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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当今网络和区块链面临的一些问题



当今网络和区块链面临的挑战

区块链系统的中心化
降低其可信度

网络资源未被充
分利用

传统互联网Client-Server
模式的固有缺陷



区块链基础设施中缺失的一环

工作量证明

例如：比特币，以太坊

存储证明 传输/中继证明

例如：ipfs/fielcoin 缺失 -> NKN

存储运算/算力
网络

1.4万亿美元的
市场规模



区块链驱动的去中心化传输网络

WHAT



● NKN是区块链技术驱动的一种开放、去中心

化的新型网络。

●  NKN倡导用户共享网络资源，鼓励大家构建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建共享对等网络。

● 在让共建者因协助数据传输而获得经济回报

的同时为开发者提供一个开放，便捷，高效

和安全的网络平台，让所有人都能体验更好

的网络应用和服务。

什么是NKN

Sender Receiver

Relayer

Relayer

Relayer/
Ledger

Relayer



使用NKN网络的优势

百万节点互连共识 网络聚合加速 无中心化服务器

低延迟率唯一的全球标识 更安全和注重隐私



HOW



NKN 核心技术

基于Chord DHT 的去中心
化链路连接和网络覆盖层

大规模节点快速共识机制
MOCA （摩卡）共识

可验证数据传输的签名链
会及有用的工作量证明-中
继传输证明（POR）

基于有效数据转发的激励
分发和挖矿机制



成就

自2018年以来取得的里程碑式的重大成就



NKN测试网到主网路线图



NKN大事纪（2018至今）

Q1 Q2 Q3 Q4 Q1 Q2 
2018 Q4Q3 

公共测试网

成功融资

商务拓展轨迹

Dr. Wolfram 顾问

太空猫3D游戏

代码开源Dr. Diffie 顾问

2019

主网发布

在DO，GCP和 AWS 
上一键挖矿

5,000
节点

10,000
节点

20,000
节点

NKNx

  NKN项

目启动

白皮书
发布

诺基亚创新奖

D-Chat

技术研发更新历程 



NKN主网上线3个月,社区建设且同时在线的共识全节点超过 

20000个

NKN区块链网络规模
 

比特币网络有9000左右共识全节点

2019年10月快照
https://nkn.org 

2019年9月快照
https://bitnodes.earn.com/

https://nkn.org
https://bitnodes.earn.com/


NKN应用及场景示例

产品



NKN产品和应用架构
 

NKN Decentralized Network (nnet)

NKN Blockchain

nPubSub
(Pub/Sub, Message delivery & name service)

d-FTP file 
transfer

Game 
Streaming d-chat

nCDN 
(Content cache /delivery & file 

transfer) 

Space
Cats 
game

平台
服务

应用
程序

IoT 
apps

NKN 
区块链层

NKN 
网络层

NKN 
wallet

TUNA 
(Open market for software 

service)

nsh： new 
shell 

Video/Web 
Accel. Relay



基于NKN的平台服务(PaaS)

nPubSub: 分布式消息
发布Pub/Sub
More information

TUNA: 软件服务

的开放式网络市场

More information

nCDN: 新型CDN
More information

https://forum.nkn.org/t/introducing-decentralized-pub-sub-based-on-nkn/355
https://forum.nkn.org/t/introducing-tuna/1611
https://forum.nkn.org/t/introducing-ncdn-new-kind-of-cdn/1516


nCDN: 新型的CDN内容分发网络

NKN
Dashboard

Security GW
(DDOS & WAF)

Geo DNS
Name Service

NKN网络边缘节点

手机用户

电脑用户内容提供商

CDN市场将以12.3%的复合

年增长率从2019年的124亿

美元上涨到2024年的221亿

美元

More information

https://forum.nkn.org/t/introducing-ncdn-new-kind-of-cdn/1516


NCDN的优势：低成本、快速可靠的服务

传统CDN自有数据中心

例如：Akamai, CloudFlare

众包服务器

pCDN

P2P CDN
终端用户设备

例如：Peer5, Streamroot

nCDN

👍24*7持续在线

👍高速率

👍低延迟

👍可靠

👍24*7持续在线

👍高速率

👍低延迟

👍可靠

👍低成本

👍节点规模大

👍适合当下热门的和
     长尾的内容

👍调度灵活，弹性容量👎成本高

👎集中化

👎扩张性有限

👎不稳定

👎只有打开应用时在线

👎不适合长尾内容加速

👍低成本

👍节点规模大

👍低延迟

👍适合热门的内容



nPub/Sub: 去中心化的发布/订阅消息传递服务

● Gartner：iPaaS是应用程序基础
结构和中间件（AIM）增长最快
的部分（AIM市场总额为300亿
美元）

● 适用于大多数现代应用程序（聊
天，物联网，游戏，实时价格）的
基础构建模块More information

注意：Pub / Sub（发布/订阅的缩写）是一种将
消息发送者（发布者）和接收者（订阅者）解耦

的开发模型。

https://forum.nkn.org/t/introducing-decentralized-pub-sub-based-on-nkn/355


TUNA: 软件服务的开放市场

TUNA (软件服务的开放市场)

● 诸多应用场景：例如网络中继和实时游戏流（类

似于Google Stadia）

● 为所有这些服务使用同一个TUNA隧道，实现

复用。

● 我们利用广泛分布的NKN节点来确保服务在全

球任何范围内随时可用。

● 查看更多信息：TUNA introduction

https://forum.nkn.org/t/introducing-tuna/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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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

NKN Explorer
区块链浏览器和节点状态
查询
More information

nknX Node and 
wallet tracker
矿工门户，节点和钱包管
理器
More information

D-Chat
无需服务器基于nPubSub
的实时聊天应用.
More information
Gitlab

SpaceCats
无服务器多用户实时对战

3D游戏

More information
GitHub

d-FTP: 基于NKN的高

速文件传输应用

More information

nsh: 比SSH更安全方便

的远程终端

More information

Smart Home IoT
智能家居物联网：基于

NKN的IoT海量节点之间

的安全，实时数据传输方

案

More information

https://explorer.nknx.org/
https://nknx.org/
https://forum.nkn.org/t/d-chat/1036
https://gitlab.com/losnappas/d-chat
https://medium.com/@spacecats/space-cats-on-nkn-e850767f68c1
https://github.com/PlaySpaceCats/space-cats
https://forum.nkn.org/t/nkn-d-ftp-high-throughput-file-transfer-using-nkn-client/1711
https://forum.nkn.org/t/nkn-shell-nsh-a-new-kind-of-remote-shell-that-is-more-secure-and-convenient-than-ssh/1719
https://medium.com/iotex/iotex-nkn-expanding-the-reach-and-impact-of-blockchain-technology-a721201d306c


d-Chat: 基于nPub/Sub的分布式聊天插件

d-Chat

● 不通过任何中心化服务器的人与人或群组消

息服务。

● 在端到端之间以及逐跳都启用了安全加密。

● 具有极强的可扩展性：消息是通过链外传递

的，并可以利用NKN的节点规模优势保障消

息投递的稳定和可靠性。

● 更多信息请查看 d-chat as well as links 
to Chrome/Firefox plug-in.

https://forum.nkn.org/t/d-chat/1036
https://forum.nkn.org/t/d-chat/1036


d-FTP: 使用NKN客户端进行高吞吐量的文件传输

d-FTP (NKN文件传输)

● 真正安全，端到端的直接大型文件传输应用

，无需任何集中式服务器（例如Google 

Drive，Gmail，Dropbox等）

● 比流行的应用程序（例如，微信，QQ）传输文

件更快。

● 我们使用d-FTP在北京和美国硅谷之间传输

文件，与scp相比，速度提高了5倍至10倍。

● 更多详情介绍参看： introduction article

https://forum.nkn.org/t/nkn-d-ftp-high-throughput-file-transfer-using-nkn-client/1711


NKN Shell (nsh): 比SSH更安全、更方便的终端

nsh (NKN Shell)

● 比SSH更安全，更方便

● 不需要远程服务器具有公共IP地址或开放端

口

● 无需设置整个SSH会话即可轻松运行一个

命令

● 我们使用nsh来管理我们自己的服务器节点

以及包括nCDN在内的各种NKN服务。

● 点击查看更多 Hackernoon frontpage 

article

https://hackernoon.com/nsh-a-new-kind-of-remote-shell-that-is-more-secure-and-convenient-than-ssh-zw4o3404
https://hackernoon.com/nsh-a-new-kind-of-remote-shell-that-is-more-secure-and-convenient-than-ssh-zw4o3404


NKN 区块链资源管理器

NKN 区块链资源管理器

● 功能齐全的区块链浏览器：按区块，交易和

地址搜索

● 全球所有公共NKN节点的节点映射

● 使用节点的IP地址的节点检查器

● 现代界面设计，令人愉悦的用户体验

● 支持13种国际语言

● More information

https://explorer.nknx.org/


nknX 节点管理器和在线钱包：矿工门户

nknX 节点管理器和在线钱包：矿工门户

● nknX是NKN区块链网络的节点和钱包管理

器。它使节点和钱包管理更加轻松便捷。

● 监控挖矿节点的盈利能力和性能

● 新的nknX快速部署功能自动为您的Linux计
算机创建安装脚本并安装功能齐全的节点程

序。

● More information

https://nknx.org/


太空猫3D实时对战游戏

太空猫3D实时对战游戏

● 使用Unity 3D引擎和NKN实时消息传递服

务构建

● 去中心化无需任何服务器，适用于多人游

戏。

● 毫秒级动作控制延迟

● More information
● GitHub

https://medium.com/@spacecats/space-cats-on-nkn-e850767f68c1
https://github.com/PlaySpaceCats/space-cats


物联网设备的直连解决方案

物联网设备的直连解决方案

● NKN可以为数十亿个IoT设备提供对等网络

，即时和安全的网络通信。 数据传输经过身

份验证，加密和验证以支持关键任务中的物

联网应用。

● 例如：NKN和IoTeX使用NKN区块链网络连

接和管理智能恒温器，电灯和门锁等设备，

构建了智能家居联合解决方案。

● More information

https://medium.com/iotex/iotex-nkn-expanding-the-reach-and-impact-of-blockchain-technology-a721201d306c


经济模型，合作关系，代币分布

生态系统



代币分布

初始发行

● NKN基金会：建立生态系统和战略投资（17％）

● 开发人员：创始团队，社区开发人员（18％）

● 投资方：NKN代币的购买者（35％）

25年后

● 矿工：获得数据中继和节点维护的奖励（30％）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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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NKN建立合作关系

区块链项目电信/运营商 云服务平台

应用程序开发公司和人员
互联网公司（例如：

视频流,IM,社交网络）



NKN 代币效用和流通模型

NKN 矿工和服务提供商 (nCDN, PubSub, TUNA, dApp)

通过交易平台

矿工

企业用户个人用户购买 NKN 

NKN 公司
购买 NKN 

用法币支付
服务器和电
信带宽

卖 NKN

获取NKN
挖矿奖励

根据服务类型和
带宽使用量，用

NKN支付 根据服务类型和带
宽使用量，用NKN支

付

NKN 
代币持有者 法币支付



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https://www.binance.com/en/trade/NKN_USDT/
https://www.hbg.com/en-us/exchange/nkn_usdt/
https://international.bittrex.com/Market/Index?MarketName=BTC-NKN
https://www.gate.io/trade/NKN_USDT
https://sg.upbit.com/exchange?code=CRIX.UPBIT.BTC-NKN
https://idex.market/eth/nkn


战略合作伙伴及联盟



       项目愿景，未来发展规划

未来发展



NKN 主网之后的路线图：创建成功的落地产品



NKN 技术发展方向

区块链账本及核心技术

扩展到百万节点的共识机制，中继

证明，小额付款，即时结算

去中心化云与边缘节点

通过NKN地址实现真正的全球客户端扁

平化互联互通， 大规模对等数据中继和

缓存PaaS服务

节点网络路由基于价格，性能，资源的调

度和优化

高级研究

基于NKN实现网络结构的自演化，CA
模型的元胞运算进化平台及智能化



       项目概况和核心团队

关于



NKN 团队简介

● NKN由一批具有网络传输和区块链技术经验的企业家和工程师于2018年1月正式创立。核心成员曾就职于如谷

歌、诺基亚、高通、百度及OnChain等知名公司。 
● NKN团队致力于结合并创新区块链与网络技术，推动新一代互联网应用与业务的发展。

● 在加州硅谷和北京两地均设有研发中心。

关于我们



核心团队及顾问

李彦博

创始人| 战略系统及架构

前OnChain联合创始人

Bruce Li

联合创始人 | 战略与运营

前谷歌和诺基亚资深技术
和项目负责人

张逸伦

联合创始人 | 核心研究和
开发

北大，UCSD物理学博士

Allen Dixon

商务拓展与法务合规

前诺基亚资深商务

Dr. Whitfield Diffie

NKN 技术顾问

2015年图灵奖得主

公钥密码学发明人

Dr. Stephen Wolfram 

NKN 技术顾问

《新科学》作者

知名数学软件Mathematica公司 
CEO兼首席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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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全球最大的区块链共享网络

https://forum.nkn.org

contact@nkn.org

https://t.me/nknorg

https://twitter.com/NKN_ORG

https://forum.nkn.org
mailto:contact@nkn.org
https://t.me/nknorg
https://twitter.com/NKN_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