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脑链白皮书 V3.0
深脑链--无限扩容的分布式高性能算力网络
打造 5G+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时代的算力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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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脑链: 分布式高性能算力网络

摘要
随着 GPU 算力、大数据、物联网、传感器等领域过去几年的指数级发展，人工智能开始爆发威力，
如人脸识别、语音交互技术已经开始融入我们的生活。在 2012 年到 2016 年的四年间，仅人工智能创业公
司，全世界增加了 5154 家，总融资金额达到 224 亿美金，并且非常多的中大型公司都成立了人工智能部
门，整个社会在人工智能里面的投入超过了 1000 亿美金。可以说经过了历史上的几次潮起潮落，人工智
能时代已经来临！过去几年里，深脑链核心团队一直深耕人工智能前沿领域，我们在做人工智能产品的时
候意识到，很多人工智能企业融资额近 10%到 30%，都会被投入其计算能力的建设，这些主要是高计算性
能硬件的采购及维护，这成为企业沉重的负担，制约了技术研发投入。有没有一种好的方法来彻底解决这
个痛点，让人工智能企业更轻快地推进技术革命呢？深脑链应运而生。深脑链是全球首创且唯一的，由区
块链技术驱动的人工智能计算平台。部署应用到深脑链平台，人工智能企业可以降低 70%的硬件成本。此
外，企业在提交运算训练需求之后，不会与数据发生接触，在平台的算法中是通过智能合约固定下来，不
可更改，有效地为企业规避了应用数据时可能潜在的隐私风险。

愿景
深脑链愿景：打造 5G+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时代的算力基础设施，旨在为各行各业提
供一个高性价比、低延迟、高密度、广覆盖、弹性、安全可以无限扩容的分布式高
性能算力网络；
1.深脑链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让全球的闲置高性能 GPU 计算资源自由的加入到 DBC 网络中，并且没有
任何地域空间的限制，可以实现无限扩容，从而达到闲置资源再利用，降低计算成本，另一方面 DBC 网络
会给 GPU 计算资源贡献者提供 DBC 代币奖励，从而增加算力提供者的收入，相当于算力补贴。所以 DBC 网
络中的 GPU 性价比非常高，是传统云计算的租金 70%不到。
2. 当云游戏、元宇宙等产品要达到低延迟的用户体验，用户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快速交互，这就要求计
算节点需要在 10ms 时间进行响应，这就要求计算节点和用户的距离最好在 100 公里范围内，这个恰恰就
是 DBC 的优势，DBC 网络通过遍布全球的节点可以给用户提供就近计算。另外这些产品覆盖全球各个角
落，必然要在全球各个城市有计算节点才能满足用户需求，而 DBC 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让任何地理位置
的计算节点都可以自由加入进来，从而打造一个遍布全球的高密度和广覆盖算力网络。
3. 深脑链海量的 GPU 计算节点可以根据用户产品计算量进行动态调整，从而满足用户产品的弹性计算

要求。
4.人工智能威胁一直是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斯之剑，各种科幻电影抛出人工智能威胁人类生存的画
面。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狂人企业家马斯克都曾发出人工智能威胁论的言辞。虽然从技术角度来说人工智
能威胁人类还需要很多年技术的发展，但是如果能够从很早期就建立起技术规范，对人类发展的益处只会
更大。我们认为智能合约很可能是解决未来人工智能威胁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我们在深脑链中将会不断探
索通过智能合约去约束人工智能的某些超常行为，为未来潜在的人工智能威胁做好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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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简介
1.1 人工智能企业面临的问题
1.人工智能产品需要进行通过神经网络计算来训练模型，而数据模型训练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计算资
源，人工智能产品想要达到更好的产品指标，除了算法，就是需要海量的数据来进行训练，但是越多的数
据，在同等计算资源的情况下，意味着更长时间的训练，比如超过一周甚至一个月到几个月是时间。如果训
练过程中有参数不正确，需要反复地进行训练，训练时间太长，对于企业产品迭代更新是极其不利的，很可
能在行业竞争中失败。从而导致很多厂商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购置 GPU、FPGA 等硬件资源，如直接推升
了人工智能芯片提供商英伟达的股价快速上升。而对于大部分中小型企业来说，超过百万以上的资金投入，
对企业来说都是巨大的负担。
2.人工产品上线过后仍然需要通过神经网络计算来进行解码，用户量越大需要的计算量越大，成本会越
高，并且用户在不同时间周期中访问频率也会有所变化，一次性购买大量的计算资源，必然会出现很多时候
资源闲置浪费。
3.人工智能三要素是算力、算法、数据，其中数据量是影响人工智能产品指标的很重要因素，做人工智
能产品的公司需要不断通过对低质量的数据进行人工标注处理或者直接购买高质量的数据，但是很多数据不
但涉及到用户隐私，同时对于数据提供方来说也希望数据具有不可复制性，仅仅出售数据使用权，不出售拥
有权，但是这一点目前几乎无法做到。因为数据接收方接触不到数据，也就无法将数据进行训练。

1.2 简述深脑链
基于区块链技术，我们开发了一套分布式的、低成本的、隐私的高性能算力网络，并提供完善的周边
产品。深脑链的高性能计算节点可以为多个行业提供高性能算力，其中包含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云游
戏、图形渲染、区块链零知识计算、ETH2.0 POS 计算节点等等。深脑链中高性能计算节点，可由多种形态
组成，包含大型 GPU 或者 FPGA 服务器集群运行的全功能节点（永久节点）、中小型企业闲散的空余
GPU 服务器计算节点以及个人闲置 GPU 计算节点。深脑链中的算力节点收入来源主要由支付租金费用和
代币奖励组成。其中租金费用是厂商购买基础的计算资源需要支付的费用，奖励的代币是系统根据深脑链
代币奖励算法所奖励的代币。深脑链基于智能合约进行交易，其交易代币是深脑币，并根据智能合约设计
的奖励系统对算力节点进行激励。深脑币在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同时，也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能从中
获取回报，从而达到厂商低成本获取到计算能力的目的。我们坚信深脑链将成为 5G+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时
代的基础平台之一。它将能自动承载海量 5G+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时代的底层计算需求，推动整个人类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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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深脑链的设计理念
2.1 深脑链的设计思考
2016 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将区块链应用人工智能领域，以解决人工智能厂商面临的痛点。2017 年 8
月我们发布了深脑链的白皮书草稿，与区块链社区爱好者们共同研究解决有关区块链的人工智能问题，构建
区块链驱动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计算平台。2020 年 10 月，我们将服务从人工智能领域扩展到云游戏、视觉渲
染、区块链计算的领域。
对于深脑链的设计我们思考如下原则：
1. 扩展原则：深脑链每一个模块应该是松耦合的，很容易添加新的模块进来，每个模块本身更新不应
该需要其他模块接口的变化。
2. 伸缩原则：深脑链的客户产品用户访问是波动的，如果大量用户访问到一个节点的时候，必然会带
来节点的服务崩溃，所以节点的容器本身应该可以自动化部署，当用户请求出现压力的时候可以快速的实现
横向扩展。
3. 隐私原则：深脑链生态的各方参与者，算力节点、人工智能厂商、数据提供者等可以得到隐私保
护，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性开放。

2.2 深脑链设计要解决的问题
1.低成本：深脑链设计之初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人工智能厂商硬件投入高成本问题，通过深脑链独特的
模式，每个算力节点的收入由在线奖励和租金两部分组成。到 2021 年，随着深脑链产品的不断完善，目前
除了能够帮助人工智能企业节省大量成本，同时也帮助云游戏领域、视觉渲染、区块链零知识证明计算等领
域节省大量计算成本
2.神经网络运算性能优化:深脑链服务人工智能厂商，当前人工智能产品都是以深度神经网络为核心算法
为基础进行开发的，深脑链在 CUDA GPU 之上进行运算优化，并对接目前主流的深度学习框架如：
TensorFlow、Caffe、CNTK 等等。
3.高并发：人工智能厂商的用户是海量的，深脑链需要做到可以支持海量用户的高性能运算，通过独特
的负载均衡技术实现每一个节点虚拟机相互配合分摊并发压力。
4.低延迟：除了训练神经网络时间可以很长，所有的线上用户请求必须是毫秒级响应，这就要求深脑链
的每个模块都是能够快速响应的，占用资源尽可能少。
5.隐私保护：要能够保护生态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隐私，让参与者可以自由决定信息开发程度。我们要通
过加密算法和分离机制来保证。
6.弹性供给：人工智能厂商的用户请求并不是均匀的，很可能会出现高峰期的时候是平常的数十倍，这
就需要能够对突发流量进行有效的应对，这就需要通过弹性扩容技术，做到虚拟机可以自动化部署，在流量
高峰的时候快速复制部署到多个空闲节点。
7.自动化运维：当某个节点虚拟机出现故障的时候应该能够及时报警提醒，并且将故障节点移除，同时
增加一个正常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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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打造围绕深脑链的生态
深脑链实现了以 GPU 为核心的高性能计算的去中心化供给，深脑链专注于 5G+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时代的
IaaS 层，所有需要高性能算力的 PAAS 和 SAAS 层服务都可以通过自由的方式运行在深脑链之上。

第三章 深脑链平台
3.1 基于 Substrate
波卡 Substrate 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的、开源的、公共维护的底层区块链系统。并且支持非常方
便发行主链机制，波卡社区非常活跃且基金会运转良好，深脑链基金会基于 Substrate 来发行深脑链，并基
于 substrate 生态开发智能合约。
深脑链团队将 DBC 通过统一的方式在区块链上进行应用登记，确保资产一旦通过智能合约被确认后，
所有数据公开、透明、不可篡改。所以 DBC 进行共享资产交易的是完全可靠的数据，不会出现虚假资产、
交易的情况。

3.2 深脑链架构
3.2.1 整体架构
深脑链的网络节点可以是大型算力节点，比如大型算池，也可以是中型的算力节点或者利用 Azure、阿
里云进行提供算力，也可以是普通家用高性能电脑，但是需要有独立 IP，并保持电和网络的稳定。算工只
需要安装深脑链算力软件及基础人工智能运行环境，即可成为一个节点参与算力奖励赚取 DBC。有算力需
求的用户直接通过链上查询并租用满足自己需求的 GPU 服务器，当深脑链全网 GPU 数量低于 5000 卡时，用
户租用支付的 DBC 租金是全部进入机器提供者的钱包中，当深脑链全网 GPU 数量大于等于 5000 卡时，用户
租用支付的 DBC 租金将会全部 100%自动销毁，从而致使 DBC 数量发生通缩，提升 DBC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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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算力节点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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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4.1.1 共识机制和收益

深脑链奖励规则
4.1 在线奖励

1. DBC 共识机制是 DPOS；
2. DBC 算力入网收益分成两个部分，包括超级节点收益和算力节点收益；
3. 超级节点收益是通过记账获得出块奖励，持有 DBC 的人可以通过自己当选节点或者投票超级节点获
得收益；
4. 算力节点收益是算工（算力供给者）通过贡献算力获得节点收益，算力节点收益是根据全网算力占
比进行分配，机器算力用算力值表示；

4.1.2 DBC 产出规则
1. 自主网上线起，前三年每年奖励产出 5 亿枚，其中超级节点收益产出 1 亿枚，算力节点收益产出 4
亿枚；之后 5 年每年奖励合计产生 2.5 亿枚，其中超级节点收益产生 0.5 亿枚，算力节点收益产生 2 亿枚；
以后每 5 年全网总产出降低一半，以此类推；
2. 全年 DBC 超级节点收益平均到每天分红，每个节点收益均等，奖励当天释放；
3. 算力节点收益当天释放 25%，剩余分 150 天平均释放；

4.1.3 DBC 超级节点竞选说明
1. DBC 全网有 21 个初始超级节点，以后每个季度最多增加 10 个；节点竞选排名规则是，自有持币+社
区投票支持总持币数综合排名，每 24 个小时重新竞选一次；
2. 主网上线后，任何人持有 DBC 都可以参与投票，获取 DBC 奖励，每个超级节点在选举初期会设置自
身的奖励比例，以及分配支持者的奖励比例；
3. 比如设置为 10%，如果某个超级节点总奖励是 100 万 DBC，则首先超级节点运营者可以获得 10 万
DBC，剩下的 DBC 根据超级节点运营者和支持者质押的 DBC 比例进行分配； 比如超级节点运营者质押 7000
万 DBC，支持者质押 2000 万 DBC，则按照 7:2 进行分配，分别是 70 万 DBC 和 20 万 DBC；

4.1.4 超级节点部署文档
超级节点部署文档：
https://github.com/DeepBrainChain/DeepBrainChainMainChain/blob/master/docs/join_dbc_network.md
DBC 持有者投票文档：
https://github.com/DeepBrainChain/DeepBrainChainMainChain/blob/master/docs/staking_dbc_and_voting.md
主网查看节点状态：
https://telemetry.polkadot.io/#list/DBC%20Ma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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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算力节点收益说明
质押规则：算工主要收入来自在线奖励的 DBC 和出租 GPU 算力。如果算工想要获得在线奖励 DBC，需要
对应每一个 GPU 质押 DBC,全网 1 万卡以内，每张卡质押 10 万 dbc，超过 1 万卡，每卡质押 dbc 数量为：10
万*10000/n，n 表示第几张卡，如果全网卡数是 2 万，则 n=20000。每张显卡入网需要质押至少 365 天；
当机器在线超过 365 天后，且没有用户使用超过 10 天，可以退出质押停止算力供给，3 天内释放质押 DBC，
且之前获得的奖励继续线性释放；
1. DBC 节点收益根据算力供给者在 DBC 全网算力值中的占比进行等比例分配；
2. 影响 DBC 节点收益的 4 要素：GPU 算力值、GPU 在线数量、单个 DBC 钱包下的 GPU 在线数量、GPU 租
用状态；
算力值计算模型如下：整机算力值=50*√（显卡卡数）+内存/3.5+(√(cudacore 数量)*√（显存
/10））*显卡数量

4.1.6 奖励计算规则
影响算工 DBC 奖励的几个因素：
服务器设备的整机算力值
拥有的 GPU 数量
单个钱包拥有的 GPU 数量，单个钱包每多拥有一个 GPU，所有机器点数增加 0.01%，一直到增加 10%为
止
GPU 是否被租用，被租用的 GPU 算力值增加 30%
算工每日获得的奖励=算工拥有的算力值占全网算力值的比例*111 万 DBC，其中 25%立马获得，75%释放
150 天，每天释放 0.5%

4.1.7 DBC 销毁规则
用户通过 DBC 算力网络租用算力支付的租金 100%用来销毁，最终全网销毁至 1 亿个 DBC
租金说明：以 3080ti 为例，租金约等于 1000 元/卡/月，销毁模型如下：
DBC 网络
机器数量（GPU）
DBC 质押数量
租金
（元/月）
DBC

1W 卡

2W 卡

5W 卡

10W 卡

10 亿个

20 亿个

<50 亿个

<100 亿个

1000w

2000w

5000w

1亿

DBC 价格

0.1 元

0.05 元

0.01 元

0.1 元

0.1 元

0.1 元

每个月

1 亿个

2 亿个

10 亿个

2 亿个

5 亿个

10 亿个

每年

12 亿个

<60 亿个

<100 亿个

24 亿个

<60 亿个

<120 亿个

22 亿个

<70 亿个

<110 亿个

<44 亿个

<110 亿个

<220 亿

销毁数
量

质押+销毁
合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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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表格模型中，是按照固定币价计算的结果，实际上在质押和销毁的过程中，数量是会随着 DBC 价格
变化而变化的，DBC 价格上升，质押和销毁的整体数量有所减少，DBC 价格下降，质押和销毁的整体数量有
所增加；
DBC 总共 100 亿枚，也就是说实际在质押和销毁的过程中，总数量是不可能超过流通量的，会有一个阈
值；

4.2 用户付费机制
按照 GPU 的数量、单个 GPU CudaCore 的数量、单个 GPU 显存大小，以及机器内存大小来计算来计算算
力值，每个算力值每月租金收益 0.8468 美金，支付的费用不会随着 DBC 的升值成比例增加，它以支付时的
法币汇率为参考值，是保持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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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深脑链底层区块链
深脑链作为分布式高性能计算网络，本质上是构建 5G+AI 时代的基础设施。
底层区块链，具备如下特点：
1、底层采用 Matrix 平台，采用 Topic 订阅+Event 驱动+processor 的软件架构，通过高性能异步架
构，支持高性能表现。
2、多链由主链+工作链组成。主链包含所有工作链的 schema 定义，工作链数量不受限制；工作链由
sharding blockchain 组成，支持无限分片。
3、区块数据基于 shema 定义，区块大小支持弹性定义，块数据支持压缩存储；
4、深脑链的通讯传输，采用自编码压缩协议或者加密传输协议，减少网络带宽，并且同一链路的不同
消息包的编解码协议可以协商，提升传输的安全性；
5、立体网络：在对等 P2P 网络基础上，建立层叠网络，加速消息传播；SN 节点具备地域分散性，网
络拓扑动态调整，提升整个网络的鲁棒性，抵御 DDOS 攻击，降低安全风险；
6、网络共识机制，采用 DPOS 共识机制，将用户权益、用户网络贡献结合起来进行评估，采用分层流
水处理，存储、共识、验证流水化分层处理，提升整个网络的系统伸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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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DBC 网络架构
解决区块链可扩容性的主流方案，主要分为两种：垂直扩容、水平扩容。典型的垂直扩容方案，包
括：优化共识算法，大区块存储、提升系统性能，例如：区块扩容、EOS DPOS、VRF+POS+PBFT；典型的水
平扩容，包括：闪电网络、多链架构、分片架构，都是为了解决区块链的可扩展性和可伸缩性问题。
区块链 4.0 ，需要构建大规模去中心化网络之上的高性能分布式商业系统，重点在商业落地。任何单
一的技术点改进，都无法彻底解决整体的可扩容性问题。任何区块链的总体架构设计，均需要考虑四点要
素：P2P 网络架构、底层存储架构、计算/共识架构、商业流程设计。此外，在区块链世界里，去中心化、
可扩展性、安全性，这三个设计属性，最多只能三选其二，所有的可扩容性设计都基于该原则。
DeepBrainChain 采用多链的架构，有利于提升整个网络性能的伸缩性，利用多链的隔离性，对 DAPP
数据进行安全隔离，随着多链的并行执行，系统的性能能够得到线性增长；但是，多链架构下的单链，仍
然存在性能瓶颈上限，于是通过分片的技术架构，有利于进一步单一区块链的性能，使得进一步水平扩
容；在多链之间引入跨链 router、跨链中继层，支持同构子链与异构侧链的中继，通过子链/侧链与主链
之间进行锚定，能够将多链之间进行联通，建立无限伸缩的区块链架构。
以下是 DeepBrainChain 的多链网络架构：

1.整个网络架构分为主链（DeepBrainChain）+中继节点（Relay Nodes）+工作子链（Worker Chain）| 侧
链（Side Chain）；
2.DeepBrainChain 作为主链，负责所有工作子链 | 侧链的转发；
3.中继层节点，负责连接主链与工作子链 | 侧链；
4.工作子链 | 侧链，负责各自独立的业务应用和商业需求，通过中继节点与主链、工作子链 | 侧链实现
双向锚定和转换。

4.4.2 DBC 可扩容性分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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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片 sharding 的目的，主要用于提升单一区块链的性能和整个网络可扩展性。每个 shard 并行处理不
同子集的交易，达成片内共识，使得交易能够并行执行。
DBC 的分片架构，采用主分片 main network + 可编程虚拟分片架构 vShard。
关键设计要点：
1. 完整的分片架构，包括三部分：网络分片、计算分片（交易/共识）、存储分片（状态分片）。
 首先，我们将网络中的节点按照分片规则划分为不同的虚拟分片（也即：分群）;此处需要保证分片
内网络的连通性和分片内节点与 main network 之间的网络连通性；分片内的交易仅在分片内传
播，以减少带宽消耗；
 其次，所有需要参与共识的节点，需要缴纳保证金，注册到智能合约；我们根据分片规则可以将共
识节点进行 sharding，不同分片内发生的交易由对应 shard 的共识节点进行打包、验证；随着不同
分片交易在不同分片之间并行验证，共识性能能够得到线性扩展；
 如果全网的节点，均全量存储账本数据，随着网络性能的增加，假设全网性能 100 万 TPS，单一节点
每天存储的账本数据空间>20TB，单一节点存储全量账本必然不可行，DBC 将存储层和计算层分离，
账本存储由 Ledger File System 进行存储，由整个 DBC 网络共同维护账本数据。
2. 可编程虚拟分片 vShard
 P2P 网络的每个节点都具备独立的 Peer ID，相互之间组成非结构化、结构化的 P2P 网络；
 根据不同的业务需求，在 P2P 物理网络基础之上，通过智能合约，将网络节点进行虚拟分片；每个
节点根据可编程的智能合约，计算出该节点的 vShard ID，归属同一 vShard ID 的节点组成逻辑独
立的网络分片；
 每个网络分片在物理上源自统一的 P2P 网络；在逻辑上又是隔离的，逻辑上的独立性满足了网络的
可扩展性设计；每个独立的 P2P 网络节点，逻辑上可以从属于多个虚拟分片；
 分片节点间，需要建立网络连接，形成区域自治分片网络 sharding network；
 分片是动态的、弹性的，网络可以弹性地增加分片 sharding；
 主网仍然可以建立非结构化、结构化的 P2P 网络。
3. 钱包地址账户设计
 钱包地址作为账户，分为主账户和分片子账户，分片账户的地址为主账户地址+vShardID；类似银行账
户，单一用户为特定的账户实体，每个账户实体可以拥有多个银行卡子账户；子账户之间，可以灵活地

随时转账；
 用户通过唯一的私钥，可以控制主账户和所有的分片子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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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共识）分片设计
 共识节点：分为全局共识节点、分片内共识节点；全局共识节点，负责 main network 全局共识；分
片内共识节点，负责分片内部的共识；
 共识可以采用插件化机制，不同分片可以支持不同的共识机制；
 分布式随机生成协议：随机协议需要具备公正无偏性、不可预测性、第三方可验证性和可扩展性；
 主分片共识节点，按照 VRF 算法进行分片，随机负责不同分片的共识；不同分片 sharding 的共识节
点，负责不同的分片 sharding 的交易；
 见证节点选择：从分片共识节点池中，随机选择出来，作为实际参与共识的节点；
 共识节点，周期性进行选举，避免恶意攻击；
 每个分片的共识节点，可以弹性地增加分片共识节点个数；
5. 交易分片
 交易分为分片内交易和跨分片交易：
分片交易地址为交易地址+vShard ID；交易的发送方地址与接收方地址均属于相同的分片，则为片内交
易；交易的发送方地址与接收方地址均属于不同的分片，则为跨分片交易；
 分片内交易：交易仅在 vShard 分片内传播，由分片共识节点进行打包验证；
 跨分片交易：由主分片共识节点进行打包验证；

6. 存储分片（状态分片）
 最简单的就是，单一节点保存全量账本数据，但是必然遇到可扩展性问题和性能问题；在海量性能
压力下，普通节点无法承受海量的带宽压力和存储容量压力，必然退化为 Light 节点；
 单分片 Light 节点 - 存储和验证归属分片的分片账本的块头，从去中心化账本文件系统获取账本数
据进行验证；
 单分片完整节点 –完全下载归属分片的账本数据，完全验证分片的内容；
 全链完整节点 –完全下载所有分片的账本数据，完全验证所有分片的内容；
 去中心化账本文件系统：账本数据分离到去中心化分布式文件系统，由分布式存储层提供数据访问
和验证机制；
7. 安全性考虑
1/N 单一分片接管攻击，交叉碎片传染的风险，攻击者从其他不同分片同时发送跨分片交易到分片 X，
欺诈检测，验证节点联合作恶，双花攻击，双花攻击，Eclipse 攻击等。
8. 去中心化考虑
共识节点加入基于 AI 的 VRF 机制，保证共识节点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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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DBC 代币
5.1 代币发行
DBC 的发行总量为 100 亿个，其中算力奖励产生 40%

5.2 代币分配方案

用途

比例

数量

15%

15 亿 DBC

17.35%

17.35 亿 DBC

10%

10 亿 DBC

主网上线前算工奖励

10%

10 亿 DBC

深脑链理事会

7.65%

7.65 亿 DBC

算力生成

40%

40 亿 DBC

早期发售
深脑链基金会
与生态系统
创始团队

备注
面向专业投资人或人工智能
厂商众售深脑链生态服务使用权
上交易市场后第一个月解锁 10%，
前 4 年每年解锁 2.5 亿，第 5 年即 2022 年
开始每年解锁 0.49 亿，15 年解锁完成
上交易市场后其中 10%锁定 1 个月，
剩余每年解锁 10%，总共锁定 10 年。
用于激励算工在主网上线前加入 GPU 到
深脑链中
2022 年开始每年解锁 0.51 亿 dbc，15 年解
锁完成
前 3 年每年算力奖励产生 5 亿枚 DBC，然
后 5 年每年算力奖励产生 2.5 亿枚 DBC
以后每 5 年所得降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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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历程及计划
深脑链: 区块链驱动的人工智能计算平台

时间轴

事件/里程碑

2017 年 8 月

1. 深脑链白皮书 1.0 版本发布；

2017 年 9 月

1. 受邀参加北京举办的中国 AI 30 人闭门论坛暨解读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的通知》内部研讨会；
2. 受邀参加“数字资产峰会”。

2017 年 Q4

1. 10 月受邀预计参加“首届全球金融科技与区块链中国峰会 2017”；
2. 基于 NEO 合约深脑链第一阶段研发完成，并发放代币；
3. 支持充提币，DBC 资产在第三方交易所上线；
4. 项目季度关键信息披露；
5. 深脑链推广、厂商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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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轴

事件/里程碑
完成底层框架和核心组件开发，完成 DBC AI 测试网络的开发工作，搭建内部
测试环境；
支持内部 AI 测试用户提交 AI 训练需求到 DBC AI 测试网络，通过 DBC AI 测试
网络完成训练任务；

2018 年 Q1

DeepBrain Chain 官网社区任务众包系统开发；
结束第一轮全球 meetup （都柏林、汉堡、阿姆斯特丹、旧金山）；

完成 AI 用户管理、群组管理、角色管理、权限管理的开发工作；
完成 DBC AI 测试网络与区块链系统的集成与开发工作；
完成 DBC 内部网络环境的搭建和测试；
2018 年 Q2

6 月 30 日 天网测试网上线；
建立硅谷研发中心；

进一步完善和测试区块链网络，启动关键用户的网络内测；
支持多种深度学习引擎的集成与部署；
支持模型算法发布和选择已发布的模型算法，打包数据后发布训练／测试任务；
支持 DBC 网络的监控和统计分析；
支持 AI 用户在 DBC 网络进行 AI 计算；
支持 DBC 网络安全性需求；
2018 年 Q3

8 月 8 日 天网正式网上线，DBC 可以用来购买 GPU 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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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轴

事件/里程碑
进一步完善和测试区块链网络，启动网络公测；
进一步支持多种深度学习引擎的集成与部署；

2018 年 Q4

支持 AI 用户对于任务执行的评分；
支持 API 开放给第三方用户；
进一步完善 DBC 网络安全；

进一步完善和测试区块链网络，根据用户反馈和社区需求进行修改；
2019 年 Q1

支持 AI 数据交易和评价；
支持 AI 数据加密和隐私保护；
完成 GPU 隔离功能;
设计开发新的 dbc 消息加密功能，重构 dbc 消息签名功能;
使用 ECDH 算法产生一次性的 share secret，然后使用 share secret 对日志消息进
行 CBC-AES 加密传输;

2019 年 Q2

整合 dbc 消息加密和 dbc 消息签名。
设计开发并完成训练任务的 offline 认证，解决在 auth WEB 失效的情况下矿机会被
无偿使用的问题；
设计优化 dbc matrix 协议，增加 enable_fast_forward 选项；

支持可选参数的透明转发，目前的 dbc 中间节点在转发消息的时候会丢弃它无法识
别的字段；
支持未知类型消息的透明转发；
2019 年 Q3

重構 dbc 源代碼，準備开源文檔；
补充 restful API 的内部设计文档

2019 年 Q4

提供创建 GPU Server 的标准模版，对应如下场景：
(a) GPU Server 使用 Computing Node 自带的公网 IP
(b) GPU Server 使用 ngrok proxy
- 优化 GPU Server 创建：
通过如下手段将 GPU Server 的创建耗时从若干分钟减少到几十秒：
(a) 将 2.2 中提到的标准模版的启动代码安装到 computing node，并拷贝到每个
GPU Server
(b) 使用标准模版将跳过 IPFS 安装，启动和代码下载
开发完成了容器的内存管理、CPU 管理、硬盘管理功能
完成了容器的 GPU 增加和卸载功能

GPU 容器和 CPU 容器功能正式上线；
上线了添加机器自动验证功能，算工添加机器后，系统会自动验证机器的可用性，
验证通过可自动上线，从深脑链支付网络到 AI 算力网络再到云平台整个环节无需任
何人工干预全自动验证；
2020 年 Q1

上线了支持 TensorFlow2.0 的容器镜像，用户无需自己安装 TensorFlow2.0，就可以
直接使用；
私人网盘功能正式上线，方便了大部分小白用户上传文件到 GPU 服务器；
上线了支持药物分子动力学模拟的镜像，方便广大药物研发工作者使用 GPU 算力；

新增 tensorboard 支持，方便 AI 用户在训练的时候可视化；
添加了矿机上线 SSH 验证机制；
云平台服务器做了安全加固，防止数据丢失；
上线了 GPU 机器分类机制，根据内存空间和硬盘空间对机器进行分类；
完善了机器出租通知信息显示，便于算工方便的查看机器收益；
添加了支付校验机制，防止网络问题导致的支付失败；
开发完成镜像自动获取，制作了新版本的镜像；
2020 年 Q2

添加了对 CPU 容器 CPU 核数绝对值的限制，防止浪费自己资源；
完善机器上线和下架机制；
添加了硬盘满重启限制，硬盘空间不足提示机制；
改进了 GPU 容器和 CPU 容器的切换机制，不再依赖于容器中的数据大小，极大的提
升了使用体验。原先 100g 数据需要 1 小时启动容器，新版本只需要 3 分钟即可以完
成；
分布式算力网络层添加脚本启动机制；
制作了新版本的镜像，统一了 python 执行环境，统一了 jupyter 和私人网盘文件目
录；

增加了 GPU 容器和 CPU 容器切换失败的情况下自动恢复机制；
增加了 jupyter、私人网盘 ngrok 的断连自动恢复机制；
增加了 ssh、jupyter、私人网盘进程异常终止的自动恢复机制；
2020 年 Q3

开发制作了全新的 tersorflow2.1、tersorflow2.0、tensorflow1.14、
pytorch1.2、pytorch1.4、pytorch1.5、mxnet1.5、mxnet1.6 的镜像；
对深度学习镜像进行了全新升级，删除了大量的垃圾内容，镜像更加轻量级；
增加了 mxnet1.5、mxnet1.6、tensorflow2.1、pytorch1.5、最新分子动力学环境支
持；
每个镜像增加了对应版本的 ipykernel 内核，方便 jupyter 使用；

自动激活镜像对应版本的虚拟环境，使用更加方便；
统一虚拟环境的 jupyter 和终端访问下的 python 版本；
镜像 Ubuntu 版本升级到 18.04 版本；
镜像预装了 opencv 编译版本，极大地提升了 opencv 的使用体验；
增加了 docker 自动检测和重启功能；
添加了详细的服务器使用文档和帮助文档；
优化了 AI 计算网络的响应机制；
对深度学习镜像和 DBC 网络进行了升级，镜像预装了 opencv 编译版本，极大地提升
了 opencv 的使用体验；
添加了 pip 默认下载源为清华源；
优化了 AI 计算网络的响应机制；
默认添加了 cuda9 的支持；
增加了 filecoin snark 计算镜像，支持 API 接口访问进行 filecoin seal 的 c1 和
c2 的计算支持；
增加了对 Filecoin snark GPU 计算的支持：

增加了包月、包季、包年的折扣功能；
增加了支持整租功能；
增加了 AI 推理区，租用此区域的机器，可以使用额外开放的端口；
网站界面布局重新改版，分类更加清晰；
增加了 DBC 超级节点租用功能，想要参与 DBC 超级节点，无需自己购买机器，只需
要质押一定数量的 DBC 就可以租用 DBC 网络里面的机器，参与节点出块；
增加了质押功能，想要进入高稳定 AI 训练区，需要机器至少稳定运行 144 小时，并
且质押 DBC；
增加了上架机器和下架机器功能；
2020 年 Q4

优化了 GPU 加速算法；
优化了云平台钱包，增加了 gas 功能；
研究隐私计算和 DBC 网络的结合；
优化了 DBC 网络的节点动态扩展功能；
升级了支持 deepshare 课程和 paper 的深度学习镜像；
为了应对 DBC 网络中的机器持续增多，进一步优化 DBC 节点动态扩展功能；
上线 AIM 机器，现在所有机器已经全部上线，可以随时交付给 AIM 买家；
进一步优化 DBC 网络节点消息转发功能；
针对云游戏和渲染用户的需求，开发基于 GPU 虚拟机的调度引擎；
正在修改基于 substrate 的网页钱包；

支持上线了将近 30 家基于深脑链的 GPU 云平台
2021 年 Q1

2021 年 Q2
2021 年 Q3
2021 年 Q4

2022 年-2025 年
2025 年-2035 年

DBC 主网公测阶段一启动
开发计算节点在线奖励合约
开发计算节点租用及销毁合约
DBC 主网公测阶段二启动
计算节点在线奖励合约测试阶段一
DBC 主网正式上线、启动代币交换 DBC
计算节点在线奖励合约正式上线
计算节点租用及销毁合约正式上线，银河竞赛启动，DBC 开始进入通缩时代
升级完善智能合约
支持 AI 训练和推理、云游戏、图形渲染、ETH2.0 等等多场景客户高级定制需求
深脑链全网 GPU 规模超过 50 万张，成为全球最大的分布式高性能算力网络
深脑链全网 GPU 规模超过 5000 万张，成为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时代不可或缺的算力基
础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