您的隔离数据、隔离期间活动、您的状态后，只要保持数字钱包内的
资讯更新，您就可以查看交互式追踪地图如何演进。这份将会公开显示的
地图由数百万人共享的数据组成，并且是 DAVID19 的核心。

“COVID-19 的数量问题需要整体和一致的回应，而这种回应在当前技术能
力的支持下将面临同等的力量。因此，这是 DAVID19 对抗庞大冠状病毒的
问题。””IDB Lab 首席专家及 LACChain 与 DAVID19 领导人 Alejandro 
Pardo Vegezzi  如是说道。“DAVID19 为所有人提供结束隔离生活的数字
机会，并在此疫情大流行之际成为英雄与主角。”

“我们正在度过一个人类史上非常艰困的时期，而数字技术已显示了它可以
成为公民与企业的一部分解决方案。”IDB Lab 首席执行官 Irene Arias 补充
道。

在 IDB Lab 的领导下，LACChain 与 Everis、World Data IOVLabs、Grupo 
Sabra 和 LLYC 共同开发了此平台，旨在打破安全与隐私之争，并通过集成
可靠、开放和去中心化的选项同时增强安全与隐私需求，以作为解决全球
问题的多边解决方案。

DAVID19 的完整生态系统由其网站 (mellamodavid19.org)、该网站上开放
的原生应用程序、不同的数字钱包与官方社群媒体页面所组成。任何感兴
趣的人员都能与其互动，并得知该项目的最新消息。

“我们的理念是利用区块链技术，让所有人成为疫情大流行中活跃的一份子
，通过可验证的凭证保护自己与其他人远离 COVID-19。这就是 DAVID19 
的概念。”LACChain 资深顾问 Moises Menendez 解释道  “这个应用程序
的概念与开发独一无二。”

“DAVID19 是公民之间坚定的解决方案。” LACChain 技术协调员 Marcos 
Allende 评论道。“这个使用数字钱包与 LACChain 区块链网络的解决方案
，应用了 Hyperledger Besu 来确保用户提供的资讯完全匿名与透明。”

“全球性的问题需要的是多边解决方案，因此 LACChain 与 IDB Lab 的结合
是 DAVID19 的潜在保证，”LLYC 美洲地区首席执行官 Alejandro 
Romero"  说道。 “庞大危机是孕育庞大创新的摇篮，而 DAVID19 的诞生
旨在应对当前与未来的世界大流行病。”

应用程序的使用方式、其安全性与民众的保护机制，以及这个充满雄心壮
志的倡议所取得的成果等，都能通过 DAVID19 官方渠道取得。

这个联盟呼吁所有人加入运动，承诺成为终结全球健康危机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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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LACChain  
全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块链生态系统发展联盟 (LACChain) 是美洲开发银行实验室的一项举措，旨在促进该技术的使
用，并影响兼容性。这个共同的目标吸引了领导该地区国家早期区块链生态系统早期发展的参与者关注和合作意愿，
例如阿根廷、哥伦比亚或哥斯达黎加的电子政府机关，以及几个领先的全球区块链实体，诸如 Adhara、Alastria、
AidTech、Blockchain Research Institute (BRI)、Consensys、everis、Grupo Sabra、Idemia、ioBuilders、
LegalBlock、Multiledgers、MIT Media Lab、NTT Data、RSK、Tradel、World Data 和 IDB。

关于 IDB Lab 
IDB Lab是 IDB Group 的创新实验室，IDB Group 是致力于改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LAC) 生活的主要融资和发展知识
来源。其目的是促进该地区、动员资金、知识和联系的融合创新，共同创造能够改变经济、社会或环境条件弱势民众
的生活解决方案。

关于 everis - NTT DATA
NTT DATA 公司的 Everis 致力于颠覆指数技术的企业世界。Everis 希望通过各种创新和颠覆性措施来标志新一代技术
的开始。Everis 旨在设计未来样貌、通过人工智能提高员工价值、通过创新技术增强技术教育，并成为全球新创企业
和大型公司生态系统之间的桥梁。为了达到此目标，其致力于提供涵盖经济领域所有领域的咨询和外包服务。NTT 
DATA Group 是全球第六大 IT 服务公司，在亚太地区、中东、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拥有 100,000 名专业人员。

关于 IOVLabs
IOVlabs 致力于通过促进区块链进而扩展价值互联网，使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新互联网时代的新经济。因此，它为新的
全球经济开发了高度安全性、低成本和易于使用的平台。借助 IOVlabs 平台，全世界的人们都有能力创建数字身份、
建立声誉、达成并实施协议，以及在无中介的情况下参与商业交易。

关于 Grupo Sabra
Grupo Sabra 是一家阿根廷公司，专门从事软件服务以及业务解决方案的开发和实施。自 2009 年成立以来，客户一直
是其流程的中心，其目标是为客户提供影响其关键业务流程的高质量服务和解决方案。

关于 World Data 
World Data Inc. 是一个信息技术、工程和咨询集团，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解决方案已有 30 多年经验。它由在所有 IT 和
网络领域（包括移动性、云计算和数据分析）中具有丰富经验的工程师与专业人员组成。World Data Inc. 与客户成为
合作伙伴，利用其自身的解决方案满足客户所有技术要求。

关于 LLYC
作为是一家全球性的通信和公共事务咨询公司，该公司帮助客户在具有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利用所需的创造
力和经验主动制定策略决定，并将创新和技术融入其解决方案中。

LLYC 当前在阿根廷、巴西（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西班牙（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美
国（迈阿密、纽约和华盛顿特区）、墨西哥、巴拿马、秘鲁、葡萄牙和多明尼加共和国有 16 个办事处。此外，它还通
过其拉丁美洲其他市场的子公司提供服务。

媒体联络人：
Fernando Arreaza：farreaza@llorenteycuenca.com | +1 (305) 343 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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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 @MeLlamoDavid19
Instagram: MeLlamoDavid19
Facebook: David Diecinueve

技术合作伙伴—David-19：everis、World Data Inc、Grupo Sabra 及 
IOVLabs 

通信合作伙伴—David-19: LL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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