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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ZERO2HERO

社交网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ZERO2HERO是一个具有区块链和虚拟现实（VR）游戏体验的教育和培训元

宇宙平台。

我们的目标是将教育和培训向前推进一步，就是元宇宙。我们相信，随着

Web3.0技术的发展，教育和培训平台可以变得更加互动，通过VR技术变得更

加逼真，也更加有效和安全，这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各地的更大的用户

群，这让我们充满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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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概要

InterFi团队对智能合约进行了逐行的人工分析和自动审查。智能合约的分析主要是针对常见的合约漏洞、利用

和操纵黑客。根据审计报告:

Zero2hero的solidity源代码具有较低的风险性。

Zero2hero的智能合约有一个活跃积极的所有权。

Zero2hereo的智能合约所有者可以在最初的合约创建后MINT（铸造）代币。

建议社区达成共识，以减轻与MINT有关的中心化风险。

Zero2hero智能合约利用了可升级的合约。合同的可升级性允许提升合同的修改。

与可升级性相关的集中化风险很高。

请注意，部署在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并不能抵御内部攻击、外部漏洞，或黑客攻击。

为了详细了解风险的严重程度，源代码漏洞、可利用性和审计免责声明，请参考审计报告。

Blockchain: Ethereum Chain （区块链：以太坊链）

✅在InterFi的GitHub上验证该报告的真实性: https://github.com/interfi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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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范围

社交网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InterFi是Zero2hero的咨询公司，对其solidity源代码进行智能合约安全审计。审计工作的范围严格限制

在提及的solidity文件：

V Zero2heroToken.sol

区块链上的 Solidity 源代码

https://etherscan.io/address/0x479f523e99c7418933774f415794075dd0160b7d#code

在InterFi GitHub上的Solidity源码

https://github.com/interfinetwork/audited-codes/blob/main/Zero2hero.sol

SHA-1散列值

Solidity 源代码 在散列值的审计  #7b93a08516df6fdc5db442a816070e3fcc337b53

注释

代理合同#0x99b37475ebd7Dce551e6A9248673040f1d8F712f 由于超出范围而未被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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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审计方式

本报告的范围是审计Zero2hero的智能合约源代码。InterFi已经扫描了合同，并审查了代码中的常见漏

洞、漏洞利用、黑客和后门。由于不在范围内，InterFi没有在测试网上测试合同，以评估任何功能缺陷。

下面是常见的智能合约漏洞、漏洞利用和黑客的列表。

类别

智能合约漏洞

 重入

 未处理的异常

 交易订单的依赖性

 整数溢出

 不受限制的行动

 继承顺序不正确

 排版错误

 违反要求

源代码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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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连贯性

 存储库的一致性

 数据连贯性

 代币供应操纵

 访问控制和授权

 跟踪操作和事件生成

 资产操纵

 所有权控制

 流动性访问

 气体限制和循环



InterFi's Echelon（英特菲尔-埃施朗） 审计标准

社交网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用来评估智能合约漏洞的自动化3P框架

InterFi的 "Echelon "标准目的是分析智能合约并识别漏洞和黑客。
请注意，InterFi不会在testnet上测试智能合约。
建议在提交审计报告之前对智能合约进行彻底测试。
以下是InterFi审计智能合约时使用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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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lidity智能合约源代码审核:
 审查提供给InterFi的规格、来源和说明，以确保我们了解智能合约审计的规模、和范围。
 人工审查代码，即逐行阅读源代码以识别潜在的漏洞。

3.最佳实践表明，这是一个以提高效率，有效性，清晰度，可维护性，安全性和控制的基础上建
立的行业和学术实践，建议和研究的智能合约的审查。

2.静态、人工和软件分析:
测试覆盖率分析是确定测试用例是否覆盖了代码以及在运行这些测试用例时执行了多少代码的过程。
符号执行是对程序进行分析，以确定输入的相应内容会使程序执行对应的每一部分。

4.具体的、分项的、可操作的建议，以帮助你采取措施来保护智能合约。

 康森斯（Consensys）工具
 SWC注册处
 Solidity Coverage （Solidity代码覆盖率）
 Open Zeppelin 代码分析器
 Solidity代码编译器



社交网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风险分类

智能合约通常被设计用来操纵和持有以ETH/BNB计价的资金。这使得它们成为非常诱人的攻击目标，因为成功的攻击可能允

许攻击者直接从合同中窃取资金。以下是智能合约的典型风险等级。

脆弱的：如果一个合同被静态分析工具标记为脆弱，那么它就是脆弱的。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这意味着一些合同可能因

为假阳性而受到攻击。

可利用的：如果一个合同有漏洞，并且该漏洞可以被外部攻击者利用，那么它就是可利用的。例如，如果一个工具标记的 "

漏洞 "是在一个需要拥有合同的功能中，它将是脆弱的，但不是可利用的。

被利用的：如果合同在主网络上接收到触发的交易，合同就会被利用。因此，合同可能是脆弱的，甚至可以在没有被利用的

情况下被利用。

   
风险严重程度 涵义

! 高
这个级别的漏洞很容易被利用，并可能导致资产损失。数据丢失、资产或数据被操纵。

它们应该立即被修复。

! 中等
这个级别的漏洞很难利用，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要修复，它们带有高风险的智能合同操
纵，这可能导致高风险的严重性

! 低 这个级别的漏洞应该被修复，因为它们带有未来被利用的固有风险，黑客可能影响或
不影响智能合约的执行。

! 信息化
这个级别的漏洞可以被忽略。它们是代码中的代码风格违规和信息性声明。它们可能

不会影响智能合约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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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化风险

社交网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中化风险是去中心化金融黑客攻击最常见的原因。
当智能合约有一个活跃的合约所有权时，与中心化有关的风险就会升高。
有一些善意的理由来成为活跃的合约所有者，例如：

 在外部攻击的情况下，可以授予契约所有者暂停()或锁定()契约的权力。

 合同所有者可以使用诸如 include ()和排除()之類的函數來增加或移除钱包的费用、互换检查和交易限制。

这对运行预售和在交易所上市很有用。

将权力完全集中在一个机构是危险的。不幸的是，中心化相关的风险高于普通智能合约的漏洞。所有权

的集中化 造成了地毯式诈骗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者将代币变现的数量多到让它们变得毫无价

值。这里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减轻中心化的风险？以下是 InterFi的建议，以降低与中心化黑客

有关的风险。

 智能合约所有者的私钥必须被仔细保护，以避免任何潜在的黑客攻击。
 智能合约所有权应该由多重签名（multi-sig）钱包共享。
 智能合约所有权可以锁定在合约中，用户投票，或者引入社区DAO来解锁所有权。

Zero2hero的中心化状态

Zero2hero的智能合约有一个积极活跃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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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分析
社交网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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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涵义

可修改状态

可支付

被锁定

可访问

重要功能



社交网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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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分析

社交网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函数签名

39509351 => increaseAllowance(address,uint256)
18160ddd => totalSupply()

70a08231 => balanceOf(address)
a9059cbb => transfer(address,uint256)
dd62ed3e => allowance(address,address)
095ea7b3 => approve(address,uint256)
23b872dd => transferFrom(address,address,uint256)
678bd718 => __ERC20_init(string,string)
46753fdb => _ERC20_init_unchained(string,string)
06fdde03 => name()

95d89b41 => symbol()
313ce567 => decimals()
a457c2d7 => decreaseAllowance(address,uint256)
30e0789e => _transfer(address,address,uint256)
4e6ec247 => _mint(address,uint256)
6161eb18 => _burn(address,uint256)
104e81ff => _approve(address,address,uint256)
1532335e => _spendAllowance(address,address,uint256)

cad3be83 => _beforeTokenTransfer(address,address,uint256)
8f811a1c => _afterTokenTransfer(address,address,uint256)
84d2023a => _Pausable_init()
715b3778 => _Pausable_init_unchained()
5c975abb => paused()
abb87a6f => _requireNotPaused()
4a994e05 => _requirePaused()
320b2ad9 => _pause()
fc8234cb => _unpause()
8da5cb5b => owner()

53a72975 => _checkOwner()
715018a6 => renounceOwnership()
f2fde38b => transferOwnership(address)
d29d44ee => _transferOwnership(address)
8129fc1c => initialize()

5cd8a76b => initializeV2()
4caf63ac => _disableInitializers()
6e7fd379 => _UUPSUpgradeable_init()
ce8a1477 => _UUPSUpgradeable_init_unchained()
52d1902d => proxiableUUID()
3659cfe6 => upgradeTo(address)
4f1ef286 => upgradeToAndCall(address,bytes)
5ec29272 => _authorizeUpgrade(address)
4cd88b76 => initialize(string,string)
8456cb59 => pause()
3f4ba83a => unpause()

40c10f19 => mint(address,uint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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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继承图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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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o2Hero令牌

可升级的ERC20 可停用可升级 可拥有可升级 可升级的UUPS 可烧毁、可升级的
ERC20

可升级的
IERC20

可升级的LC20元数据 可初始化前后背景可升级 IERC1822可代理升级 ERC1967升级版可升级



人工分析
社交网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函数 

总供给                      提供关于代币供应总量的信息                                        

余额                         提供业主的账户余额帐户

转账                         执行指定数量的令牌到指定地址的传输

批准                         允许消费者从指定的帐户中提取一定数量的令牌

津贴                         将一定数量的代币从花费者手中返回给返回给所有者

燃烧销毁                  执行转移指定数量的代币转移到一个燃烧销毁的地址

铸造创建                  执行创建一个指定数量的代币，并将其添加到总供应量中        

锁定/暂停                 锁定或暂停智能契约的所有或部分功能模块

所有权转让              执行合同所有权转移到指定的钱包

放弃

所有权                     执行合同所有权转移到一个消亡地址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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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适用

     是                        通过

     是                        通过

     是                        通过

     是                        通过

     是                        通过

     是                       通过

     是                        !低

   是                    



!低

     是                       通过

      是                       通过



社交网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重要信息

 智能合约所有者可以授权合约升级。合同的可升级性允许提升合同的修改。

      Zero2Hero代币合约是可初始化的，ERC20可升级的，ERC20可燃烧升级的、可暂停升级, 可拥

有升级, UUPSU可升级 {

function _authorizeUpgrade(address newImplementation)
internal
onlyOwner
override

 
智能合约利用EIP-1822。通用可升级代理标准（UUPS）。

智能合约中包含的功能可以执行{ERC1967Proxy}的升级，当 本合约被设定为这种代理背后的实现。

_authorizeUpgrade 函数必须被重写以包括对升级机制的访问限制。

合同 UUPS可升级是可初始化的，IERC1822可代理升级的。ERC1967 升级版可升级

智能合约所有者可以在初始合约创建/部署后铸造代币。

建议社区达成共识，以减轻与铸币有关的中心化风险。

function mint(address to, uint256 amount) public onlyOwner {
_mint(to, amount);

  智能合约所有者可以暂停和取消智能合约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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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智能合约利用冗长的代码来转移所有权（）。理想的所有权转移 的代码应该是这
样写的。

function transferOwnership(address newOwner) public virtual onlyOwner {
require(newOwner != address(0), "Ownable: new owner is the zero address"); emit 
OwnershipTransferred(_owner, newOwner);

_owner = newOwner;

nart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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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C 袭击

SOCIAL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SWC ID 描述 状态

SWC-101 整数溢出和下溢 通过

SWC-102 过时的编译器版本      ! 信息化

SWC-103 浮动的 Pragma 通过

SWC-104 未检查的调用返回值 通过

SWC-105 无保护的以太币提现 通过

SWC-106 不受保护的SELF-DESTRUCT指令 通过

SWC-107 重入
1

通过

SWC-108 默认状态变量的可见性 通过

SWC-109 未初始化的存储指针 通过

SWC-110 断言违约 通过

SWC-111 使用废弃的 Solidity 函数 通过

SWC-112 委托呼叫不被信任的受话者 通过

SWC-113 呼叫失败的DoS（拒绝服务） 通过

SWC-114 交易顺序的依赖性 通过

SWC-115 通过tx.origin进行授权 通过

SWC-116 块值作为时间的代理 通过

SWC-117 签名可塑性 通过

SWC-118 Incorrect Constructor Name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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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C-119      阴影状态变量

SWC-120      链属性随机性的弱源

SWC-121      缺少针对签名重放攻击的保护

SWC-122     缺少适当的签名核查

SWC-123     违反规定

SWC-124     写入任意存储位置

SWC-125      继承顺序不正确

SWC-126      燃气不足

SWC-127     使用函数类型变量的任意跳转

SWC-128    有阻断气体限制的DoS

SWC-129     排版错误

SWC-130     从右到左的控制字符(U+202E)

SWC-131      存在未用的变量

SWC-132     计划外的以太币余额

SWC-133     多个可变长度参数的函数发生散列碰撞

SWC-134     消息调用硬编码的气量

SWC-135     无效代码(无关/消亡代码)

SWC-136     非加密私人数据链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信息化

通过

社交网@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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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状况和雷达图

社交网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风险的严重性 状况

重度 没有发现高严重性问题

中度 没有发现中等严重程度的问题

轻度 发现2个低严重度问题

信息 确定了2个信息严重性问题

活跃的合同所有权，具有合同可升级的特权
中心化风险

满分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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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安全

编译器检测

静态分析

软件分析人工分析



审计师判决

社交网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InterFi团队对智能合约进行了逐行的人工分析和自动审查。智能合约主要被分析为常见的合约漏洞、利

用和操纵黑客。根据审计结果。

Zero2hero的智能合约源代码具有低风险性

Zero2hero的智能合约有一个活跃的所有权人

Zero2hero智能合约利用了可升级的合约。合同的可升级性允许提升合同的修改。与可升级性相关的

集中中心化风险是高的

利益相关者须知

  请注意，活跃的智能合约所有者权限对智能合约的安全性和保障性产生了更高的影响。

  如果在审计时智能合约没有部署在任何区块链上，则可以在区块链开发之前修改或更改合约。

      在审计报告中验证合约的部署状态。

  确保项目团队的 KYC/身份由独立公司验证。

  始终检查合约的流动性是否被锁定。一个较长的流动性锁定在项目的寿命中起着重要作用。

       建议拥有多个流动性提供者。

    检查所有者、开发者或团队的私人钱包中未锁定的代币供应。

       了解项目的代币经济学，并确保 LP Pair 之外的代币被归属或锁定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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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重要免责声明

InterFi Network为区块链项目提供合同开发、测试、审计和项目评估服务。区块链项目。审计的目的是分

析链上智能合约的源代码 

并提供项目的基本概况。未经 InterFi 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出于任何目的传输、披露、参考或依赖

本报告。

InterFi 提供易于理解的项目评估和智能合约（也称为源代码）。该审计对代码的安全性不做任何声明或保

证。它也不能被视为对代码的实用性和安全性、无错误状态或合同的任何其他声明的充分评估。虽然我们

已经使用了我们所掌握的所有数据来提供透明的分析，但重要的是要注意，你不应仅依靠这份报告。您不

应仅依赖此报告 - 我们建议继续进行几次独立审计和公共错误赏金计划，以确保智能合约的安全性。

请注意，部署在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无法抵御外部漏洞或黑客攻击。

请注意，活跃的智能合约所有者权限对智能合约的安全性和保障性产生了更高的影响。

因此，InterFi 不保证经审计的智能合约的明确安全性。

对安全性的分析纯粹是基于智能合约本身。没有审查任何应用程序或操作的安全性。未审查任何产品代码。

本报告不应视为对任何项目或团队的认可或不认可。

本报告提供的信息不构成投资建议、财务建议。

本报告提供的信息不构成投资建议、财务建议、交易建议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建议，你不应该把报告的任何

内容作为 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并咨询您的财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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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nterFi Network
社交网 @interfinetwork WEB interfi.network

InterFi网络提供智能区块链解决方案。InterFi正在开发一个无缝和响应的生态系统。我们的部分服务有：

区块链安全、代币发行平台、NFT市场等。InterFi的使命是将区块链安全、DeFi、游戏和市场等多种服务

互联在一个生态系统下，该系统是无缝的、多链兼容的、可扩展的、安全的、快速的、响应的、易于使用

的。

InterFi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UI专家、贡献者、工程师和爱好者组成的去中心化团队建立的。我们的团队目

前由6个以上的核心团队成员和10个以上的临时贡献者组成。InterFi提供人工、静态和自动智能合约分析，

以确保项目能够被监察出已知的攻击和潜在的漏洞。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interfi.network

查看我们的审计组合，请访问https://github.com/interfinetwork

如需预约审计，请发信息至 https://t.me/interfiaudits

cmn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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