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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我们的⽬目标是为个⼈人和企业数据提供⼀一个更更安全可靠的互联⽹网。 

1.1. 现存问题

区块链技术正在推动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像以太坊这样的协议技术为去中⼼心化应⽤用程式的开发

提供了了平台，这些应⽤用将改变⼈人们消费产品和服务的⽅方式。这些去中⼼心化应⽤用将需要交换⼤大量量需

要被储存和管理理的数据。问题是，像以太坊这样的区块链并不不是被设计⽤用来为储存管理理数据的，

否则需要占据⼤大量量的空间和花费太多时间。

1.2. 解决⽅方案——Bluzelle
正如⼤大家需要像Filecoin和Storj这些去中⼼心化的⽂文件存储和管理理服务⼀一样，我们需要数据存储和管

理理服务。Bluzelle正是为去中⼼心化应⽤用开发的去中⼼心化的、基于客户需求、可扩展的数据服务。 

Bluzelle填补了了这项需求，并与其他服务互补，使去中⼼心化互联⽹网更更加完整。如果缺少这个部分，

去中⼼心化⽹网络将⽆无法有效率地运⾏行行和投⼊入⼤大规模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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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组成部分 现代互联⽹网 去中⼼心化互联⽹网



Bluzelle很适合这个⽹网络，因为它为所有去中⼼心化应⽤用开发者提供了了企业级别但价格合理理的数据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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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LUZELLE简史

由于观察到区块链技术为⾦金金融⾏行行业提供了了⽆无数的效益，我们便便于2014年年7⽉月成⽴立了了Bluzelle。我们

创建了了⼀一个技术栈来简化区块链的管理理。

 与企业客户的合作揭示了了⼴广泛应⽤用区块链的⼀一项关键挑战，那就是⼤大量量数据的管理理。这项发现趋

使了了Bluzelle开发这项去中⼼心化数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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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

2016

2017

七⽉月

Pavel Bains和Neeraj Murarka在加拿⼤大温哥华
成⽴立Bluzelle

四⽉月

推出加拿⼤大Ripple⽹网关，直接连接到加拿⼤大银⾏行行
的借记系统

成⽴立新加坡公司

⼆二⽉月

三⽉月

从True Global Ventures获得种⼦子轮融资

为国际银⾏行行平台Temenos对基于Ripple技术的跨
国⽀支付进⾏行行概念验证

五⽉月

九⽉月

为国际知名保险公司AIA开发基于以太坊技术的
消费者保险⼿手机应⽤用

被H2 Ventures评为全球⾦金金融科技100强

⼗十⼆二⽉月

四⽉月

为华侨银⾏行行、汇丰银⾏行行和三菱⽇日联⾦金金融集团组
成的国际银⾏行行联盟开发基于以太坊的KYC共享
帐簿

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2017年年度科技先锋

六⽉月

七⽉月

为亚洲知名保险公司开发基于以太坊的保险平
台

从国际资本Global Brains (⽇日本), True Global 
Ventures (欧洲) 和友仑资本 (中国)获得150万美
⾦金金A轮融资

⼋八⽉月



3.  数据服务现状

据估计，在5年年内，将有超过20亿台连接的设备需要⽣生成，管理理，存储和检索⼤大量量数据。

“商业领导者需要下⼀一代应⽤用和新的⻅见解来推动更更多的智能互动和更更好的决策。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企业架构师需要设计⼀一个灵活的、可以⾃自动扩展的技术架构，譬如⼀一个可⻓长期⽤用于⽀支持新计划的

数据库。由于缺乏资源来应对管理理复杂系统的挑战，现在⼈人们需要花费⼤大量量的时间、精⼒力力和协调

来创建新的数据库。” - Forrester Research，2017“数据库作为服务”市场概览                                                                               

为了了解决这个问题，市场出现了了云数据库和数据库即服务（DBaaS）。根据Markets and Markets

的报导，到2019年年，该⾏行行业的复合年年均增⻓长率预计为67.30％，达到145亿美元。DBaaS需求有

四个主要驱动因素：

• 消费者个性化应⽤用 - 理理财、交际和社交媒体产品

• 物联⽹网 (IoT) 应⽤用 - 所有设备都连接在⼀一起

• ⼿手机应⽤用 - 使⽤用的数据量量呈指数增⻓长

• 业务线 (LoB) 协作 - 业务部⻔门共享更更多信息

随着所有这些应⽤用程序产⽣生越来越多的数据，过去和现在的数据库管理理服务都不不⾜足以满⾜足企业的

需求。这些服务都存在以性能、可靠性和可扩展性为中⼼心的问题，可能导致数据泄露露，从⽽而导致

⼤大量量数据被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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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和現在的系統將會進化到未來來：Bluzelle的去中⼼心化數數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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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单⼀一系统数据库 现在：云数据库 未来：去中⼼心化数据库

多重故障源 单⼀一故障源 没有单⼀一故障源

扩展成本⾼高 扩展成本⾼高 可有效地扩展

⽆无隐私 ⽆无隐私 ⾼高隐私保护

⽆无⽆无法窜改性 ⽆无⽆无法窜改性 ⽆无法窜改

性能有限制 ⼀一定的性能限制 ⽆无性能限制



4. BLUZELLE 特性 

Bluzelle是为去中⼼心化应⽤用开发⼈人员设计的去中⼼心化数据库服务。为了了确保在性能、可靠性和可扩

展性⽅方⾯面达到最⾼高⽔水平，Bluzelle应⽤用了了集群技术。集群是⼀一⼤大组节点（计算机），可共同存储和

管理理数据。这些群组中的某些节点可能会停⽌止运⾏行行，新节点可以在对⽹网络造成最⼩小影响的情况下

出现。总的来说Bluzelle是⼀一个由多个集群组成的庞⼤大集群。

4.1. 性能

Bluzelle独特的和专有的集群技术是为达到系统最⾼高性能设计的。 Bluzelle可以通过从叶群中最近

的节点检索数据来减少延迟，和通过与叶群中速度最快的节点并⾏行行检索数据来⼤大幅度提⾼高速度。

这就像torrents和seeds。由于数据请求和从包含这些分⽚片的所有不不同集群中请求数据分⽚片的过程

是并⾏行行的，并且这些分⽚片检索请求都是并⾏行行的，因⽽而性能指标能达到所需的要求。

4.2. 可靠性

使⽤用雾算法或即群算法的概念，Bluzelle遵循了了⼀一个模型，就是每个单元的数据都100%复制到集

群中的叶群。因此，尽管数据仅在⼀一个集群中，由于该集群的节点很多，并且在地理理上分散，因

此免受由⾃自然或与⼈人类有关的事件引起的局部中断。 

4.3. 可扩展性 
Bluzelle数据库从⽔水平或垂直都是可扩展的。Bluzelle会管理理各项需要扩展的⽤用例例的各种策略略和考

虑。⽔水平扩展是Bluzelle架构的基⽯石，每个集群都是⼤大集群层⾯面的另⼀一个“单位”的⽔水平扩展。在每

个叶群中，每个节点都成为在叶群层⾯面上⽔水平扩展的另⼀一个代理理。

下表列列出了了Bluzelle的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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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詳述

⾼高私密性 Bluzelle采⽤用加密和分⽚片技术来提供隐私保证

⾼高可靠性 Bluzelle在全球的节点上冗余地存储数据，消除了了任何单点故障。

企业级别可扩展性 Bluzelle以独特的，分布式和智能化的⽅方式存储数据，能够提供企业级的

可扩展性。

数据⽆无法窜改性 Bluzelle利利⽤用区块链技术，⼀一旦存储被存储到这样的⽹网络中，将不不可能被

改变。

⾼高性能快速运转 Bluzelle动态调整⽤用于数据分⽚片的节点数量量和位置，以满⾜足性能指标。

沒有⼊入侵者 Bluzelle的共识机制是数据更更改被接受为“真相”的唯⼀一⽅方法，从⽽而使数据

⽆无法被⿊黑客篡改

低成本 Bluzelle不不需要实体数据中⼼心从⽽而省去⼤大量量成本，所有的计算机资源都是

由⽹网络⾥里里的⽣生产者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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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LUZELLE如何运作?

Bluzelle采⽤用块链原则及分⽚片和分区概念，创建⼀一个像AirBnB⼀一样的数据存储和管理理市场。这是

由强⼤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的加密经济⽹网络。

5.1. 消费者

消费者是“消费”Bluzelle数据库服务的消费者，⽬目标是软件开发者。消费者通过使⽤用Bluzelle代币

来存储和检索数据。此外，如果⽣生产者未能达到某些服务⽔水平，⽤用户可以获得代币回赠。

5.2. ⽣生产者

⽣生产者是通过向⽹网络提供资源，以换取代币的⼈人。 Bluzelle⽣生产者将被要求提供⼀一部分⽐比例例的

Bluzelle代币作为押⾦金金，以便便为服务⽔水平提供保证。 Bluzelle会⿎鼓励⽣生产者提供更更⾼高质量量的服务，

服务⽔水平较⾼高的⼈人可以收取更更多的费⽤用，但是同时也要提供更更多的押⾦金金。

Bluzelle的所有消费者和⽣生产者都需要在开始时独⽴立创建⾃自⼰己的Ethereum账户，并承担保护和保

护私钥的责任。私钥⽤用于安全地访问他们的ETH和Bluzelle代币，并在对数据进⾏行行加密之后才能通

过Bluzelle⽹网络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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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LUZELLE去中⼼心化应⽤用使⽤用案例例

6.1. 市场预测

以太坊中的去中⼼心化市场预测应⽤用需要管理理和存储⼤大量量数据。这些包括：（1）提出的问题（2）

不不同的可能的结果，（3）所做的预测，以及（4）实际事件的信息。分散的数据库可以根据产品

需求⽽而增⻓长和扩展。快速可靠地访问数据对于预测市场成功及获得新客户和参与是很重要的。存

储在Bluzelle上的历史数据将增加⼀一个新的预测类别——通过使⽤用过去的事件来做出更更好的预测，

可以减少⼈人为的猜测。

6.2. 货币兑换协议

货币兑换协议的关键部分是中继者的存在，使得制造商和接收者能够通过链下订货簿进⾏行行连接。

中继⼈人的基本订单必须快速、⾼高效、可靠、易易于供应。这⾥里里其中⼀一个痛点是，中继⼈人负责以各⾃自

的⽅方式存储这些订单。通过使⽤用Bluzelle等去中⼼心化数据库，代币兑换协议可为中继者提供标

准、⼀一致、⽆无处不不在的数据库。由于⽹网络现在仍然由中继者⽀支持，这种摩擦的减少可以使服务⽔水

平和质量量最⼤大化。

6.3. 数据流⽹网络 
数据流⽹网络将数据点的消费者与数据点的⽣生产者相匹配。例例如，汽⻋车使⽤用来⾃自数据流⽹网络的实时

数据。汽⻋车在移动时收集实时数据，它要同时⽀支付它“销售”到⽹网络和向⽹网络“购买”的数据。数据点

需要具有可读性和可写性，并具有⾼高性能、可⽤用性、可扩展性和可靠性的特点。Bluzelle是提供准

确所需的基础设施的理理想选择，因此可被数据流⽹网络⽤用作存储其数据以满⾜足这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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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营销策略略

7.1. ⽬目标市场

Bluzelle有三个⽬目标群体，⽬目标是成为像Oracle系统这样的主流产品。 Bluzelle将先着重发展第⼀一

组⽬目标，然后按顺序拓拓展我们的市场。

• 早期采⽤用者——去中⼼心化应⽤用开发

者。 软件⾏行行业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

它主要针对编写基于区块链的应⽤用并

利利⽤用与Bluzelle互补的去中⼼心化技术

的软件开发者。

• 早期⼤大多数采⽤用者——中⼩小企业软件

开发者。 指的是不不在开发去中⼼心化

应⽤用的开发者，⽽而是那些开发常⻅见的

Web，移动和硬件应⽤用的程序员。这

些开发者通常编写游戏、⽣生产⼒力力软件、

移动应⽤用程序、实⽤用软件等其他软件产品。

• 晚期⼤大多数采⽤用者——企业软件架构师。当他们看到去中⼼心化应⽤用和其他软件开发者使⽤用

Bluzelle并通过验证后，便便会将其数据存储需求转移给我们。

7.2. 区域重点

得利利于Bluzelle在新加坡和温哥华都设⽴立分公司，Bluzelle将在两个去中⼼心化应⽤用的区块链最⼤大的

地区——北北美和亚太地区拥有独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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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采⽤用者
去中⼼心化应⽤用开

发者

早期⼤大多数采⽤用者

中⼩小企业软件开发者

晚期⼤大多数采⽤用者

企业软件架构师



从中国到韩国到⽇日本到东南亚，这个地区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创业社区。这些创业公司需要⾼高效和

低成本的服务。东南亚许多地区正在迅速发展成为主要城市和⾼高增⻓长经济体。他们正在将传统的

客户端——服务器器架构系统跨越到为将来建⽴立创新的⾃自适的、可扩展解决⽅方案。 

“亚太地区预计将在不不久的将来积极采⽤用云数据库和数据库及服务解决⽅方案。这主要是由于中⼩小企业越来越

重视通过技术投⼊入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力。“ ——TMR研究云数据库和数据库即服务（DBaaS）市场，2017-

2025年年

Bluzelle在加拿⼤大温哥华设有研发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理位置为Bluzelle提供了了战略略地位，可以为

⻄西雅图，波特兰，旧⾦金金⼭山和矽⾕谷⽇日益壮⼤大的集团和开发商提供服务。Bluzelle的创始⼈人、顾问、投

资者都有有在矽⾕谷⼯工作的经验，并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技术中⼼心有强⼤大的⼈人际⽹网络。

这些地区只是开始，Bluzelle是可以满⾜足世界各地开发者需求的产品。 

7.3. Bluzelle开发者社区

Bluzelle的第⼀一个版本计划于2018年年4⽉月发⾏行行。我们已经开始建⽴立我们的开发者社区。为服务件开

发者服务的摩擦⼒力力较⼩小，因为他们喜欢在线参与，并且热衷于可以帮助他们快速、轻松地开发更更

好的产品的技术。在产品正式发⾏行行之前，我们将通过他们获得产品的反馈信息，并为Bluzelle的⽣生

产商和消费者构建⽣生态系统。

我们将有⼀一个在线社区⽹网站、参加⿊黑客松、主办聚会活动等等。作为⼀一家科技公司，Bluzelle的员

⼯工有⼀一个有机的可成为⽬目标市场的⼈人际⽹网络。如前⼀一节所述，Bluzelle将接触在亚洲和美国/加拿

⼤大的许多⼤大城市的各种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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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LUZELLE的⽣生态系统

让消费者使⽤用Bluzelle的机会是巨⼤大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Bluzelle将嵌⼊入许多技

术平台中，让客户轻松找到Bluzelle。

8.1.  开发者市场

Bluzelle旨在与领先的软件开发⽣生态系统合作，建⽴立收⼊入共享的渠道合作的伙伴关系。值得留留意的

包括Heroku、AWS Elastic Beanstalk、Redhat OpenShift、Google App Engine和Microsoft 

Azure。通过这样的集成，开发⼈人员可以快速使⽤用Bluzelle的分散数据库，就像他们可以使⽤用传统

云数据库产品⼀一样毫不不费⼒力力——只需点击和点击。

8.2. 开发环境

Android Studio，Apple XCode，Microsoft Xamarin和Visual Studio，Eclipse，IntelliJ，

Unity3D，PhoneGap和Ionic等开发环境都针对插件和集成，以便便桌⾯面和移动应⽤用的去中⼼心化应⽤用

开发⼈人员可以轻松地将Bluzelle数据库集成到他们的游戏或企业应⽤用中。

8.3. 区块链

区块链在Bluzelle⽣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计划将智能合约直接部署到Ethereum，⽽而不不是

其他开放的块链协议中（如Hyperledger），以使去中⼼心化应⽤用智能合同能够使⽤用Bluzelle进⾏行行存

储需求。

8.4.  操作系统和浏览器器⼯工具

操作系统和浏览器器⼯工具进⼀一步增强了了开发⼈人员访问数据的能⼒力力，⽆无论是从在桌⾯面上运⾏行行的GUI应

⽤用程序或浏览器器插件，都可以使他们能够快速存储和检索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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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LUZELLE代币

Bluzelle由两种代币⽀支持:

• 以太坊 ERC-20 外部代币: BLZ 

这个外部可交易易的代币是⽤用来连结Bluzelle内部代币（BNT）及以太坊⾃自⼰己的ETH代币

• Bluzelle⽹网络代币: BNT 

⽤用于⽀支持Bluzelle加密经济的独⽴立的Bluzelle内部代币，消费者⽀支付和⽣生产者获得收⼊入的凭

证。

需要内部代币是因为ERC-20代币对于实时数据库会计来说太慢和成本太⾼高。 BLZ ERC-20外部代

币存在于交易易平台上，供客户轻松获取从⽽而使⽤用Bluzelle服务。BNT内部代币可以实现⾼高速，零成

本和实时数据库记帐。 BLZ和BNT代币可以通过Bluzelle代币⽹网关互换。对于代币出售，⼤大家将

购买到的是BLZ代币。

当⽹网络的新参与者希望将其服务⽤用作消费者时，他们将需要获取BNT代币。⽅方法如下： 

1. 使⽤用ETH，BTC或允许的其他形式在代币交易易平台上购买BLZ代币。

2. 通过以太坊发送BLZ代币到Bluzelle代币⽹网关的智能合同。⽹网关将向⽤用户的Bluzelle⽹网络

钱包发送新的BNT代币。

3. ⽤用户现在拥有BNT代币，可以作为消费者⾃自由参与⽹网络。 

当⽣生产者希望“取出”其BNT代币时，遵循以下步骤： 

1. 将BNT代币发送到特殊的Bluzelle⽹网关。

2. ⽹网关将BNT代币以1：1的⽐比例例转换为BLZ代币，并将这些BLZ代币发送给⽣生产者注册的

Ethereum钱包。

3. ⽣生产者现在拥有BLZ代币，可以在以太坊⽹网络上⾃自由交易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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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收⼊入模式

BLZ <=> BNT⽹网关为每个通过⽹网关的交易易收取微交易易费。费⽤用由BLZ代币收取，并发送到Bluzelle

拥有的特殊以太坊钱包。rmodel的设置使得整个⽣生态系统仍然完全去中⼼心化，同时为Bluzelle提

供收⼊入来改进和创新⽹网络及其相关服务。

以下是两个典型的场景：

• ⽤用户需要使⽤用BNT代币来使⽤用该服务。 

1. ⽤用户发送100个BLZ到BLZ智能合约。

2. 100个BLZ中的0.1个BLZ被扣除发送到Bluzelle的以太坊钱包中作为不不退还的

⼿手续费。

3. 剩下的99.9个BLZ被转换到BNT然后发放到⽤用户的BNT本地钱包。

• ⽤用户想把BNT转换成BLZ。

1. ⽤用户把BNT发送到BNT⽹网关。

2. BNT以1:1的⽐比率兑换为100个BLZ。0.1个BLZ被扣除发送到Bluzelle的以太坊

钱包中作为不不退还的⼿手续费。 

3. 剩下的99.9个BLZ由以太坊智能合约保管，并发送给相应的参与者的以太坊钱

包。

绝对价格是动态计算的，不不是100％确定的。最⼤大值已经设置到Bluzelle⽹网络中，当价格开始接近

最⼤大值时，⽹网络会调整集群的数⽬目及节点的分布。价格越接近最⼤大值，⽹网络调整幅度会越⼤大，直

到价格趋于预期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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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技术概览

本节概述了了Bluzelle的技术架构。欲了了解更更多详情，请参阅技术⽩白⽪皮书。

11.1. 数据库 101 - CRUD API
CRUD代表与数据库和永久存储有关的四个基本功能——创建、读取、更更新和删除。 CRUD涵盖

关系数据库的功能，其中创建、读取、更更新和删除都可以映射到相应的SQL和HTTP⽅方法。

⽤用户还需要⾃自⼰己选择的密码，并且需要保护此密码以供稍后使⽤用。存储在密钥对中的所有数据都

会被加密，密码会被⽤用作AES256对称密钥加密中的初始化向量量。此密码仅在本地使⽤用，绝不不会

以任何形式在⽹网络上传播。 

11.2. 分⽚片

分⽚片的意思是“⾼高可⽤用性的复制数据系统”。由于数据库的⼤大⼩小和内存的限制，⼤大数据库通常很难

处理理。通过沿着逻辑⾏行行划分，数据库变得更更容易易使⽤用。

逻辑碎⽚片是Bluzelle中最⼩小的单元，并且包含所有共享相同分区密钥的各个数据单元。分区密钥是

唯⼀一的标识符，允许访问分⽚片⽤用于检索信息。在Bluzelle中，分区密钥允许去中⼼心化应⽤用有效地从

正确识别的叶群中存储和检索数据。在Bluzelle中，⼀一组逻辑碎⽚片存储在叶群中，Bluzelle数据库

正是这些叶群合并的整体。

11.3. 跳跃⼀一致散列列

John Lamping和Eric Veach在Google的⽩白⽪皮书中⾸首次描述了了跳跃⼀一致散列列（JCH）。它是⼀一种优

雅的算法，只需要使⽤用⼤大约5⾏行行像C ++这样语⾔言的代码。 JCH没有状态机，因此不不需要存储。这

是⼀一种⽆无需在内存中查找的算法，因此速度更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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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zelle使⽤用JCH从密钥（在NoSQL表中的键值对）映射到复制密钥的群组的ID。⼀一旦找到该

ID，Bluzelle将使⽤用Kademlia散列列来找到到达该集群的⽅方法，即使这个特定的集群没有运⾏行行。 

11.4. Kademlia 散列列

Kademlia是⼀一种典型的对等分布式哈希表的⾼高级形式，它以特殊的⽅方式来构造，以便便使⽤用按位

XOR函数的特殊对称和⼏几何属性。 Bluzelle使⽤用Kademlia散列列来有效地使节点知道⽹网络上的每个

其他集群。使⽤用Kademlia⾃自⼰己的“⼿手指表”，⽹网络中的每个节点只需要知道有关如何到达O(log(n))

其他叶群的信息，其中n是⽹网络上叶群的总数。这意味着，⽆无论⽹网络有多⼤大，每个节点都可以通

过仅存储O(log(n))数据来覆盖O(log(n))次尝试内的每个其他叶⼦子群。因此，Bluzelle能够处理理⽹网络

呈指数增⻓长的情况。

11.5. 部分复制

部分复制意味着⽹网络中不不是每个节点都具有数据的副本。只有委托给该数据的叶群中的节点才能

复制它。这是Bluzelle和传统“区块链”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区块链本身很慢，不不能很好地扩展，

因为每⼀一组事务或区块都是100％复制到所有地⽅方，对⽹网络造成严重的垂直扩展限制。 Bluzelle在

设计上只将数据存储在节点的战略略⼦子集中，统计上保证数据始终可⽤用，并且仍然实现⽆无限⽔水平扩

展的优点。部分复制的存在，是因为⽹网络中所有集群中只有⼀一个集群复制了了⼀一个给定的数据。现

存可以与之⽐比较的有趣的技术是内容交付⽹网络（CDN）。

11.6. 负载均衡

将逻辑分⽚片存储在多个现实节点上的优点是通过使相同的数据可通过不不同地理理位置的不不同硬件资

源访问，系统可以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加载平衡查询以从附近最⼩小负担的节点检索数据。这允许

Bluzelle以最有效的⽅方式动态地执⾏行行查询和检索数据，从⽽而最⼤大限度地利利⽤用跨越多个节点的共享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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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冗余性

由于复制数据存储在具有独特基础架构的不不同节点之间，所以单节点故障和分⽚片丢失出现的可能

性严重降低。这种镜像⽅方法通过确保任何单点故障不不会造成严重后果，⽤用有效的⽅方式确保数据的

可⽤用性。

11.8. 共识机制 
Bluzelle使⽤用与区块链不不同的共识，避免任何关于⽹网络普遍状态的概念。因为保持整个⽹网络的单⼀一

状态是不不必要的，所以Bluzelle只在集群层次上应⽤用共识模型，只需确保存储数据碎⽚片的节点的叶

⼦子群使⽤用我们订制的共识机制和证明算法来达到本地化的共识。

⼀一个有共识的集群可以作为⼀一个单⼀一的、原⼦子的、⽆无法分割的⽤用于可靠地储存⼀一组数据的单元单

元，来与其他肌群交流。该叶群中的任何节点可以准确地处理理与该数据有关的请求。 

11.9. 业务指标

Bluzelle的每个⽣生产者都有权在⽹网络上运⾏行行⼀一个或多个节点作为农户节点。每个这样的⽣生产者都将

使⽤用他们的以太坊地址作为识别它们的“密钥”。该标识符对于该农户是唯⼀一的，并且与他们的以

太坊地址绑定为1：1。⽣生产者也有⼀一个“业务指数”。这是⼀一个分数，决定了了⽣生产者的表现。业务

指数可以根据⽣生产者的活动和决策，有意或⾃自动地进⾏行行上下移动，并跨越⽣生产者运营的所有节点。

如果⼀一个这样的节点⾏行行为不不当，业务指数通常会下降，这适⽤用于所有的⽣生产者节点。此外，农户

被要求上交⼀一部分押⾦金金，押⾦金金数⽬目与节点数成正⽐比（与BNT代币成正⽐比），与业务指数成反⽐比。

11.10. Sybil攻击

⼀一些如⽐比特币这样的区块链⽹网络，允许任何⼈人将他们的节点添加到⽹网络中。这会引起⼤大家担⼼心是

否会有恶意组织添加很多节点使他们不不成⽐比例例地控制⽹网络并劫持⽹网络。这被称为Sybil攻击。 ⽐比特

币和以太坊通过⼯工作证明使这些攻击的成本很⾼高，从⽽而消除了了Sybil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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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zelle采⽤用⼏几种⽅方法来防⽌止Sybil攻击，以便便当⼀一个恶劣参与者被发现时，它们会被列列⼊入⿊黑名

单，受到经济上的惩罚，并被完全从⽹网络中移除。这些反Sybil攻击⽅方法是：

• ⽣生产者需要提供BNT作为押⾦金金参与⽹网络。这个押⾦金金是参与的⼀一个要求，也是对恶劣⾏行行为的

强⼤大的经济威慑。

• Bluzelle使⽤用Kademlia分布式哈希表，因为它依赖于消息冗余和XOR距离函数。系统将消

息冗余地发送到预期节点的多个选择出来的邻居，以进⾏行行反Sybil验证。误导群体定位⼯工

作的节点将被系统地跟踪并截获。

• 对群集CRUD功能的请求需要通过冗余来完成，其中同⼀一个群集中的多个节点都执⾏行行请

求。给定Bluzelle的“节点->集群”成员资格规则，选择执⾏行行给定任务的多个这样的节点全

都是提供不不良但⼀一致数据的恶劣参与者的情况在统计上不不太可能。

• 群组成员由⽹网络确定，不不能由节点选择。这意味着，⼀一个想要加⼊入n个节点的⽹网络或者伪

装n个节点的身份的Sybil攻击者将⽆无法获得任何单个群组的⼤大量量成员资格。

• 节点可以提出挑战请求，参与存储测试的证明。该测试是在⽹网络随机发起的基础上与消费

者协同执⾏行行的，或是直接由消费者发起强迫⽬目标节点证明他们存储的数据是正确的。 

11.11. 拜占庭故障

防⽌止拜占庭故障的⼀一种⽅方法是默认知道在没有信息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在Bluzelle⽹网络中，如果检

测到被误导、或损坏、或不不⼀一致的信息，在默认情况下不不执⾏行行任何操作。由于前⾯面提到的针对群

集的CRUD请求的冗余，⽆无论是否有意，不不⼀一致的数据都会被发现。⽆无论如何，Bluzelle节点会忽

略略该交易易，什什么都不不做。只有具有正确凭据和校验的认证交易易才被接受并处理理。通过这种⽅方式，

Bluzelle是在设计上可以防⽌止拜占庭故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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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司概况——架构，团队，投资者和顾问

Bluzelle Platform Pte. Ltd 有限公司是新加坡公司。我们选择新加坡是因为它有很好的⿎鼓励区块链

创新的⽣生态系统，以及⽀支持管理理良好的企业发展地法规。 

12.1. 团队

Bluzelle团队由10个⼈人组成，并在不不断扩展⾼高级⼯工程师团队。我们资深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

能、认知科学、区块链、⽹网络安全等。部分成员如下：

Pavel Bains, ⾸首席执⾏行行官/联合创始⼈人——Pavel拥有拥有超过15年年的运营管理理、数字技术和⾦金金融

⾏行行业的经验。他是加州⼤大学洛洛杉矶分校的NCAA荣誉学⽣生运动员。Pavel也是Storypanda的联合创

始⼈人，Storypanda是⼀一个数字图书平台，出版了了梦⼯工⼚厂、华纳兄弟、Peanut公司的著作。Pavel

在游戏⼯工作室担任过总经理理和CFO的职务，其中管理理过包括四⼤大洲七⼤大迪⼠士尼⼯工作室旗下的350

⼈人以及1.5亿美元的预算。

Neeraj Murarka, ⾸首席技术官/联合创始⼈人——Neeraj是具有20多年年经验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系统架

构师。他曾在Google、IBM、Hewlett Packard、Lufthansa、Thales Avionics等⼯工作。项⽬目包括：

为零售市场锁定修改后的Android操作系统；多播UDP卫星系统，为Airbus和波⾳音公司设计和开发

安全和FFA认证的系统。Neeraj是最早被收购的区块链公司Zero Block的第四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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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el Bains 
⾸首席执⾏行行官

Neeraj Murarka 
⾸首席技术官

Nitin Cunha 
⾼高级软件开发员

Scott Burch 
⾼高级软件开发员

Mehdi Kolahchi 
⾼高级软件开发员

Yingyao Xie 
产品开发助理理



12.2. 早期投资者

Bluzelle从⻛风险投资公司筹集了了A轮融资，以启动数据库服务的开发，加快员⼯工配置并提供代币销

售所需的资⾦金金。 

12.3. 顾问

Bluzelle已经组建了了⼀一个专业的顾问团队来指导业务的发展。每位专家都是都是技术重量量级的，曾

为Facebook，PayPal，LinkedIn等公司作出贡献。

12.4. 公司管理理及合法合规

Bluzelle致⼒力力于维持透明业务的⾼高标准。我们在创建了了⼀一个由顶尖专业公司组成的法律律会计团度，

以确保符合所有标准。

OrionW -  新加坡地区法律律顾问

Bryan Cave - ⾹香港及美国地区法律律顾问

我们还雇请四⼤大会计所之⼀一来协助公司管理理、公司策略略及税务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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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 Penchina 
超级天使投资⼈人 
加密货币⽀支持者

Brian Fox 
BASH的创始⼈人 

开源专家

Prashant Malik 
Cassandra创始⼈人 

数据库专家

Alex Leverington 
以太坊核⼼心⼯工程师，Metagrid

创始⼈人，加密技术专家



13. 代币发⾏行行

Bluzelle会通过发⾏行行代币为数据库的开发和商业化进⾏行行募资。我们募集的总⾦金金额最⾼高在1950万美

⾦金金，只接受以太币（ETH）。具体的ETH到BLZ的价钱会在正式发⾏行行代币前决定。 

13.1. 代币分配 

公开销售: 33% 

BLZ会向公众发售，从⽽而消费者和⽣生产者可在早期成为⽣生态的⼀一部分。 

Bluzelle持有: 27% 

这部分持有的代币将⽤用于额外的开发和员⼯工的激励机制 

开发者资⾦金金：10% 

发展开发者社区对于Bluzelle⼗十分重要。这部分代币⽤用于激励、奖励和吸引外部的开发者参与到项

⽬目的建设、集成、合作，及举办⿊黑客松和社区活动。 

创始⼈人：15% 

创始⼈人已运营Bluzelle⻓长达三年年时间。这部分的代币将分三年年解锁。 

早期⽀支持者、投资⼈人和顾问：15% 

Bluzelle有幸在初期获得投资⼈人和顾问的帮助。⼀一部分股权的投资已转化为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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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资⾦金金使⽤用 

研发：55% 

⽤用于⻓长期产品开发和在全球发展团队。 

⽹网络运营：10% 

⽹网络初期需要资⾦金金去设置节点和启动分布式⽹网络 

营销：20% 

社区建设和运营、展会、⼴广告等⼀一系列列活动 

运营: 10% 

公司的员⼯工和运营管理理成本 

法律律、合规与会计: 5% 

帮助维持⾼高标准的运营和提供信息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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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展线路路

我们将Bluzelle的发展分解为以下不不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以物理理学家命名。每个阶段之间我们会

提供常规的项⽬目进程报道和提供新的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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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年6⽉月-洛洛芙莱斯

单⼀一集群、 NoSQL键值对RAFT共识存储设备，由以
太坊上BLZ ERC-20代币的最低抵押额度，Solidity和
NEO Python分布式应⽤用读取⽀支持，其他区块链平台
连接Bluzelle的函式库

2018年年12⽉月-伯努利利

以太坊智能合同加强版，dApp完整CRUD功能，⽤用于
访问集群中的键值对的查看器器和编辑器器CRUD客户
端，开发者⽤用于启动和部署集群的函式库

2019年年6⽉月-居⾥里里

多集群NoSQL键值对，叶群，多集群共识机制，⽔水
平划分，基础分⽚片，⼀一致性哈希算法，⼀一个节点只属
于⼀一个集群，dAPP CRUD跨越多个集群⽀支持

2019年年12⽉月-开普勒勒

PaaS集成，IDE插件和集成，区块链智能合约，桌
⾯面、浏览器器和⼿手机应⽤用程序，数据库导⼊入/导出，节
点评分和健康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