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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独特的分布式分类帐技术让 Neblio网络变为可能。 这种去中心化

的交易安全存储机制是全球网络数据库技术的未来。 企业级应用通过这

种技术，将比使用传统数据库结构的技术获得更多的优势，包括交易不可
篡改性， 透明度，安全性，可靠性和权力下放等。

不同于传统区块链网
络，下一代区块链网络
如Neblio将会填补这个
巨大的空缺，在企业级
市场简化开发和部署分
布式应用，通过区块链
驱动商业价值。

尽管区块链网络已经日趋成熟，却没有多少应用充分利用了
这项技术，主要是因为难度大，整合成本高以及后期维护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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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

什么是Neblio区块链？

区块链技术——比如Neblio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点对点
网 络，通过交易的形式交换数据。交易存储在一个不可修
改的 分布式账本中。所有的节点在每时每刻都具有一份完
整的账 本拷贝（也就是区块链，由块组成的链）。一个想
要在账本 上记录信息节点会首先在所有节点组成的网络中
广播这个包 含信息的交易。这个节点会编译所有可用的交
易到一个块 中，加入到区块的链中。一旦这个区块被存储
到区块链 中，它和它囊括的所有交易都会变得不可篡
改。意味着交易 不能被任何方式逆转。当账本中的信息需
要被更改，和常见 的数据系统一样，一个新的交易会添加
到账本上。而账本上 的原始数据并不会因此产生变化，在
上一区块中依旧保持完 整和可验证，留存在整个区块链生
命周期中。

建立在由化名中山信雄（Satoshi Nakamoto）所创造
的比特币区块链的基础上，Neblio区块链为商业级和企业级
应用带来了比特币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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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级应用和下一代解决方案

尽管比特币和其他区块链相关技术的媒体报道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也有无

数文章指出每年（尤其是过去5年中！）在区块链领域相关技术都会有革

命性的突破，但在企业级领域却鲜少有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最受益于具备

固有优势的区块链的行业（与传统数据库架构相比）正在等待成熟的工具

集，开发者生态系统和封装平台，以便轻松开发和部署新应用程序，或将

传统应用程序从传统数据库架构中移出到一个区块链网络。

虽然传统的区块链网络已经通过数字化价值传输（加密货币）而获得普

及，但下一代块链解决方案将集中在如何让基础技术可以通过创新来发

展，以支持新的用例。虽然这些下一代解决方案还将支持网络上转移“令

牌”的根本需求从而转移价值，但重点将在于启用新技术和用

例。在Neblio的设计中，使企业和企业开发人员能够利用直观的区块链平

台和开发者生态系统来快速开发和部署利用分布式分类帐技术而不是传统

数据库架构的分散式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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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应用

在区块链的概念上，分布式应用是指在Neblio区块链上访问和存储信息的应用程序。这些应用

程序通常具有存储，处理或显示应用程序数据的“前端”客户端。

例如，想象一下，在iPad上运行的医疗类应用程序。在传统企业的世界中，该应用程序将从位

于医 疗机构的中央数据库存储和检索患者医疗记录。医生可以在病人访问病历时查看和更新

医疗记录。但…

如果这个小诊所是一个大型医疗机构网络，甚至国家级医院网络的一部分，并与其共

享患者信息 ，该怎么办？

我们如何确保数据库中存储的医疗记录在任何地点都能始终保持最新状态，并且不能

被篡改或者遗失？

如果数据库由于灾难或硬件损坏而丢失，该怎么办？

我们有备份吗？即使有，备份是否足够及时，备份是否能够恢复成功？

天灾会造成多长的停机时间？在此期间我们难道必须得取消病人预约而流失收入吗？

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分布式应用程序。同样想象一下类似的应用场景，相比于使用传统的数

据库，应用程序能够在私有的Neblio区块链网络实时访问和存储医疗记录（由于医疗记录私

密性法规）。网络中的每个办公室或医院运行Neblio区块链节点的私有版本，确保存储在分

类帐中的每一条记录在整个网络中每时每刻都准确无误， 不可篡改。节点可能由于灾难或停

机而丢失，但记录都依旧能够保存完好，保持整个网络运行。比如医院办公室现在可以使用单

独的分布式应用程序，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区块中同一数据，一旦远程分支机构的医生添加了患

者信息，就开始处理保险索赔和其他文书工作记录。这只是一个例子，在那些部署

了Neblio区块链的行业中，Neblio系统上分布式应用程序可以提供即时的业务价值，提高效

率并降低成本。

什么是分布式应用

V0.1 by Shawn Cao



7

Neblio是下一代
区块链平台

Neblio 区块链平台是一个开发平

台，旨在简化和加速开发和部署发

布在Neblio 区块链上的分布式应

用程序，以及将来潜在的其他区块

链网络。 在企业和商业领域，开发

难度和开发人员技能不足被认为是

阻止区块链以及发展分布式应用的

主要障碍 。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Neblio平台从

企业分布式应用程序开发的一开始

就构建起来。 一套

RESTful API在几乎所有当今流行

的编程语言中都将允许开发者直观

地与Neblio区块链网络进行交

互，而不必知道区块链复杂的技术

细节。

熟悉使用RESTful API以及传统数

据库进行交互的开发人员会感觉到

在就像在家里开发应用程序，而不

是使用Neblio区块链来访问和存储

信息。

部署一个新的Neblio节点来支持你

的应用程序将会容易得就好像从调

整下开始菜单。

在那些应用程序或一组应用程序可
能需要运行在一个私有的区块链上
的行业中，Neblio的开源性质以及
我们的商业服务意味着私有部署可
以非常快速且没有阻碍。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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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

区块上网络的代币会激励用户保护， 操作网络。在公共区块链网络中，坏人可
以试图攻击或扰乱网络来让自己获得收益。为了努力保护网络免受这种攻
击，网络必须有一种寻求共识的方法。比特币等传统网络使用算力和计算权重
的方法来找到共识，被称为POW。用户通过来计算能力来验证区块链的新
块，并且当网络上的大部分计算能力同意时发现共识，从而防止攻击，获得比
特币作为奖励。于此相对，很多新的区块链网络，包括Neblio使用了POS的共
识模型。POS通过网络用户的代币作为对协商一致的投票来验证新的块并保护
网络。有更多代币的用户得到更多的投票，因为如果对网络的攻击成功，他们
会丢失更多的代币。为了激励用户在这个模型中屯好他们的代币，用户会被给
予奖励，以标记他们的代币和验证新的块。

无论是POW还是POS，代币在公共网络共识模式的运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代币必须具有一定的价值，激励用户参与保护网络。Neblio代币NEBL允

许Neblio用户与其他Neblio用户交换NEBL，同时通过代币奖励来鼓励用户利

用和帮助保护网络。

Roadmap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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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Neblio Tokens（NEBL）不是任何形式的投资
，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司法管辖区用作债券。 NEBL的所有权不承担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权

利。 参与者不应该有期待能对Neblio的管理产生影响。 NEBL令牌只有在Neblio块链网络上
创建，分发和使用分布式应用程序并可在Neblio用户之间传输的意义上才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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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显示出对于简单商用区块
链解决方案的迫切需求，于是
创造Neblio的想法就此诞生

Neblio 对外公开。Neblio代币预销

售开启！结识了顶尖高手，组建了

Neblio 核心研发团队和运营团队

通过使用一系列齐整，开源，且使用各
种语言 （Python , Go, JS, Ruby, .NET, 
JAVA, Node.js）的RESTful接口APIs， 
无论大型还是小型商业机构都能够轻而
易举地在Neblio区块链上部署下一代应
用，这在区块链中前所未见。

除了现有的战略之外，将在企业中
进行市场推广活动，推动Neblio区
块链能够在商业环境获得初步运
用。

为企业级客户实施交付Neblio API 
组件V2版本. 专注点在于帮助我们
的商业伙伴完成设计的需求，来确
保企业级客户的应用能够无缝接入
现有的商务流程之中

Q1
2017

Q3
2017

Q4
2017

Q2
2018

Q4
2018

Q1
2018

Q3
2018

2019

路线图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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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版电子钱包，包括IOS和安卓

版本上线。在这之后还会发布支持 

Rasberry Pi和Docker的钱包

基于用户的反馈以及企业用户客制

化的需求，我们的目标是发布

Neblio API v2 套件。在推动区块

链协议的简单化和商业运用中进行

更大的创新。

迭代创新以及全行业应用，从2017

和2018的成功和失败中总结经验，

我们会重新衡量企业级市场的技术

交付方式，从狭缝市场中脱颖而

出，抓住全球大量的商业机遇，最

终将区块链技术传播到主流商业环

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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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简单化推动企业采用

部署区块链网络，开发分布式应用程序，并将这两个部分整合成一个

可以在内部运行或让客户操作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在企业和商

业世界中采用这种技术的 重要的障碍。通过提供单一的API调用即

可立即部署完整的Neblio节点，开发人员将有一种简单的方式操作

直接连接到全球Neblio网络的本地测试平台;允许分布式应用程序的

快速开发。所有Neblio-API将简单作为 重要的设计。由于API设计

的相似性，习惯于处理传统数据库RESTful接口的企业级应用程序开

发人员将能够创建新的或调整旧的应用程序，从而使用Neblio区块

链存储或访问信息而不需要了解复杂的区块链细节。只要可能，不必

要的区块链和网络细节会被隐藏起来，而API只会展现开发或部署可

扩展分布式应用程序所需的接口。

除了用于配置Neblio节点和与块链交互的API之外，开发人员必须采

用一种简单的方法，以可重复性，可维护性和可靠性的方式对分布式

应用程序和服务进行打包和部署。必要时，Neblio平台会允许分布

式应用程序发现合适的Neblio节点用于与网络通信，以提高性能和

可用性。如果一个合适的节点不存在，应用程序会把自己配置将成

为Neblio节点从而成为网络的一部分。应用程序应该能够监控网络

的健康状况并在某些突发事件导致节点丢失连接或失效时，部署新的

节点以防止网络中断，并维护企业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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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和不可篡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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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eblio网络基础上的区块链技术为运行在网络上的分布式应用提

供了固有的安全优势。由于公共Neblio网络的分散性和Neblio网络

的用户被激励运行Neblio节点并保护网络的证据共识模型，坏人对

网络的攻击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目前使用令牌的钱包数量越

多，网络越安全。在没有大量用户通过屯币保护网络的私

有Neblio网络上，Neblio代币会由创建私有网络的被信任方屯

币。这使得私有的Neblio网络与负责操作它的信任方相当可信，同

时保持网络上块链技术的许多其他固有优点。

与传统数据库架构不同，存储和访问Neblio区块链的信息的分布式

应用程序可以确定该信息在存储之后不会发生更改。这使得在记录

管理，审计和生命周期验证的使用案例中有明显的优点。信息总是

通过添加存储在块链上，而不是修改现有数据。分散式应用程序可

以通过访问信息在 高块高，或查看每一笔交易，来查看 新版本

的信息。

 V0.1 by Shawn Cao



12

可扩展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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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blio网络通过弹性提供了巨大的可扩展性和可靠性，使其非常适合

企业和企业客户运行对日常业务需求至关重要的一级应用。通过分布

式网状网络，Neblio节点连接到全球各地的中继块。每个功能节点始

终包含Neblio块链的完整副本，从而增加分布式应用程序的潜在性

能，因为它们可以选择与 接近或 快的节点进行交互。在全球意义

上的这种可扩展性可以大大提高应用程序性能和响应时间，同时确保

在应用程序运行的任何地方可以访问块链接上的信息。

Neblio网络的全球规模也通过弹性提供了企业级可靠性。节点能够随

意选择加入和离开网络，无论是故意的还是因为断线，都不会损害网

络。与离开网络的节点进行通信的应用程序将简单地开始与另一个节

点进行通信，该节点也具有块链的完整副本。无论应用程序与哪个节

点进行交互，存储或访问信息的结果总是相同的。

V0.1 by Shawn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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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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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在企业和企业领域拥有广泛的用例。 从分布式应用程序管理金融交易的安全记录，
可 追溯到审计目的的不可篡改的账项分析管理安全访问和存储数百万种互联网设备产生的信息
爆炸 的云规模应用程序。 Neblio块链网络有能力通过革新企业在几乎每个行业开发和部署应用
程序的 方式来推动业务价值。

社保记录管理

从健康记录到资金交易，Neblio区块链网络为任

何形式的记录管理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去中心化

的账本。

合法合规和审计追溯

在Neblio区块链上的信息和交易已经被序列化

了，是无法被篡改的。在遇到审计和合规性检查

时，保证了它们的准确性和不可能被改动。

物联网和大数据

Neblio区块链可以提供一种去中心化的方法，为

下一代物联网设备提供通讯和安全授权的功能。

与此同时，也能够完美地保护和存储由它们产生

出来的海量数据。



14

Neblio
区块链

APIs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必须有一种设计的目标。在 
Neblio中，我们的API首先被设计为简单化。 为了推动采
用区块链技术，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以熟悉且易于使用的格
式，提供简化的抽象层API来克服传统块链接API的开发人

员的低效率和常见困难。 熟悉现有RESTful API的开发人员

使用Neblio API 套件以他们选择的语言与Neblio块链网络
进行交互将会感觉到像在家中一样自在。

            语言支持

Neblio API套件将支持几乎所有当今 流行的编程语言，从以下

这些开始：

Python
JS
.NET (C# & VB.NET)
Objective-C

  Java
  Node.Js
  Go
  PHP

简单化的设计理念

V0.1 by Shawn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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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ful 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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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eblio网络上将用于创建分布式应用程序的特定于语言的库将在

下面驻留一个RESTful API层。 可以直接使用原始HTTP请求或通过

特定于语言的库之一调用此API层。 表征状态转移或REST是用于通

过网络提供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的API样式。 REST端点（Neblio节

点）侦听与API对应的适当的HTTP请求，处理API调用，然后执行操

作或将数据返回给调用者。 将RESTful架构集成到Neblio核心节点中

会将 新的现代API架构带入区块链，增强现有服务，生态系统和现

在已经在使用的RESTful API应用程序的互操作性。

         由企业驱动的需求

虽然Neblio API 套件v1的设计已经在进行，而且以简单性，可支

持性和可用性为中心

我们的API套件v2将围绕我们从用户那里获得的反馈和设计要求进

行设计。 我们可以设计或实施满足用户要求的新API。 无论企业用

户还是个人在Neblio网络上启动他们的第一个分布式应用程序，我

们的要求，功能和发布将会由用户驱动，加快进一步创新，简化开

发和部署分布式应用程序。
V0.1 by Shawn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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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blio
商业服务

区块链咨询服务

作为设计，构建，部署和管理块链网
络的专家，Neblio业务服务部将为企
业和企业客户提供咨询服务，以在其
组织内部根据Neblio组块来引导块链

技术的部署。 我们的目标是引导客户

和用户利用Neblio平台背后的技
术，通过效率提高商业价值，降低成
本，取代传统架构。 利用Neblio技术
的架构解决方案将会实现客户业务需
求，使他们在各自行业享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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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blio节点部署和托管

Neblio商业服务将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定制的Neblio节点部署和托管选项。 客户

可能希望在特定配置中部署Neblio节点，例如，在全球的办事处上设立一个节

点。其他客户可能希望在其控制下部署一个Neblio节点，部署在超级公共云

中，如AWS或Azure或Neblio直接托管。 Neblio 商业服务将支持定制节点部署

和托管选项，以满足每个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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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区块链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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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情况，例如上面的医疗应用示例中，私有Neblio块链网络比主要

的公共Neblio网络更适合用户的业务需求。 在这些情况下，客户可

以选择使用完全开源的节点软件和工具来自行部署私有的Neblio网

络，同时调整自己的喜好，或者利用Neblio商业服务构建满足其业务

需求的Neblio网络。 如果区块链上的信息必须为了安全而加密，或

者信息需要以更快的节奏从较小的块中节点到节点进行中继，客户可

以来到我们设计他们需要的私有网络，并提供持续的支持。

V0.1 by Shawn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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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Neblio平台将提供完全开源的API，工具，

和企业所需的服务从而快速开发和部署分布

式应用。通过开发熟悉和易于使用的API抽象层用真正

的可扩展，可靠的分布式应用替换传统数

据库应用程序，是Neblio平台的目标。

区块链技术有潜力彻底改变许多行业的经营方式。

构建解决方案，彻底降低难度，

简化复杂的准入壁垒的区块链技术

给Neblio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来填补

目前市场的缺口。

V0.1 by Shawn 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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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应用程序和服务构建的安全，分布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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