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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区块链的开发是一种不必要的麻烦，部分原因是这项技术究竟会有多么新颖，而且目前也
存在对数据区块链如何被使用的现状所施加的特定限制。在这份白皮书中，我们讨论了目前数
据区块链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引入Lamden：这是一款包
含数据区块链生成器、社区协作工具和创造大量数据区块链应用网络使其能在这些网络之间
转移任何资产的独立区块链-区块链通信开发工具软件包。

关键词：去中心化、加密货币、分布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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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在过去几年，我们已经看到数据区块链技术不断涌入市场。这些技术被吹捧为终结中心化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手段。但是，这些数据区块
链依靠的是有瑕疵的系统，这些系统没有考虑到将上述技术应用到当前的基础架构中。结果数据区块链技术被从主流金融系统中隔离，
因此这讽刺性地阻碍了实现它的最终目标。
Lamden方案致力于创造能够让数据区块链技术被大量采纳以让基础架构可以彻底改变市场系统并引发业内求实创新的软件开发工具。
在此白皮书中阐述的是我们对市场当前状态的评论以及我们如何提升这些空间。

当前数据区块链实施的问题
数据区块链的体系结构有很多根本性的瑕疵，阻碍了它成为主流技术。这些瑕疵同时存在于用户端和开发者/服务提供商。如下阐述的是
我们利用此方案对当前数据区块链实施的改进领域。

交易费
首先，让我们从终端用户的角度看一下交易费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加密货币领域成功的关键是比特币在国际市场被大量采纳。按照撰写
这篇白皮书时间的情况来看，比特币交易的平均交易费用大约是6%。相比中心化的系统如PayPal、Mastercard和Visa，比特币实际大约
要贵2倍。
应该注意到加密货币的基本面是为什么用户对此差异感到合理的原因。去中心化的所有权本质比额外的费用更重要。但从宏观经济规模
的角度来看，成本效应比基本面的诱惑更为重要。

“但Ethereum又怎样？它们的交易费只有0.3%！”

然而这却是事实，Ethereum区块链不是作为像比特币那样的价值转移网络而设计的，但却是实现不可靠和去中心化的软件系统的智能
合约网络。我们必须记住用户相反却为出现在数据区块链上的交易金额而付款且这些交易的金额继续随着越来越多智能合约的部署而
增加。Ethereum的一个主要卖点是添加像在其他软件开发包中的架构那样运行的“程式库”的智能合约的能力，它们会自动运行并处理请
求，所以用户无需反复地重写它们。因此，随着更多复杂智能合约被创建和更多程式库被集成，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测与主要Ethereum数
据区块链交互的成本。这种在运行上向开发者收取费用的机制阻碍了创新和Ethereum拥有长期成功需要的复杂智能合约系统。

表1：不同支付服务和它们的交易费。

Bitcoin 1

PayPal 2

Visa 4

Mastercard 3

Strip 6

~6% (variable)

2.9% + $0.30

Based on merchant type. As low as 
0.20% for utility payment, to as high as 
1.50% for standard merchants.

Based on merchant type. As low as 
0.00% + $0.65 for utility payment, to 
as high as 2.95% + $0.10 for standard 
merchants.

2.9% + $0.30

Sender

Receiver

Receiver

Receiver

Receiver

Table 1: Various payment services and their transaction costs.

SERVICE NAME          AVERAGE TRANSACTION COST               PAYING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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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节点
我们继续讨论Ethereum模式，因为分类账簿是公开的，任何人可以部署他们愿意部署的智能合约。所以，尽管数据区块链到现在只有两
年的时间，但全节点的大小是252GB，这甚至比目前比特币全节点的大小即152GB更大。必须安装全节点，或至少小型区块链仍然需要安
装20GB的数据，这对只想尝试智能合约开发的人来说成为了一个笨重的障碍。
相比完全同步一个节点所使用的时间与安装Python、Node.js或其他编程环境来开始摸索的时间，这种不方便和相伴的文件下载大小对
大部分开发者和公司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更不要说对数据区块链技术感到好奇的普通用户了。

每秒交易量（可扩展性）
现代数据区块链拥有非常低的通流率，这使交易时间变得迟缓和等待交易的积压形成堆积。这对目前每天处理数百万交易的金融系统来
说是一种不可接收的替代。
例如，比特币每秒的流通是3笔交易。同样地，Ethereum自夸的也不过是每秒15笔交易。相比之下，PayPal在2015年发布的专题研究显
示他们可以创建每天的流通率超过10亿笔交易的系统。这转化后是大约每秒11,600笔交易。
这阻碍了以传统的高流通率数据库结构处理资产交易来牺牲流通能力而获得高记录维护优势的企业。

采矿和资源效益
阻碍被大规模采用的另一个障碍是采矿钻机执行“验证工作”的专断散列功能。这些机器占据了对标准企业用户来说毫无意义的数量庞
大的能源费用方面的资源。尽管这是一种在主要区块链上派发代币和加密货币的尝试，但并不表示资本资源被优化的商业环境。低效的
处理对现代商务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这些无意义的散列功能的形式正在阻碍区块链技术被广泛采用。

集成和采纳
数据区块链软件是非常新颖的但人类资本资源却是不足的。数据区块链的应用需要非常高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人员去商讨和开发。相比企
业环境中的其他数据库类型，设置数据区块链非常耗时且昂贵。
尽管大多数现代数据库系统都有类似开发和部署模型，但数据区块链从根本上是如此的不同，即目前没有现成的方案来将开发流程转化
为与市场上其他数据库系统类似的环境。
此外，开发环境、程序包管理器、测试套件、延伸的集成环境等，而这些对已存在的几乎每种其他技术软件包都已存在，但对数据区块链
软件来说却还没有。这种情况无法让各类组织将这种技术集成到他们现有的工作流中。

迁移、升级和未来的适用性
对很多有兴趣将数据区块链技术应用到他们企业或业务中的人来说，把数据迁移到新区块链，或在企业的最佳时间进行升级的能力缺乏
是一个难题。对主链和公开的分类账簿系统感兴趣的人，依赖的是能够发布新代码的基地或对结果只有很少权威或确定性的去中心化的

社区。而且，尝试不同的系统来检验哪种才是最适合的过程是缓慢而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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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Lamden方案提出创建一套可以快速开发和部署私有数据区块链系统的开发工具，模拟以Node.js或Python这样能够提供数量庞大的使
用简单的工具、内容丰富且实用的文档以及大量流行的支持社区的技术包为特色的现代开发流程。
此方案被拆分为3个部分，Saffron、Flora和Clove，它们每一个都为开发者在其他数据区块链系统的网络上进行测试、试验和部署提供了
超高速的区块链，以此来为最终目标增加层次。
Saffron是生成器工具，没有任何困难就可以在内网部署私有区块链。Flora是智能合约包和模版、私有区块链命名服务和发现数据区块
链的中央储存器。Clove是处理支付渠道交换流程的网络，被应用在区块链和机构通讯和在仍然是不可靠和去中心化网络上的区块链应
用之间。

Saffron:生成器工具 
E与只有一个有上述提到问题的主网不同，将数据区块链拆分成单独使用的实例并让它们在需要时彼此相互作用解决了很多区块链低采用
率的问题。如，某个组织可以为他们自己的网络应用拥有属于自己的区块链。这使他们可以对自己使用的技术拥有完全的控制并将他们自
己的计算资源投入到区块链的经营上，而不是将努力浪费在一个主链上。此外，就Ethereum链中的“油气”来说则可以被淘汰且网络的困
难可以被降到更加合理的水平，因此实现他们应用之间的免费交易。这使得数据区块链表现的更像一个网络服务器而不是传统的链，且然
后可以被用于内部替换和更新现有的数据库结构。

独立矿工达成共识的动力
让数据区块链技术能够运行的是矿工都是独立参与者这样的事实，独立矿工验证发生的交易，所以要向区块链中添加错误的信息几乎是
不可能的。但在传统的环境中，矿工从交易费中以加密货币的形式获得奖励。因为在Lamden协议中交易是免费的，因此必须注入一种不
同的奖励机制以让矿工们仍然有动力来对交易提供独立的验证。
通过使用智能合约创造工作证明、股权证明以及其他奖励机制是可能的。这样，可以利用智能合约来计算奖励和接受者，并在区块链上奖
励任何类型的资产。不是仅有区块链的原生货币（即最初的Ether）可以用来作为奖励，也可以奖励ERC20代币或新颖的加密资产应用，如
果私有区块链中有更多定制化的话。而且因为网络上的交易和油气都是免费的，所以比如说一个区块链上一个智能合约并不昂贵。

pragma solidity ̂ 0.4.15;

contract RewardedAsset {
    string public constant symbol = “AU”;
    string public constant name = “Digital Gold”;
    uint8 public constant decimals = 0;
    uint256 _totalSupply = 1000000000;
    uint8 public reward = 10;
    uint256 lastBlock;

    address public owner;
    mapping(address => uint256) balances;
    mapping(address => mapping (address => uint256)) allowed;

    function disperseRewards (bool success) onlyOwner() {
        if (lastBlock < block.number) {
            _totalSupply += reward;
            balances[block.coinbase] += reward;
            lastBlock = block.number;
        }
    }

Listing 1: Example of a simple proof-of-work contract that could be deployed on a chain to simulate classical proof-of-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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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器工具
Saffron从其他的软件包管理器CLI（命令行界面）工具如pip、yeoman和npm获得设计序列来生成私有的数据区块链作为他们自己的开
发项目。通过CLI获取生成就如“saffron init”一样简单。通过此CLI应用，您可以通过分离出大部分数据区块链技术复杂性的简单API与主
链进行互动。
我们将要实施的初始区块链技术是Ethereum，因此开发者可以初始化这些主链、创建账户、矿链并在geth的子实例，Ethereum的客户
端written in Go中部署合约。
通过将主要的互动编配从 geth中分离到CLI工具，我们然后便可以为这些私有区块链的互动提供富有成效的API服务。富有成效的API使
数据区块链以任何程序语言界面通过网络进行互动。如果程序语言支持HTTP请求，它们便可以与Lamden生成的私有链进行互动。这使
其可以集成到任何技术软件包中，并使我们可以为很多现代语言框架在程式库中创建删除，如iOS开发的Swift，Android开发的Java，甚
至是物联网应用中嵌入的C语言。
此外，Saffron将会提供拥有Ethereum区块链资源管理器的本地服务器，它会面向公众这样更为广泛的社区便可以管理和查看出现在链
上的活动。
从与Parse类似的图形化网络界面管理链的网络服务也将会即买即用被包括在内。
IPFS/IPNS和Tor可选择性部署的实例。
	
部署
在完成私有链的开发后，开发机构将会希望以能够集成到他们内部软件技术包中的方式进行打包和部署。要完成此操作，Saffron将会导
出Docker文件以进行快速部署。

架构
除创建私有链实例之外，Saffron含有接收支付渠道交易并与更大Lamden链互动所需要的必要方法。因此，Saffron应该被认为是一种界
面类型。每个Lamden Wrapper实例必须明确确认一整套监管和交互协议来保证区块链是不可靠的且交易可以被独立确认。
如果Saffron组件可以实现这些功能，那么内部数据区块链驱动器将无需从Ethereum中被搬离。未来，Saffron将可以支持任何数据区
块链技术如比特币、Litecoin、Zcash、Monero、Neo、Tezos、Eos及更多，只要他们能够以不可靠的方式支持支付渠道即可。即使支持
wrapper协议的最新数据区块链也会被支持，也要创建一个完整的自定义区块链-区块链界面网络。
Wrapper将会最终支持任何数据区块链技术，只要它坚持可以与Clove互动的特定要求。这种面向未来的Lamden系统无论未来存在什么
技术，都将总会是一种与它们互动的网络。这也同样解决了数据区块链迁移的问题，因为商业机构、企业和应用可以更新到最新的数据区
块链项目和技术，因为它们的出现的目的就是在竞争中保持领先。

Flora:去中心化的软件包管理器和公共仓库
除只进行区块链的生成外，这项技术被广泛采纳的主要驱动力不是核心技术的基本用例，而是周边社区和由其创建的功能设置。您可以在
Ethereum社区查看这些以及即将会刺激创新的更多更为新颖的智能合约系统。它们的加密货币机制并没有让它们与比特币或Litecoin不
同。相反是围绕和开发智能合约应用的开发社区带来了更为广泛的采纳。
类似的，让用户从更为广泛的社区调出软件包仓库，对它们的评论，甚至它们的开发也凝固了在此领域促使项目的成功和更大创新的知识
产权。
Flora的目的是存储去中心化的软件包仓库、命名空间系统和发现工具，以让Lamden链的开发者能够与其他开发者联系，竞争彼此的创
新并促进加密货币拥有更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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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软件包管理器
pragma solidity ̂ {{solidity_version}};

contract {{contract_name}} {
    string public constant symbol = “{{symbol}}”;
    string public constant name = “{{asset_name}}”;
    uint8 public constant decimals = 18;
    uint256 _totalSupply = {{total_supply}};

    address public owner;
    mapping(address => uint256) balances;
    mapping(address => mapping (address => uint256)) allowed;
   
    
...

{
    ‘solidity_version’:’0.4.15’,
    ‘contract_name’:’Testcoin’,
    ‘symbol’:’TST’,
    ‘asset_name’:’Testcoin’,
    ‘total_supply’:’1000000’
}

Listing 2: Example of a Solidity Template for ERC20 tokens with corresponding JSON input. Installation of such contract would be 
accomplished via ‘flora install erc20 –args’, or from Saffron administration panel.
  
 
就像其他的开发包一样，Lamden也有能力创造智能合约包。使用宏模版系统，我们可以提取出可靠的合约类型如ERC20代币，Ethereum
名称服务和Etherdelta的去中心化交易，且只需使用一套参数便可将它们打包到合约中，使在跨私有链的部署如从CLI控制台运行“hpm 
install ens”，或将API请求通过包含在Saffron中的管理面板进行同样的操作那样简单。这免除了重新部署常被使用的智能合约的麻烦，
并允许对高度复杂的智能应用进行打包以快速分配。
随着更多数据区块链被添加到Wrapper，对它们合约语言的支持也将会被添加到Hub。开发者可以上传他们自己的合约来支持社区。与
Hub的互动将会通过星际文件存储系统（IPFS），这样所有的服务都仍然保持分散和去中心化。

命名和目录服务
链和链之间必须彼此通信才能执行支付渠道。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必须实施命名服务。这种命名服务向每个链分配公用名称和密钥对，
来让其他链可以找到它们并向它们分配交易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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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用户将可以搜索和找到新的区块链应用。这些都是用已与Clove关联的Saffron开发的私有区块链。这些链中的每一个都将可以注册一
个名称并填写关于他们服务的资料，这些可以包括到营销网站的链接、提供给矿工的关联信息以及任何其他会把用户带到拥有他们服务的
更多有价值信息的地方。此名称将会被用户通过Clove定位并发送信息以进行支付交易、与其他链的互动和对原Lamden代币的一般使用。
我们一直在探索使用代币的选项让其他开发者能够注册他们的模块，以使使用指标能够在开发者社区的其他成员之间生成代币的资产流
动。

Clove:匿名路由器支持链-链之间的对接
Lamden方案的主要技术性作用是其将私有链连接到一起的图形化分类账簿和路由系统。通过替代重新创建一个全新的链且替代聚焦仅
通过路由基础设施捆绑在一起的分布式私有链，我们可以避免区块链的膨胀，在与其交互之前与网络“同步”的需求，交易成本的增加，并
保证一个无论通用区块链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都能够持续数年的面向未来的平台。

路由
Clove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公共协议将私有链连接到一起的基础架构，很像电话网络。分类账簿处理所有链之间的交互并提供了界面接口
选项的公用环境，即这些链可以按照在计算机程序环境和平台中同样的方式被处理来脱离Flora获得进一步的集成。
Clove的主要附加值是没有交易费用。作为交换连接到Flora的优势并将私有链公开在能够增加公众采纳的更为广泛的社区的条件，私有
链致力于向全部分类账簿分配大量的计算能力。因为分类账簿没有麻烦的散列函数，且只作为一个处理链之间信息包的中介。连接和服务
信息的计算负荷与现代的网页服务器类似而与标准的区块链矿工不同。数据区块链应用提供商为进入的交易公开一个单独的IPFS公共入
口点和分布式计算集群，并为出去的交易关联到公共的分类账簿节点。

跨链交易的支付渠道
 虽然保留了一个不可靠和去中心化的系统，但要求存在一个跨链支付的系统来让区块链应用可以与每个其他链进行自由的交互。这
就是Clove的主要作用。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分类账簿实施了受到闪电网络启发的支付渠道来为跨区块链的资金交易提供安全和去中心化
的方法。从私有链发起的交易，和利用分类账簿作为管理跨链资金汇兑的安全和保障。
分类账簿是一项公共服务，分配智能合约部署和在关联到主网的参与者之间对链到链资金转移的身份进行验证的工作。私有链可以通过
向彼此转移资金来自由实施他们自己的方法，但公共分类账簿可以由在更为广泛网络上的参与者的一致同意是进行证实，因此对跨链的
交易提供了更为强大的信任。
支付渠道被体现在在每个私有区块链上运行的非常可靠的智能合约代码上。当用户想发起一项swap时，他们向Clove服务和他们想交易
的swap区块链同时发出请求，并概述预期转让的条款。请求由发送者和接收者在各自区块链上的地址以及将被交易的资产价值组成。
如，有效载荷会是如下这样：

{
    Private-chain-1 : {
        Sender-address : 0x000,
        Receiver-address: 0x000,
        Amount: 100,
        Token-contract-address (optional): 0x000
    }
    Private-chain-2 : {
        Sender-address : 0x000,
        Amount: 1000,
        Token-contract-address (optional): 0x000
    }
}

Listing 3: Example of the payload from a payment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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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计算集群收到这样的有效载荷时，集群将会把可靠的合约代码编译到必须被部署在下一个区块中的每个区块链上的字节代码上。相对
立的区块链字节代码则被发送给彼此并使用公共标识符被签署，这样它们则可以独立地验证正确的合约代码是否确实被在区块链上部署
到下一个区块中。

1. 爱丽丝通过向分类账簿发出消息发起一项swap。分类账簿然后接收swap请求并将它们编译到可靠的字节代码中来部署到每个区块链
上。

2.字节代码使用双方的公共密钥签署并发送给双方。爱丽丝配置他们的合约。鲍勃保留一份副本以做稍后的验证。

3. 鲍勃也配置他们的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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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如这是一个双方同意的swap，两个区块链都配置合约，并通过在最新的区块中搜素字节代码来检查另一方是否已完成同样的工作。
如果没有发生，则区块链无需履行任何义务，且交易在不损失任何资金的情况下恢复原状。
如果发起人在区块链中没有配置他们的合约，但接收者在区块链中坚持到底配置了合约，则在接收者区块链上的合约将会自毁并将资金
退回到他们的账户。反过来讲，如果发起人设置了合约，但接收者没有同意条款，则发起人合约将会被销毁，他们将收到被锁定的资金。
假如双方都对继续swap感兴趣，则他们必须坚持到底完成双方同意的在彼此区块链上的定期执行支付渠道的义务。
要确保款项以及时的方式被发出，每个链可以向他们的合约发送信息，这会激时间锁方法。如果合约在同意的时间锁后有太多的区块，那
么假设另一方不完成支付渠道，则合约销毁。这会鼓励相对的另一方完成他们的义务，因为他们会有失去资金的风险。这也同样会鼓励发
起人尽快向他们的合约发送消息，因为如果出现发起人已在对立的区块链而不是自己的区块链上收到资金，他们可以向自己汇回资金且实
际上已在对方区块链上获得了“免费的”资产，因为在他们自己区块链上索赔资金的时间锁已经过期。

5. 爱丽丝的最好经济选项是提交资金并尽快完成他们自己的合约，因为如果鲍勃在他们之前行动，爱丽丝则会损失资金。相反地，如果鲍
勃决定不赎回他们的资金，则爱丽丝也可以受益。所以，爱丽丝的最佳利益是尽快完成他们的合约。

6. 因此，对于双方最好的案例情境是尽快在相对的区块链上完成支付渠道并在自己的区块链上完成合约。通过添加经济刺激来完成整个
流程，网络会从快速的链到链交易上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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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示例
首先，您将安装为开发数据区块链而设计的Saffron工具。您将在项目目录中运行“saffron init”并生成一个区块链。然后，您将使用Flora或
我们名为“textttflora”的软件包管理器为您的应用安装所需要的软件包。比如说，您想添加一个新的ERC20资产。运行项目目录中的“flora 
install erc20”，一个新的代币将会被生成。要在区块链中部署合约，运行“saffron start”，然后运行“saffron deploy all”。
此时，如果您希望与您的区块链进行图形化的交互，则可以访问管理面板。您可以从这里安装软件包，添加账户、查看交易等，这与
Etherscan或其他区块链管理器软件非常相似。您也可以从这里获得Remix和其他智能合约开发工具。
从这个后台，您可以上传您为Flora开发的新合约。您也可以将您的区块链关联到Clove来与其他区块链应用进行交互。为此，您将需要部
署一个IPFS节点并作为服务器关联到分布式的计算集群中。然后您可以作为用户与其他独立的区块链进行交互，或发起链到链的swap。
您可以立即使用所有的区块链用原始Boson代币发起swap。
现在，您可以在区块链上集成您的其他软件，如面向公众的用户界面、区块链之间的自动化交易、智能合约交互及甚至与您部署在Clove
上的其他自定义合约进行交互。使用Lamden方案，这都是可能的。

分布式和不可靠系统架构的维护
虽然Lamden上的私有区块链是建立在分布式和不可靠协议的Ethereum的基础之上，但Lamden系统上的剩余部分可以使用标准的中
心化客户端架构来开发。然而，虽然这可能是一种更简单的执行方法，但标准的HTTP协议更容易遭受DDOS攻击、服务器故障，且数据的
中心化所有权会牺牲项目合作者的权利。
因此，项目将会被部署在IPFS协议上来建立真正的分布式和不可靠的点对点对等系统。

不可知的数字资产Lamden	Tau
虽然跨私有区块链的支付渠道将会帮助促进应用到应用之间的通信，但已参加Lamden方案且除区块链主机之外的用户或可以轻易参与
并在Flora上使用区块链应用的开发者也应该处于离开状态。因此，我们提出了称为“Lamden Tau”的不可知的实用性资产。Tau是服务于
平台本身通用资产的数字资产，想使用利用所有私有区块链货币的系统用户可进行交易。使用Tau区块链的通信对于Lamden开发者是实
时的，所以他们不用与其他的私有区块链建立独立的关系来在彼此之间交易资产。通过这种方式，开发者可已立即开始集成数字货币市
场并交易到他们的区块链应用中。通过向所有的Lamden用户实时提供原始的数字货币，Tau增加了私有区块链的采用率，因为更多的个
人可以参与来自Lamden社区的应用。

代币销售（代币扩散事件）
Lamden方案将由Lamden Tau代币发行事件（代币扩散）提供资金。这些Lamden Tau将会在Ethereum主链上以ERC20代币的形式进
行购买。这里所说的Lamden Tau可以在正规的流程中被交易到Lamden区块链中，这象征了在Clove上链到链事件的完成。
进一步详细的代币扩散事件已被包含在组织文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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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Lamden方案的目标是提供一套可以加速区块链开发和部署并对开发者中的一般人群来
说简单易用的工具。通过基于目前开发者使用的最流行的工具将我们的工具做成模型，我们
可以捕获想参与到区块链但又无法克服初始障碍的更大的且热情的开发者人群。
此外，通过提供中心化的社区，创新可以繁荣发展并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之上，促进更为新颖
和更伟大的技术并加速行业作为整体的发展。
最后，通过Clove，我们可以在一个促进swap交易的路由系统上将所有这些方案关联到一
起，这样私有区块链便可以保留自我管理的优势且仍然可以利用卓越应用的更大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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