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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 士 时 代 已 经 过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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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和人类文明

我们人类文明发展逐渐走向信息技术领域

Peter Thiel在《Zero to One》里面，将人类文明和科技的进步分为两种，一种是水平的进步，或者

成为广泛进步，另一种是垂直进步。垂直进步是科技，是能源与能量，是从零到一，水平进步是分

发，是全球化，是信息技术，是从1到N。这两种不同方式的进步，可能同时存在，可能存在其中之

一，或是可能都不存在。

1815~1914年间，科技发展迅速，全球化也快速蔓延，电报、电话技术与跨大西洋电缆，使得信息

的流动速度大大提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科技发展快，但全球化速度缓慢，

信息流动速度并未出现明显变化。1971年以后，科技发展速度缓慢，技术创新仅仅出现在信息技术

领域，今天，移动互联网让人们可以方便的获取信息。从1970年以来，很多科技领域没有新的进

展，例如，生物医药领域，自从1950年以来，每投资10亿美元研发的新药每九年就会减半。不仅如

此，在能源科技领域，也就是人类对于能量的利用领域，我们的总体技术水平和蒸汽机时代并没有

太大进步，我们对能源的通体利用方式依然停留在烧开水从而驱动热机的层面。

对比科幻小说，差别更加明显，科幻小说家往往预见了文明即将到来的发展道路，比如说卫星通讯

技术的奠基人阿瑟.克拉克，其科幻作品多以科学为依据，小说里的许多预测都已成现实。克拉克的

卫星通讯的技术规划，与实际发展惊人的一致，地球同步卫星轨道因此命名为“克拉克轨道。克拉

克的第一步作品是1951年出版《太空序曲》，描述了人类的第一次登月，作者设想的第一次轨道飞

行是在1970年，第一次登月是1978年。而在现实中，人类第一次登月是在1969年， 阿波罗计

划中的第五次载人任务，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土地，这是人类第一次登月。在幻想和

现实之间，现实超越了最疯狂的幻想，这是我们世界的奇迹。然而，1968年，克拉克写了《2001: 

A Space Odyssey》，描述了人类宇航员乘坐发现号宇宙飞船前往前往土卫八伊亚佩图斯的故事，

现实中，已经到了2018年，我们没有前往土卫八，我们甚至没有能够再度登上月球。1970年以后，

我们的技术发展停滞不前。

因此，彼得.泰尔说，我们想要的是会飞的汽车，结果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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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说明了前人对事情的预估和期望，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前人眼中的未来，和事实上真正的未

来，也就是我们的现在之间的差别，我们 发现，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说，我们的现在都要落后于他

们的期望值，我们没能到达火星，我们没能实现意识的上传，我们没能生活在虚拟世界，我们的人

工智能，很多时候表现的不如人意。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如前人的预期？进一步的，我们把这个问题分解为如下五

个问题：

如何定义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如何定义人类文明发展的加速度？

我们当前文明发展速度，比起最理想情况下的发展速度，到底慢了多少？

是什么主要因素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

如果提高人类整体的协作效率，是否可以让文明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区块链以及数字货币，是不是最有效的提升人类协作方式的手段？

对于前两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进化论的相关模型，按照适应性地形理论以及NK模型来进行解答和

模拟，由于篇幅原因，在这里不做展开，有机会再进行阐述。但我们真正关系的命题是后面三个，

尤其是最后一个，这篇白皮书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

1964年，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卡达谢夫天才般的发明了一套给文明划分的方法，称为卡达谢夫等级，

卡达谢夫等级按照掌控能量的等级来划分，最初分为三级，其中I型文明可以掌控行星级别的能

量，比如有一天人类可以掌控覆盖整个地球的太阳能，那么就达到了I型文明。II型文明可以掌控恒

星级别的能量，其主要手段是类似于戴森环的设施。而III型文明可以掌控整个星系的能力，对于银

河系来说，这可能要从银河系中心的黑洞着手

1973年的时候，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评估当时人类的文明等级是0.7，而2016年这个数字则变成

了0.72。

上面则是卡尔.萨根的评估公式。

对于文明等级的相关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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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克劳修斯是热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经说过：

Der Energie der Welt ist konstant;die Entropy der Welt strebt einem Maxximum zu.

翻译成中文是：能量是守恒的，宇宙中的熵总是增加的并且趋向于最大值。按照热力学中的定义，

我们能够掌控的能量用来做功，这种能量叫做自由能，而无法掌控的能量则变为热能被耗散掉，熵

则是对于我们无法掌控程度的一个衡量。

但克劳修斯特别提到，热力学第二定律只适用于对于生命以外的系统，因为生命似乎可以从无序中

建构有序，薛定谔（Schrödinger）因而称生命依赖「负熵」生存。在玻尔兹曼（ Boltzmann ）自

杀后 42 年，香农（ Shannon ）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通信的数学原理》，提出了信息熵的概念，

用以度量信息的不确定性。时至今天，香农的遗产已在我们所生活的信息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围绕「熵」这一主题，串联起统计学、物理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甚至经济学中的若干问

题。

无独有偶，随着Blockchain技术逐渐被主流的学术界认可，丘成桐、姚期智和张首晟等教授在不同

场合都聊到区块链这一主题的边缘性，区块链可以串联起宏观经济学、数学、经典密码学、现代密

码学、分布式理论、计算机网络、数据库与存储等多个领域。因此，越来越多的主流学术人群开始

对相关技术开始研究，很多计算机学术领域的「屠龙之技」，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因此，在Lambda的经济白皮书中，我们试图把经济系统，人类社群的协作、共识和经济激励，通

过熵这一概念链接起来，并给出定量的分析和证明。

物理系统中的熵和耗散

当今世界正在进入越来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时代。经济的全球化与政治的反全球化之间矛盾愈

演愈烈，金融泡沫附着于实体经济之上，造成了实体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在全球失效之后，最后

一个高增长的国家中国的GDP增速也渐趋缓慢，经济学家未能找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全球周期性

金融危机的威胁如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另外，新兴民主国家的竞选难产与欧盟的共识分裂，全

球性的小国与底层百姓被债务奴役、越来越失效和累积风险的美联储调控、越来越严厉的美联储流

动性监管等等，使得人类的金融秩序变得越来越脆弱，风险在不断地积累。

在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中，哈里谢顿的心灵史学成功的引导银河帝国度过了覆灭的危机，心灵

史学是把人类众多的个体从统计学意义上加以考虑，从而以类似于热力学的方式对整体人类文明的

发现进行计算和预测。今天，虽然我们并未拥有这一有利的武器，但我们依然可以定性的对人类文

明的无序程度进行定性的描述，并从某些方式加以改善。2008年以后，横空出世的比特币让众多

有远见的人看到了技术改变金融的希望，我们的研究则认为，不仅仅是金融行业，更多的领域也可

以借由区块链的模型进行效率的提升。今天，信息技术产业是人类最先进的发明，我们试图定义信

息领域现存的问题，并通过区块链的方式对这个领域的效率进行提升。

人类文明的熵和耗散，信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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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行业

IT From BIT，万物源自比特，一切皆是信息。当今世界，信息化和数字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越

来越多的商业逐渐在线上和云端运行，越来越多的业务从线下搬到了线上，社交、电商、游戏、广

告、打车、骑车、外卖、直播，几十亿人生活在网络化、智能化的社会中。 所有数字化的业务，

均构建于 IT 技术之上，计算机、网络、存储三种底层设施，以及上层的文件存储、数据库、中间

件等种种软件，承载了全球数亿公司的业务运行。这些领域，我们统称为信息技术产业，这是一个

数万亿的极大市场，其中很多细分市场诞生过伟大的公司，例如市场规模为三百亿美元的操作系统

市场诞生了目前市值6800亿美元的微软，市场规模为两百亿美元的数据库管理软件市场诞生了目

前市值2031亿美元的甲骨文。然而，2000年以后，企业软件领域却往往只做到一定规模就会遇到

瓶颈和天花板，美国新兴公司一般在20亿美元左右市值就会被并购，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尤为明显。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软件行业的分发成本过于昂贵，分发费用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100%甚至更

高，使得这个行业目前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化和中介化趋势。

1995-2016年，美国VC的企业级软件(2B)项目在退出上赢了消费级软件 (2C)项目，企业级软件产

生IPO市值$825B，远大于消费级软件的市值 $582B，企业级软件退出数量4600个，远大于消费

级软件2600个。

信息技术行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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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真观察数据，发现企业级软件(2B)的退出汇报超过消费级软件，主要是因为这个领域广泛的

并购退出现象。从1995年以来，大约有70家估值在2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最终被并购，卖给了自己

想要颠覆的对象，像微软、SAP这类发展了30年甚至50年的巨头而不是继续独立发展。这是为什

么？因为他们在美国自然发展的过程中都碰到了很明显的增长天花板。传统的竞争对手对比他们有

巨大的优势：

第一 传统的企业级软件公司有强劲的现金流.

第二 传统的企业级软件公司有大量的现有客户，因而，使得软件的分发边际成本降低。

尤其是在2018年，众多具备发展潜力的公司，比如开源社区的代表github被微软75亿美元收购。我

们认为，这会让软件界的发展越发的缓慢，众多老人公司把持的信息行业，已经不再能够代表科技

的进步。以Oracle公司为例，其单机数据库产品已经销售了40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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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行业的商业模式成为扼杀创新的根源

在知名技术专家James Mishras总结了限制公司扩张的两个维度：产品生产和产品的分销难度，并

依此列出了4种商业模式，业务的可扩张性在产品和分销两个维度变化。 有些公司在两个维度都能

轻松的扩张，而另一些公司则需要巨大的人力来生产产品然后分销它。

第一类模式是固定产品、固定分发，餐厅、诊所和律所都是这种，这种模式也可以有很大的规模，

比如美国最大的诊所梅奥诊所，但这种模式的问题增长是，获取用户和服务用户都依赖于雇佣更多

的人。

第二类模式是可扩张产品、固定分发，很多传统高科技公司属于此类，比如波音、洛克希德马丁，

然后Oracle和Salesforce也属于此类。

第三类是固定产品、可规模化的分发，媒体大多属于此类，即使传统媒体，报纸也是一样。

第四类是可扩张产品、可扩张的分发，Uber、WikiPedia，都属于这类，当然，中国TMT领域这类

产品很多，滴滴头条都属于这类。

这四类模式从根本上定义了什么呢？从根本上定义了增长所需要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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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ticket Enterprise Software是第二类模式。这个模式是产品上可以轻松扩张，但是在分发上很

难扩张的模型。软件的产品开发这个过程是可以规模化的，但是销售产品这个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

线性的模型，其规模随着人数增长而增长，就像是一个有中央厨房的餐饮连锁。

研发和销售这两件事情，对于一个高科技公司的成本组成来说，占比如何？通过分析美国IPO的企

业服务公司的s-1文件，可以发现，这些公司每年的销售和市场费用占总费用的80%。不但如此，

在美国SaaS领域还有一个Magic Number，也就是说，美国SaaS领域主流观点认为，一个SaaS企

业当年的销售收入和销售费用之比应该为1，这个1就是所谓的Magic Number。

我们选择一些知名的SaaS企业在IPO年度的财务报告，来观察这些企业的财务数据。2014年是企业

级软件公司上市高发的时间，因此，我们将观察的时间选择在2014年。

Zendesk，全球领先的客服SaaS公司，2014年销售和市场费用占比接近80%

New Relic，全球领先的软件公司，2014年销售和市场费用占比接近80%。

软件本质上是一个N倍增长的生意，一个软件公司的销售收入，和人数是成正相关关系的。因此，

企业软件公司到了一定规模以后，更像是一个餐厅、一个诊所，而不像一个TMT领域的其他的

公司。

ZENDESK
Year End December 31

Revenue 15598 38228 72045

4679 13253 24531

10919 24975 47514

4474 14816 15288

9794 22749 37622

3726 11558 16437

17994 49123 69347

Cost of revenue

Gross prof it

Operating expens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les and marketing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Total operating expenses

Unaudited In thousands except per share 
data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NEW RELIC
Year End December 31

Revenue 11663 29664 63174

1904 5078 10780

9759 24586 52394

4300 8565 16496

10748 28365 58156

180 10053 17178

17228 46983 91830

Cost of revenue

Gross prof it

Operating expens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les and marketing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Total operating expenses

Unaudited In thousands except per share 
data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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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2年以后，全球发展最快的11家企业级服务公司全是基于社群的开源软件公司。截止目前，估

值超过10亿美元的OAS公司已经超过了11家，这些公司发展的平均速度，远超上一波浪潮。OAS做

到10亿美元估值的平均时间大约只需要3~4年。

当前绝大多数的公链项目都是只有一个公链，比如以太坊或者EOS,包括后续的波卡链等等，另

外，提供基础设施的也都是在链的周边提供设施，比如提供去中心化的域名解析、网盘、文件等

等。这个时候，链本身就是目的，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并不是如此，或者说不仅是如此。这个项目中

包含的概念，是超越了当前区块链项目的，我们这个项目不仅仅是在区块链领域进行技术创新，更

多是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济系统的一个结合。如果比特币的系统中不引入经济模型，那么

分布式系统的一致性问题永远无法超越raft、paxos和pbft模型。所以，如果仅仅从技术角度去看待

分布式数据库的实现，那么，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争论。我们并不是要去做一个数据库软件公司，

我们是要走出一条新的路。

我们思考的起点并不是区块链的技术设施，更多是关于如何在中国的基础软件领域建立一个10亿美

元以上估值的独角兽公司，全球已经有新的模型出来，就是基于社区的OAS模型，OAS的全程是

Open Adoption Software。正如比特币把经济系统引入了分布式领域，OAS模型是全球第一次给软

件领域带来了一个新的名词，就是网络效应。

信息技术行业的耗散

区块链给信息技术行业带来网络效应，降低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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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开源软件和传统企业软件相比，有以下特点：

传统企业软件产品由公司员工开发完成，OAS软件代码则是通过社区，由社区开发者、终端用

户以及生态合作伙伴共同。

传统企业软件的代码是封闭的，而OAS软件代码是开源的。

传统开企业软件的试用需要通过很长的流程，而OAS则是给所有一线开发者免费试用；。

传统软件公司收入主要通过收入授权费(License)或者订阅费，OAS则是通过服务、培训来收费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全新的模式，在中国的基础软件领域，走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社群模型改变了软件的开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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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行业在未来十年将会发生巨大的
变化

人类每年产生的数据量将会是天文数字

根据IDC发布的《Data Age 2025 study》报告，2009年以来全球互联网数据以每年50%的速度增

长，截止2017年全球数据的总量为21.6ZB，预计2020年全球数据量将达到40ZB，2025年全球数

据量将达到163ZB。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预计2025年全球人口依然是70亿人，那么，每人需

要存储的数据量约为23000个TB。当前，个人电脑普通硬盘容量为1TB，意味着每个人要拥有两万

块1TB的硬盘。

Once siloed, remote, inaccessible, and mostly underutilized, data has become essential to our 

society and our individual lives. In fact, IDC estimates that by 2025, nearly 20% of the data in 

the global datasphere will be critical to our daily lives and nearly 10% of that will be hypercritical.

The evolution of data from business background to 
life-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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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tandalone analog devices give way to connected digital devices, the latter will generate vast 

amounts of data that will, in turn, allow us the chance to refine and improve our systems and 

processes in previously unimagined ways. Big Data and metadata (data about data) will eventu-

ally touch nearly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 — with profound consequences. By 2025, an average 

connected person anywhere in the world will interact with connected devices nearly 4,800 times 

per day — basically one interaction every 18 seconds.

By 2025, embedded data will constitute nearly 20% of all data created — threequarters the size 

of productivity data and closing fast. Productivity data comes from a set of traditional comput-

ing platforms such as PCs, servers, phones, and tablets. Embedded data, on the other hand, 

comes from a broad variety of device types, including: 

• Security cameras 

• Smart meters 

• Chip cards

• RFID readers 

• Fueling stations 

• Building automation 

• Smart infrastructure 

• Machine tools 

• Automobiles, boats, planes, busses, and trains 

• Vending machines 

• Digital signage 

• Casinos 

• Wearables 

• Medical implants 

• Toys

Increasingly, data will need to be instantly available whenever and wherever anyone needs it. 

Indus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undergo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otivated by these require-

ments. By 2025, more than a quarter of data created in the global datasphere will be real time 

in nature, and real-time IoT data will make up more than 95% of this.

The flood of data enables a new set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machine learn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collectively known as cognitive systems — to turn data 

analysis from an uncommon and retrospective practice into a proactive driver of strategic deci-

sion and action. Cognitive systems can greatly step up the frequency, flexibility, and immediacy 

of data analysis across a range of industries, circumstances, and applications. IDC estimates 

that the amount of the global datasphere subject to data analysis will grow by a factor of 50 to 

5.2ZB in 2025; the amount of analyzed data that is “touched” by cognitive systems will grow 

by a factor of 100 to 1.4ZB in 2025!

Embedded systems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Mobile and real-time data

Cognitiv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systems that change 
the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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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da的一小步，未来的一大步

All this data from new sources open up new vulnerabilities to private and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the amount of data being produced today that requires 

security and the amount of data that is actually being secured, and this gap will widen — a real-

ity of our data-driven world. By 2025, almost 90% of all data created in the global datasphere 

will require some level of security, but less than half will be secur

区块链系统本质是一种基于对等网络的分布式系统，是一种计算机的网络系统。在计算机领域，任

何系统最底层的基础设施都是计算、网络和存储资源，在当前时期，各种公链致力于提供计算能

力，有些协议致力于改变TCP/IP,提供更好的网络连接能力，Lambda致力于为区块链提供存储基础

设施。Lambda是一个快速、安全、可扩展的区块链基础设施，提供去中心化的可无限扩展的存储

服务。Lambda解决了FileCoin及更早期项目未曾解决的数据完整性问题，通过数据的可恢复性证明

(POR，Proofs of Retrievability)和数据的持有性证明(PDP，Provable Data Possession)，保证存

储数据的完整性和可恢复性。并且，通过对lambda FS和Lambda DB的实现,Lambda向所有的去中

心化应用，提供了对分布式存储数据的格式化和程序化访问能力。

经济学的两大核心思想是，物品和资源是稀缺的，以及社会必须有效利用资源。事实上，正是由于

存在稀缺性和人们追求效率的愿望，才使得区块链经济备受人们的关注。在Lambda系统中，存储

空间的供给相对充足，但是，保证了安全性、隐私性、可用性和数据完整性的存储是稀缺的资源，

供需双方对于这类存储资源的交易过程，构成了Lambda的经济体系。

对于Lambda经济组织来说，需要定义宏观经济的三个基本问题，也就是Lambda生产什么和生产多

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

Lambda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Lambda组织产出的是去中心化的存储空间，该空间保证了安全性、

隐私性、可用性和数据完整性，其中更加昂贵的部分提供了数据的可恢复性。在当前时间点，在

Lambda体系内可以交易的资源有：存储空间、网络带宽、短域名寻址和验证能力。

Lambda如何生产？Lambda的存储矿工提供存储空间，检索矿工提供对数据的快速访问能力，验证

矿工保证了数据的持有性和可恢复性证明的验证。

lambda为谁生产？Lambda为所有Dapp以及对数据有安全性、隐私性和确定流向性需求的商业场

景生产。

因此，我们可以定义Lambda的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PPF)是：

Security as a critical foundation

Lambda致力于解决区块链存储问题

Lambda的经济体系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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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Lambda体系内的资源主要是验证资源和存储资源，验证资源是总量有限且恒定的资源，系

统一共有1024名Validator，另外一种总量有限且恒定的资源是短域名；可再生资源主要是存储资源

和网络资源，是可以随着时间增长的资源。

1 Validator

Validator负责验证主链和子链账本，以及存储的持有性和可恢复性。Validator一共有1024个席位，

成为Validator可以获得出块奖励的一部分。Validator数量之所以是在千这个量级，主要是在系统的

安全性和性能之间取得一个合理的平衡。

Validator席位的划分，有固定和随机两部分。固定部分512个，其中Lambda基金会运营其中的200

个Validator节点，100个席位发放给开发者社区中对Lambda提交过有价值代码的程序员，100个发

放给公募过程中参与公募的Lambda爱好者。其余则由Lambda的持币者竞争获得。

随机的512个Validator，通过质押小部分LAMB成为验证组成员，可以获得随机成为Validator的资格。

Validator第一年可以获得4亿LAMB，以后按照时间顺序递减。

对于使用Lambda系统的用户来说，Validator对于账本的验证能力是系统固有的逻辑，用户对自己

存储数据的验证能力，Lambda提供了固定低频的Validator以满足基本需求，但更高频率和更多节

点的验证需要通过市场购买。购买方式采用Bancor机制，并且把手续费放入一个手续费池，这个可

以视为某种通缩机制，池子奖金的50%讲给KEY 的持有者，50%将会被燃烧销毁。KEY的具体含

义在下一部分解释，可以理解为Lambda系统内的某些类个类似股权的通证。Validator资源在系统

内置的交易所内进行加交易，对应的交易对为VAD/LAMB。

（从经济意义上去理解的话，Validator资源类似于EOS RAM，是一类总量固定的系统稀缺资源。）

2 短域名

LAMB上的存储资源可以采用短域名访问，短域名是Lambda系统内独一无二的资源，短域名的获

得需要拍卖。任何人可以对任何账户名出价，每个对某特定账户名的出价必须比前一个出价高 

10%，连续7次出价后，价格翻番 。最高出价者要保持当前最高出价24小时，才能成交。

在短域名拍卖系统内，存在某种通缩机制，这里有一个手续费池子，池子奖金的50%奖励给KEY 的

持有者，50%将会被燃烧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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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金融体系

3 存储资源

Lambda是去中心化存储项目，因此，存储资源是Lambda体系内核心资源。存储资源的供应相对来

说是可以无限扩展的，因此，存储资源在体系内经济意义上类似于EOS的CPU和NET。

因为Lambda在系统设计时，对数据的持有性证明设计和出块奖励进行了解耦，不采用时空证明和

容量证明，因此，不需要应对复杂的女巫攻击，但，Lambda依然要考虑一个物理节点重复加入的

情况，因此，对应于Lambda体系，存储资源提供方需要抵押一定的LAMB，获得一种叫做KEY的

Token。同时，在存储资源交易所内，会同时生产一个Storage/LAMB交易对，这也是一个基于

Bancor的交易对。对于购买者来说，买入一个Storage/LAMB意味着1GB每月的存储空间。

存储资源提供方在持有KEY期间，可以获得系统的staking hold的出块奖励，获得对应出租存储资

源的收入，获得Validator和短域名池的手续费奖励。

4 网络资源

检索矿工出售的是网络资源。检索矿工的数据来源是存储矿工，检索矿工不需要质押LAMB，也没

有额外的奖励，只有获得检索市场中用户支付的流量费用。

LAMB是Lambda的原生数字货币，它的主要作用是在Lambda体系内充当交易媒介，同时，LAMB

也是存储价值的核算单位，对于Lambda业务体系外的持有者来说，LAMB是一种价值储藏手段。

国内生产总值

对于任何一个中央银行来说，其货币的发型量，总是要正比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此，对于

Lambda来说，我们有必要定义系统内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DP的含义。对于Lambda来说，

在Lambda市场内提供的不同类型的存储能力及其价格乘积之和，定义为Lambda的GDP。LAMB发

行的增长，应该正比于Lambda GDP的增长。

我们认为，在以太坊系统之上，ETH的价格和数量，正比于在以太坊上进行ICO的项目量，因为项

目需要发行Token，就需要运行智能合约，因此，以太坊的GDP就等于以太坊虚拟机EVM的执行步

数。在Lambda上，Lambda的GDP就是存储数据的空间、对数据存储和读取需要的网络资源、对

网络进行寻址的短域名系统、以及对数据进行验证的Validator。

金融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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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Lambda系统，以及当前任意提供Resource的Blockchain系统来说，都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就

是，Token购买Resource。在当前技术条件下，Token购买Resource可以进行订单的自动匹配，也

可以通过第二层网络的方式，在链下提供交易所。因为数据存在冷、温、热的差别，同时，对于数

据的可恢复性等级和验证等级存在差别，也就是说，在Lambda体系内，必然内生性存在多个交易

平台。

任意交易平台，都需要交易深度以满足客户体验，因此，Lambda引入Bancor机制，在后台提供自

动化的做市商。Lambda会对资源进行服务质量和SLA的自动化评分，并对排名靠前的资源进行服

务质量认证。认证资源是有限的，对于热、温、冷三种数据而言，提供99.999%可用性的存储资源

其提供都存在上限，而且一定是小于需求总量，因此，我们提供了自动化匹配交易深度的Bancor市

场。该市场对需求方的订单自动进行匹配。

高SLA认证机制

该认证是通过Validator对数据进行持有性证明验证为基础，通过函数计算得到的。认证本身属于系

统内置的一个功能，没有任何人工的干预。

存储矿工可以通过燃烧LAMB来提高自己的认证评分。

认证交易所准入制度：KEY采购

认证交易所采用准入制度，其准入KEY依照先后顺序，价格依次提升，直到接近于某个阈值，该阈

值即为认证交易所所期望的存储上限值。因为存在交易所准入制度，因此，对于热门和认证资源来

说，Lambda是一个有限存储系统，而不是无限存储系统。对于认证的存储资源，Lambda的优势在

于可证明的安全，可证明的数据持有、可证明的恢复性、可证明的删除，以及清晰的数据流向。

Lambda会向购买认证资源服务的用户提供更多的数据验证服务。

数据资源交易所不采用Bancor机制，是一个普通的交易平台，所有存储在Lambda上的资源，都可

以通过数据资源交易所进行交易。

不同于大多数的区块链应用，Lambda是一个区块链的数据存储基础设施，并带有自己的若干条用

于计费、交易、加密和访问控制的链。Lambda项目的原生代币LAMB产生要消耗节点的内存和存

储资源。在Lambda平台之上，可以交易的资源主要是格式数据的访问能力，快速访问能力是硬盘

存储能力和内存大小的结合体，由于存储之后的数据是以加密的形势存放，应用访问的时候需要解

密，因此，也需要消耗CPU资源。我们在衡量存储提供方贡献的时候，以对数据块的千次解密并返

回作为单位计价单元。

Bancor机制和热门存储资源交易所

数据资源交易所

Lambda Token

Lambda的经济流程描述

总量：Lambda Coin的总量是100亿枚

质押：验证人和提名人需要质押LAMB，质押总量约等于LAMB总数的8~12%。

流通：第一年，40%的Token还在等待出块奖励，20%的Token锁定在基金会账户，10%的团队  

         Token和20%的私募也在冻结期尚未解锁，市面可流通的Token最大约为10%。

租用：租用云端Lambda数据库的用户需要在交易所购买LAMB。

交易：在Marketplace交易数据的人，买方需要在交易所购买LAMB。

规则：Lambda Coin的的分配规则是，创始团队10%，募资30%，基金会20%，其余40%为出块 

         奖励，20年挖完。20年后，代币总数保持每年约0.5%的缓慢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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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da生态中，参与各方的角色分别是Dapp开发者和项目方、链节点参与方、存储节点参与方和

其他参与方如投资人。其中链节点的角色在第一张已经进行过阐述，主要是提名人、验证人和钓鱼

人。Lambda不同于其他主链的点在于，我们有自身的业务逻辑(Business Logic)，我们要对用户的

请求、返回进行处理和记账，并且管理存储资源池内的共识和结算。

   

Lambda的数据存储池逻辑由四种角色组成：存储资源提供者，存储资源购买者，社区开发人员和

数据购买者这四个群体组成了Lambda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并且，从商业模式来说，这四类角色

都有可能是个人用户，也有可能是企业。

存储能力主要由用户群体来提供，这些人可以是任何安装了Lambda客户端的人和组织，从个人用

户将PC的闲置资源出租，到大型数据中心将算力和存储完整的提供出来，我们可以驱动从小到大的

无数计算和存储资源。目前，已经确定加入Lambda供应商的，除了个人用户，还有多家IDC云计算

中心，有类似于斐讯这样的NAS平台运营者的数万台NAS设备，也有多家网吧和网吧平台的数十万

台PC设备。这些供应商有动力加入Lambda，因为他们可以从完成的任务中获得数字货币LAMB的

奖励。对于供应商来说，如今的低配硬件和PC资源无法通过工作量证明获得比特币这类需要哈希计

算的数字货币，并且，常规CPU和GPU的算力和ASIC相差越来越远，甚至是Sia这样的存储类代

币，也都是使用POW工作量证明。Lambda使用的POS工作量证明，以及存储就可以获得数字货币

的方式，对PC和IDC来说是最佳选择。同时，Lambda的探针程序可以实时监控到基础设置提供者

的相关基础设施运行情况、资源耗费情况、甚至是终端用户的体验情况，以保证设备的出租不会对

原有业务造成任何影响。

存储设施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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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分布式应用开发者将越来越体会到Lambda项目的价值，在Lambda平台之上，他们不但可

以很容易的使用Lambda作为一个Baas服务来开发分布式应用，以远远低于常规云主机和云存储

的价格享受各种高性价比的性能分析和安全保证服务，而且可以将数据的价值进行出售，出售数

据的回报有可能远远高于产生数据的成本。

Lambda项目正在探索一种安全高效的去中心化数据共享模型，在这个模型中，Lambda首先从共

享数据集中提取多层元数据信息，通过各共识节点建立域索引，以解决可连接数据集的高效发现

问题。其次，从交易记录格式及共识机制入手，建立基于区块链的数据交易，以实现交易的透明

性及防共谋等舞弊行为；最后，根据数据需求方的计算需求编写计算合约，借助安全多方计算及

差分隐私技术保障数据所有者的计算及输出隐私。这里主要用到的技术包括分布式哈希表和局部

敏感哈希。

软件和微服务 

Lambda团队将在未来的时间把更多的特性引入到Lambda平台，但与其他软件开发人员共同开发

自己的Lambda应用创意至关重要，这种应用的数量和质量是Lambda未来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我们未来提供的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服务，可能会和现有的主流云平台旗鼓相当。对于其他的开

源研发团队来说，通过成为Lambda系统的WorkChain，可以轻松的将自己的开源软件能力向区

块链领域开放。我们将通过Lambda基金会，推动世界的区块链基础设施向前不断发展。

对数据存储和交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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