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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过去十年，我们的社会已经完成了从模拟到数字的转型，我们正在快速迈进全数字时

代。但由于人工智能的高度集中化，加上数据隐私和滥用问题，数据的整体利用率非常

低，数据的价值急需被知识化的沉淀和利用，被称为web3.0的下一代智能网络的呼声越

来越高。PlatON结合区块链、人工智能和隐私计算技术，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协作式隐

私人工智能网络，将数据的利用提高到新的水平，这个网络也是自主人工智能代理及其

协作的基础设施，可促进高级人工智能的出现，探索通往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

eral Intelligence, AGI）的道路。基于区块链网络，我们首先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隐私计

算网络，通过隐私计算协议连接数据、算法和算力，开发人员可以低成本获得所需的资

源，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并发布到网络上，与其他人工智能服务或代理交互，构成自组织

的协作的人工智能网络。在这个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获得人工智能技术或成为其发展

的利益相关者，实现人工智能的民主化。除了实用的人工智能服务，PlatON旨在利用自

组织的群体智能来创造一个大于其各部分之和的整体，朝着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愿景前

进。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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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Statista分析 ，预计到2025年，全球联网设备的数量预计将达到309亿台。联网设备

和服务创建了庞大的数据量，IDC   预测，全球数据领域将从2018年的33 Zettabytes(ZB)

增长到2025年的175 ZB。这些数据将带来独特的用户体验和众多全新的商业机会，数据

已经成为消费者、政府和企业日常各方面顺利运作的关键要素。仅过去十年，我们的社

会已经完成了从模拟到数字的转型。下一个十年，数据的力量必将给我们带来几乎无限

的变化。

IDC在数据时代2025研究报告     中指出人工智能和安全是关键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系统改变格局。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等全新的技术将数据分析从

事后的回溯转变为战略决策和行动的积极驱动力。人工智能可以大大提高各种行业、环

境和应用数据分析的频率、灵活性和即时性。

安全成为一种重要的基础。全新来源的各种数据将会给私人信息和敏感信息造成新的漏

洞。越来越多的数据需要安全保护，而实际得到安全保护的数据则少之又少，这之间存

在显著的差距，而且这一差距还将继续扩大。到2025年，在全球数据圈创建的所有数据

中，近90%的数据将需要某种程度的安全保护，但得到安全保护的数据将不到一半。

第一章/数字时代的智能化和隐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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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球数据增长趋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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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创建了庞大的数据量，IDC   预测，全球数据领域将从2018年的33 Zettabytes(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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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2:  全球数据隐私保护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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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即将到来的“智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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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WEB的发展和演进

1999年至2004年间，O’Reilly等人创造了Web2.0，这是一个覆盖数百万用户并促进沟通，组织和协作的平

台。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网络的集中式模型，隐私问题和安全性提出了严峻的问题。

[3]

2.1. 从WEB2.0到WEBX.0

数据的集中化：Web2.0发展到今天，大型技术和社交媒体公司主导着市场，并掌握着大

量用户的个人数据。

隐私和安全性：随着捕获的数据量的增加，大型数据中心充当了有组织犯罪的温床。

网络规模：随着来自数十亿个连接设备的更大数据集，对现有基础架构的压力将越来越

大。当今的客户端服务器模型运行良好，但不太可能扩展到下一代Web。

对于下一代网络，《纽约时报》的John Markoff将其命名为“ Web 3.0”，Web 3.0目前

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定义，Berners-Lee提出的语义网经常被用作“ Web 3.0”的同义词，

语义网将以类似人类的方式处理内容。广义上讲，Web 3.0应该包含以下特征。

2.3.2. 人工智能的发展障碍

数据隐私与监管

目前以深度学习为主的机器学习技术离不开海量的数据进行学习和推断，因此海量的数

据成为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之一。科技巨头们通过互联网发展期的积

累，获得了海量的数据，随着数据的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日益凸显，这些数据也将逐渐

演变成企业的重要资产和竞争力。

人工智能越是“智能”，就越需要获取、存储、分析更多的个人信息数据，不可避免会涉

及个人隐私保护这一重要伦理问题。今天，各类数据信息采集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几

乎每个人都被置于数字化空间之中，个人隐私极易以数据的形式被存储、复制、传播，

如个人身份信息数据、网络行为轨迹数据以及对数据处理分析形成的偏好信息、预测信

息等。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产品将走进千家万户，在给人们

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轻易获取更多有关个人隐私的数据信息。

进入21世纪，全球范围内很多公司包括互联网巨头先后被曝出数据泄露和滥用，谷歌、

亚马逊、Facebook、苹果等美国互联网公司这两年在欧洲接连因数据隐私、垄断、纳税

等问题受到欧盟的罚款，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也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个人隐私保障的重

要性。世界各国相继推出法案对市场进行进一步规范，中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法案》（GDPR）对个

人信息保护和监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前的大环境下，由于数据隐私和滥用问题，以及数据监管的加强，个人和机构不愿意

共享个人和专业数据，资源有限的AI机构不能获得较大的有效数据集训练更好的模型，

而且如果不定期使用新数据对模型重新训练，那么即使是最好的模型也将过时。因此，

人工智能的重点已经从以AI基础算法为中心的导向，转移到以保障安全及隐私的大数据

架构为中心的导向上。数据的隔离和对数据隐私的保护正成为AI领域的下一个挑战。

训练成本高昂

虽然硬件和软件的进步一直在推动人工智能训练成本每年下降37%，但由于人工智能模型的

规模增长更快（每年10倍），导致人工智能的总训练成本继续攀升。ARK   认为，最先进的

人工智能训练模型成本可能会增加100倍，从目前的大约100万美元到2025年超过1亿美元。

集中化和非民主化

人工智能的民主化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够进行人工智能研究或构建人工智能驱动的产品和

服务，民主化就是在资源和知识方面降低了进入壁垒。这包括：

有权使用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

有权使用算法和模型，且无需高级数学和计算科学技能。

有权使用算法和模型所需的计算资源。

虽然AI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AI的好处并没有得到广泛利用，人工智能还没有实现民主

化，而且有愈加集中的趋势。

大多数人工智能研究由少数科技巨头控制，人工智能的独立开发者没有现成的方法来变

现他们的成果。通常情况下，他们最有利可图的选择是将他们的技术卖给科技巨头之

一，导致技术控制变得更加集中。

少数科技巨头们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垄断了数据上游，获得前所未有的数据，训练高

端AI模型并纳入他们的生态系统，进一步增加用户和其他公司对科技巨头的依赖。除少

数科技巨头外，小型企业、创新企业等其他市场主体很难收集大规模的数据，即使花费

了不菲的代价获得了数据，也缺乏有效的使用场景，并且无法交换，很难精准的对接相

关的AI学习网络。

大多数组织都面临着AI技能和人工智能人才的缺乏，而科技巨头正在战略性地致力于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垄断AI人才，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公司的差距。

2.3.3.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隐私计算

区块链、隐私计算和AI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和作用于数据，这几项技术的结合可以将数据

的利用提高到新的水平，同时可以增强区块链的基础架构并增强AI的潜力。

区块链的共识算法可以帮助去中心化的人工智能系统中的主体协作完成任务。比如，在

智能交通领域，人工智能是无数无人驾驶车辆背后的 "大脑"，这些自主车辆需要相互信

任地合作，才能完成共同的目标。人工智能系统没有机制来确保这些自主车辆之间能够

以可信的方式达成共识。当然，这些自主车辆的协作可以依靠受信任的第三方，这将使

公众面临安全和隐私问题。

人工智能模型需要海量的高质量的数据来训练优化，而数据隐私和监管阻碍了数据的有

效共享。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能实现合规所需的隐私和安全控制，促进数据共享和价

值交换。

人工智能和密码经济学之间的交叉是另一个有趣的领域，区块链与AI结合可以使得数据

货币化，激励更广泛的数据、算法和算力加入，创造更高效的人工智能模型。

区块链可以使AI更加连贯和易于理解，AI训练决策过程中使用的所有数据、变量和过程都

有不可篡改的记录，可进行跟踪和审核。

无处不在的连接（Ubiquitous Connectivity）：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连接任何人任何物，

这种连接是开放的、无需信任的、无需许可的。

语义网络：Web3.0将使用高效的机器学习算法以密码方式连接个人，公司和机器的数

据，并且机器能以类人类的方式理解并智能化处理数据。

智能网络：Web3.0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进化路径，可运行人工智能应用，包括自然语

言处理、机器学习、机器推理和自主代理等。

自我主权（Self Sovereignty）：每个用户都能掌握自己的身份和数据。无需依赖第三方，

个人可以出售或交换他们的数据而不会失去所有权和隐私。

 

Nova Spivack  提出，在即将到来的“智能网络”中，Web服务被连接到自主的智能代理，

在网络上漫游并互动，甚至能与人进行互动，这个过程完全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展开，将

形成庞大的“混合智能”（人类+智能软件）系统，这实际上就是元宇宙（Metaverse）。

网络将变得越来越自治和自组织（意味着网络整体越来越“智能”），随着虚拟高阶认知

和自我意识的出现，相互连接并变得复杂，全球大脑将自组织成全球思维。

2.2. 智能网络的核心技术

Web2.0 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受到三个技术创新的推动：移动互联，社交网络和云计算。而

智能网络的愿景是建立在另外三个技术创新之上：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其无处

不在的性质是由物联网的增长所支撑的，人工智能将成为标记网络内容的重要工具，而

真正的语义网将使AI系统能够以创新的和新颖的方式利用它，区块链等分布式账本技术

将通过促进不同系统、制造商和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和交易。

Web2.0 向智能网络跨越的关键依然是数据隐私保护，数据所有权要真正回归个人。对于

这个问题，隐私计算是新兴的解决方案和技术趋势，Gartner发布的2022年9项重要战略

科技趋势   中，隐私计算赫然在列。隐私计算使得个人数据更加安全和私密，让用户们真

正掌握自己的数据所有权，从根本上来平衡数据安全和数据价值之间的矛盾，彻底解决

数据的安全自由流动。

2.3.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问题

2.3.1.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在过去5到10年，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强势发展产生了海量的数据，芯片处理

能力提升、云服务普及以及硬件价格下降也使得计算力大幅提升，加上广阔的产业及解

决方案市场使得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快速发展，AI早已无处不出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

从行业来看，人工智能已经在医疗，健康，金融，教育，安防等多个垂直领域得到应

用。

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企业组织逐渐认识到人工智能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

并从国家战略和商业活动上涉足人工智能，普华永道关于到 2030 年人工智能    对世界

经济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报告称，到2030年人工智能的出现将为全球GDP带来额外14%的

提升，相当于15.7万亿美元的增长，超过中国和印度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全球人工

智能市场将在未来几年经历现象级的增长。德勤在其2019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   中

推算，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市场将超过6万亿美元，2017-2025年复合增长率达30%。

在主流人工智能领域，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近年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再次点燃

了人们对“类人”AI的希望之火。“图灵测试已被逾越”的宣称以及AlphaGo在围棋人机对

弈中的胜出使得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的讨论成为业界探

讨的热点。苹果，亚马逊，Alphabet，微软和Facebook等科技巨头投入巨资到通用人工

智能研发上，谷歌2014年花费5.4亿美元收购DeepMind，微软2019年向 OpenAI 投资10

亿美元，根据西雅图研究公司Mind Commerce的通用人工智能报告   ，到2023年通用人

工智能的相关投资将达到500亿美元。

根据西雅图研究公司Mind Commerce的通用人工智能报告，到2025年，全球企业应用和

解决方案的通用AI市场将达到38.3亿美元，通用人工智能支持大数据和预测性分析的全

球市场将达到11.8亿美元。到2027年，70%的企业和工业组织将部署AI嵌入式智能机

器，全球经济活动的8%以上将由某种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自主完成，而今天这一比例还不

到1%，超过35%的企业价值将直接或间接归功于通用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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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从WEB2.0到WEBX.0

数据的集中化：Web2.0发展到今天，大型技术和社交媒体公司主导着市场，并掌握着大

量用户的个人数据。

隐私和安全性：随着捕获的数据量的增加，大型数据中心充当了有组织犯罪的温床。

网络规模：随着来自数十亿个连接设备的更大数据集，对现有基础架构的压力将越来越

大。当今的客户端服务器模型运行良好，但不太可能扩展到下一代Web。

对于下一代网络，《纽约时报》的John Markoff将其命名为“ Web 3.0”，Web 3.0目前

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定义，Berners-Lee提出的语义网经常被用作“ Web 3.0”的同义词，

语义网将以类似人类的方式处理内容。广义上讲，Web 3.0应该包含以下特征。

2.3.2. 人工智能的发展障碍

数据隐私与监管

目前以深度学习为主的机器学习技术离不开海量的数据进行学习和推断，因此海量的数

据成为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之一。科技巨头们通过互联网发展期的积

累，获得了海量的数据，随着数据的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日益凸显，这些数据也将逐渐

演变成企业的重要资产和竞争力。

人工智能越是“智能”，就越需要获取、存储、分析更多的个人信息数据，不可避免会涉

及个人隐私保护这一重要伦理问题。今天，各类数据信息采集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几

乎每个人都被置于数字化空间之中，个人隐私极易以数据的形式被存储、复制、传播，

如个人身份信息数据、网络行为轨迹数据以及对数据处理分析形成的偏好信息、预测信

息等。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产品将走进千家万户，在给人们

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轻易获取更多有关个人隐私的数据信息。

进入21世纪，全球范围内很多公司包括互联网巨头先后被曝出数据泄露和滥用，谷歌、

亚马逊、Facebook、苹果等美国互联网公司这两年在欧洲接连因数据隐私、垄断、纳税

等问题受到欧盟的罚款，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也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个人隐私保障的重

要性。世界各国相继推出法案对市场进行进一步规范，中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法案》（GDPR）对个

人信息保护和监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前的大环境下，由于数据隐私和滥用问题，以及数据监管的加强，个人和机构不愿意

共享个人和专业数据，资源有限的AI机构不能获得较大的有效数据集训练更好的模型，

而且如果不定期使用新数据对模型重新训练，那么即使是最好的模型也将过时。因此，

人工智能的重点已经从以AI基础算法为中心的导向，转移到以保障安全及隐私的大数据

架构为中心的导向上。数据的隔离和对数据隐私的保护正成为AI领域的下一个挑战。

训练成本高昂

虽然硬件和软件的进步一直在推动人工智能训练成本每年下降37%，但由于人工智能模型的

规模增长更快（每年10倍），导致人工智能的总训练成本继续攀升。ARK   认为，最先进的

人工智能训练模型成本可能会增加100倍，从目前的大约100万美元到2025年超过1亿美元。

集中化和非民主化

人工智能的民主化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够进行人工智能研究或构建人工智能驱动的产品和

服务，民主化就是在资源和知识方面降低了进入壁垒。这包括：

有权使用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

有权使用算法和模型，且无需高级数学和计算科学技能。

有权使用算法和模型所需的计算资源。

虽然AI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AI的好处并没有得到广泛利用，人工智能还没有实现民主

化，而且有愈加集中的趋势。

大多数人工智能研究由少数科技巨头控制，人工智能的独立开发者没有现成的方法来变

现他们的成果。通常情况下，他们最有利可图的选择是将他们的技术卖给科技巨头之

一，导致技术控制变得更加集中。

少数科技巨头们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垄断了数据上游，获得前所未有的数据，训练高

端AI模型并纳入他们的生态系统，进一步增加用户和其他公司对科技巨头的依赖。除少

数科技巨头外，小型企业、创新企业等其他市场主体很难收集大规模的数据，即使花费

了不菲的代价获得了数据，也缺乏有效的使用场景，并且无法交换，很难精准的对接相

关的AI学习网络。

大多数组织都面临着AI技能和人工智能人才的缺乏，而科技巨头正在战略性地致力于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垄断AI人才，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公司的差距。

2.3.3.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隐私计算

区块链、隐私计算和AI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和作用于数据，这几项技术的结合可以将数据

的利用提高到新的水平，同时可以增强区块链的基础架构并增强AI的潜力。

区块链的共识算法可以帮助去中心化的人工智能系统中的主体协作完成任务。比如，在

智能交通领域，人工智能是无数无人驾驶车辆背后的 "大脑"，这些自主车辆需要相互信

任地合作，才能完成共同的目标。人工智能系统没有机制来确保这些自主车辆之间能够

以可信的方式达成共识。当然，这些自主车辆的协作可以依靠受信任的第三方，这将使

公众面临安全和隐私问题。

人工智能模型需要海量的高质量的数据来训练优化，而数据隐私和监管阻碍了数据的有

效共享。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能实现合规所需的隐私和安全控制，促进数据共享和价

值交换。

人工智能和密码经济学之间的交叉是另一个有趣的领域，区块链与AI结合可以使得数据

货币化，激励更广泛的数据、算法和算力加入，创造更高效的人工智能模型。

区块链可以使AI更加连贯和易于理解，AI训练决策过程中使用的所有数据、变量和过程都

有不可篡改的记录，可进行跟踪和审核。

无处不在的连接（Ubiquitous Connectivity）：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连接任何人任何物，

这种连接是开放的、无需信任的、无需许可的。

语义网络：Web3.0将使用高效的机器学习算法以密码方式连接个人，公司和机器的数

据，并且机器能以类人类的方式理解并智能化处理数据。

智能网络：Web3.0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进化路径，可运行人工智能应用，包括自然语

言处理、机器学习、机器推理和自主代理等。

自我主权（Self Sovereignty）：每个用户都能掌握自己的身份和数据。无需依赖第三方，

个人可以出售或交换他们的数据而不会失去所有权和隐私。

 

Nova Spivack  提出，在即将到来的“智能网络”中，Web服务被连接到自主的智能代理，

在网络上漫游并互动，甚至能与人进行互动，这个过程完全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展开，将

形成庞大的“混合智能”（人类+智能软件）系统，这实际上就是元宇宙（Metaverse）。

网络将变得越来越自治和自组织（意味着网络整体越来越“智能”），随着虚拟高阶认知

和自我意识的出现，相互连接并变得复杂，全球大脑将自组织成全球思维。

2.2. 智能网络的核心技术

Web2.0 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受到三个技术创新的推动：移动互联，社交网络和云计算。而

智能网络的愿景是建立在另外三个技术创新之上：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其无处

不在的性质是由物联网的增长所支撑的，人工智能将成为标记网络内容的重要工具，而

真正的语义网将使AI系统能够以创新的和新颖的方式利用它，区块链等分布式账本技术

将通过促进不同系统、制造商和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和交易。

Web2.0 向智能网络跨越的关键依然是数据隐私保护，数据所有权要真正回归个人。对于

这个问题，隐私计算是新兴的解决方案和技术趋势，Gartner发布的2022年9项重要战略

科技趋势   中，隐私计算赫然在列。隐私计算使得个人数据更加安全和私密，让用户们真

正掌握自己的数据所有权，从根本上来平衡数据安全和数据价值之间的矛盾，彻底解决

数据的安全自由流动。

2.3.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问题

2.3.1.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在过去5到10年，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强势发展产生了海量的数据，芯片处理

能力提升、云服务普及以及硬件价格下降也使得计算力大幅提升，加上广阔的产业及解

决方案市场使得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快速发展，AI早已无处不出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

从行业来看，人工智能已经在医疗，健康，金融，教育，安防等多个垂直领域得到应

用。

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企业组织逐渐认识到人工智能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

并从国家战略和商业活动上涉足人工智能，普华永道关于到 2030 年人工智能    对世界

经济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报告称，到2030年人工智能的出现将为全球GDP带来额外14%的

提升，相当于15.7万亿美元的增长，超过中国和印度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全球人工

智能市场将在未来几年经历现象级的增长。德勤在其2019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   中

推算，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市场将超过6万亿美元，2017-2025年复合增长率达30%。

在主流人工智能领域，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近年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再次点燃

了人们对“类人”AI的希望之火。“图灵测试已被逾越”的宣称以及AlphaGo在围棋人机对

弈中的胜出使得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的讨论成为业界探

讨的热点。苹果，亚马逊，Alphabet，微软和Facebook等科技巨头投入巨资到通用人工

智能研发上，谷歌2014年花费5.4亿美元收购DeepMind，微软2019年向 OpenAI 投资10

亿美元，根据西雅图研究公司Mind Commerce的通用人工智能报告   ，到2023年通用人

工智能的相关投资将达到500亿美元。

根据西雅图研究公司Mind Commerce的通用人工智能报告，到2025年，全球企业应用和

解决方案的通用AI市场将达到38.3亿美元，通用人工智能支持大数据和预测性分析的全

球市场将达到11.8亿美元。到2027年，70%的企业和工业组织将部署AI嵌入式智能机

器，全球经济活动的8%以上将由某种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自主完成，而今天这一比例还不

到1%，超过35%的企业价值将直接或间接归功于通用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3]

[4]



一切皆可计算—PlatON / 07

www.platon.network

2.1. 从WEB2.0到WEBX.0

数据的集中化：Web2.0发展到今天，大型技术和社交媒体公司主导着市场，并掌握着大

量用户的个人数据。

隐私和安全性：随着捕获的数据量的增加，大型数据中心充当了有组织犯罪的温床。

网络规模：随着来自数十亿个连接设备的更大数据集，对现有基础架构的压力将越来越

大。当今的客户端服务器模型运行良好，但不太可能扩展到下一代Web。

对于下一代网络，《纽约时报》的John Markoff将其命名为“ Web 3.0”，Web 3.0目前

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定义，Berners-Lee提出的语义网经常被用作“ Web 3.0”的同义词，

语义网将以类似人类的方式处理内容。广义上讲，Web 3.0应该包含以下特征。

2.3.2. 人工智能的发展障碍

数据隐私与监管

目前以深度学习为主的机器学习技术离不开海量的数据进行学习和推断，因此海量的数

据成为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之一。科技巨头们通过互联网发展期的积

累，获得了海量的数据，随着数据的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日益凸显，这些数据也将逐渐

演变成企业的重要资产和竞争力。

人工智能越是“智能”，就越需要获取、存储、分析更多的个人信息数据，不可避免会涉

及个人隐私保护这一重要伦理问题。今天，各类数据信息采集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几

乎每个人都被置于数字化空间之中，个人隐私极易以数据的形式被存储、复制、传播，

如个人身份信息数据、网络行为轨迹数据以及对数据处理分析形成的偏好信息、预测信

息等。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产品将走进千家万户，在给人们

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轻易获取更多有关个人隐私的数据信息。

进入21世纪，全球范围内很多公司包括互联网巨头先后被曝出数据泄露和滥用，谷歌、

亚马逊、Facebook、苹果等美国互联网公司这两年在欧洲接连因数据隐私、垄断、纳税

等问题受到欧盟的罚款，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也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个人隐私保障的重

要性。世界各国相继推出法案对市场进行进一步规范，中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法案》（GDPR）对个

人信息保护和监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前的大环境下，由于数据隐私和滥用问题，以及数据监管的加强，个人和机构不愿意

共享个人和专业数据，资源有限的AI机构不能获得较大的有效数据集训练更好的模型，

而且如果不定期使用新数据对模型重新训练，那么即使是最好的模型也将过时。因此，

人工智能的重点已经从以AI基础算法为中心的导向，转移到以保障安全及隐私的大数据

架构为中心的导向上。数据的隔离和对数据隐私的保护正成为AI领域的下一个挑战。

训练成本高昂

虽然硬件和软件的进步一直在推动人工智能训练成本每年下降37%，但由于人工智能模型的

规模增长更快（每年10倍），导致人工智能的总训练成本继续攀升。ARK   认为，最先进的

人工智能训练模型成本可能会增加100倍，从目前的大约100万美元到2025年超过1亿美元。

集中化和非民主化

人工智能的民主化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够进行人工智能研究或构建人工智能驱动的产品和

服务，民主化就是在资源和知识方面降低了进入壁垒。这包括：

有权使用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

有权使用算法和模型，且无需高级数学和计算科学技能。

有权使用算法和模型所需的计算资源。

虽然AI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AI的好处并没有得到广泛利用，人工智能还没有实现民主

化，而且有愈加集中的趋势。

大多数人工智能研究由少数科技巨头控制，人工智能的独立开发者没有现成的方法来变

现他们的成果。通常情况下，他们最有利可图的选择是将他们的技术卖给科技巨头之

一，导致技术控制变得更加集中。

少数科技巨头们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垄断了数据上游，获得前所未有的数据，训练高

端AI模型并纳入他们的生态系统，进一步增加用户和其他公司对科技巨头的依赖。除少

数科技巨头外，小型企业、创新企业等其他市场主体很难收集大规模的数据，即使花费

了不菲的代价获得了数据，也缺乏有效的使用场景，并且无法交换，很难精准的对接相

关的AI学习网络。

大多数组织都面临着AI技能和人工智能人才的缺乏，而科技巨头正在战略性地致力于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垄断AI人才，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公司的差距。

2.3.3.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隐私计算

区块链、隐私计算和AI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和作用于数据，这几项技术的结合可以将数据

的利用提高到新的水平，同时可以增强区块链的基础架构并增强AI的潜力。

区块链的共识算法可以帮助去中心化的人工智能系统中的主体协作完成任务。比如，在

智能交通领域，人工智能是无数无人驾驶车辆背后的 "大脑"，这些自主车辆需要相互信

任地合作，才能完成共同的目标。人工智能系统没有机制来确保这些自主车辆之间能够

以可信的方式达成共识。当然，这些自主车辆的协作可以依靠受信任的第三方，这将使

公众面临安全和隐私问题。

人工智能模型需要海量的高质量的数据来训练优化，而数据隐私和监管阻碍了数据的有

效共享。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能实现合规所需的隐私和安全控制，促进数据共享和价

值交换。

人工智能和密码经济学之间的交叉是另一个有趣的领域，区块链与AI结合可以使得数据

货币化，激励更广泛的数据、算法和算力加入，创造更高效的人工智能模型。

区块链可以使AI更加连贯和易于理解，AI训练决策过程中使用的所有数据、变量和过程都

有不可篡改的记录，可进行跟踪和审核。

无处不在的连接（Ubiquitous Connectivity）：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连接任何人任何物，

这种连接是开放的、无需信任的、无需许可的。

语义网络：Web3.0将使用高效的机器学习算法以密码方式连接个人，公司和机器的数

据，并且机器能以类人类的方式理解并智能化处理数据。

智能网络：Web3.0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进化路径，可运行人工智能应用，包括自然语

言处理、机器学习、机器推理和自主代理等。

自我主权（Self Sovereignty）：每个用户都能掌握自己的身份和数据。无需依赖第三方，

个人可以出售或交换他们的数据而不会失去所有权和隐私。

 

Nova Spivack  提出，在即将到来的“智能网络”中，Web服务被连接到自主的智能代理，

在网络上漫游并互动，甚至能与人进行互动，这个过程完全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展开，将

形成庞大的“混合智能”（人类+智能软件）系统，这实际上就是元宇宙（Metaverse）。

网络将变得越来越自治和自组织（意味着网络整体越来越“智能”），随着虚拟高阶认知

和自我意识的出现，相互连接并变得复杂，全球大脑将自组织成全球思维。

2.2. 智能网络的核心技术

Web2.0 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受到三个技术创新的推动：移动互联，社交网络和云计算。而

智能网络的愿景是建立在另外三个技术创新之上：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其无处

不在的性质是由物联网的增长所支撑的，人工智能将成为标记网络内容的重要工具，而

真正的语义网将使AI系统能够以创新的和新颖的方式利用它，区块链等分布式账本技术

将通过促进不同系统、制造商和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和交易。

Web2.0 向智能网络跨越的关键依然是数据隐私保护，数据所有权要真正回归个人。对于

这个问题，隐私计算是新兴的解决方案和技术趋势，Gartner发布的2022年9项重要战略

科技趋势   中，隐私计算赫然在列。隐私计算使得个人数据更加安全和私密，让用户们真

正掌握自己的数据所有权，从根本上来平衡数据安全和数据价值之间的矛盾，彻底解决

数据的安全自由流动。

2.3.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问题

2.3.1.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在过去5到10年，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强势发展产生了海量的数据，芯片处理

能力提升、云服务普及以及硬件价格下降也使得计算力大幅提升，加上广阔的产业及解

决方案市场使得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快速发展，AI早已无处不出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

从行业来看，人工智能已经在医疗，健康，金融，教育，安防等多个垂直领域得到应

用。

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企业组织逐渐认识到人工智能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

并从国家战略和商业活动上涉足人工智能，普华永道关于到 2030 年人工智能    对世界

经济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报告称，到2030年人工智能的出现将为全球GDP带来额外14%的

提升，相当于15.7万亿美元的增长，超过中国和印度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全球人工

智能市场将在未来几年经历现象级的增长。德勤在其2019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   中

推算，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市场将超过6万亿美元，2017-2025年复合增长率达30%。

在主流人工智能领域，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近年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再次点燃

了人们对“类人”AI的希望之火。“图灵测试已被逾越”的宣称以及AlphaGo在围棋人机对

弈中的胜出使得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的讨论成为业界探

讨的热点。苹果，亚马逊，Alphabet，微软和Facebook等科技巨头投入巨资到通用人工

智能研发上，谷歌2014年花费5.4亿美元收购DeepMind，微软2019年向 OpenAI 投资10

亿美元，根据西雅图研究公司Mind Commerce的通用人工智能报告   ，到2023年通用人

工智能的相关投资将达到500亿美元。

根据西雅图研究公司Mind Commerce的通用人工智能报告，到2025年，全球企业应用和

解决方案的通用AI市场将达到38.3亿美元，通用人工智能支持大数据和预测性分析的全

球市场将达到11.8亿美元。到2027年，70%的企业和工业组织将部署AI嵌入式智能机

器，全球经济活动的8%以上将由某种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自主完成，而今天这一比例还不

到1%，超过35%的企业价值将直接或间接归功于通用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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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从WEB2.0到WEBX.0

数据的集中化：Web2.0发展到今天，大型技术和社交媒体公司主导着市场，并掌握着大

量用户的个人数据。

隐私和安全性：随着捕获的数据量的增加，大型数据中心充当了有组织犯罪的温床。

网络规模：随着来自数十亿个连接设备的更大数据集，对现有基础架构的压力将越来越

大。当今的客户端服务器模型运行良好，但不太可能扩展到下一代Web。

对于下一代网络，《纽约时报》的John Markoff将其命名为“ Web 3.0”，Web 3.0目前

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定义，Berners-Lee提出的语义网经常被用作“ Web 3.0”的同义词，

语义网将以类似人类的方式处理内容。广义上讲，Web 3.0应该包含以下特征。

2.3.2. 人工智能的发展障碍

数据隐私与监管

目前以深度学习为主的机器学习技术离不开海量的数据进行学习和推断，因此海量的数

据成为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之一。科技巨头们通过互联网发展期的积

累，获得了海量的数据，随着数据的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日益凸显，这些数据也将逐渐

演变成企业的重要资产和竞争力。

人工智能越是“智能”，就越需要获取、存储、分析更多的个人信息数据，不可避免会涉

及个人隐私保护这一重要伦理问题。今天，各类数据信息采集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几

乎每个人都被置于数字化空间之中，个人隐私极易以数据的形式被存储、复制、传播，

如个人身份信息数据、网络行为轨迹数据以及对数据处理分析形成的偏好信息、预测信

息等。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产品将走进千家万户，在给人们

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轻易获取更多有关个人隐私的数据信息。

进入21世纪，全球范围内很多公司包括互联网巨头先后被曝出数据泄露和滥用，谷歌、

亚马逊、Facebook、苹果等美国互联网公司这两年在欧洲接连因数据隐私、垄断、纳税

等问题受到欧盟的罚款，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也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个人隐私保障的重

要性。世界各国相继推出法案对市场进行进一步规范，中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法案》（GDPR）对个

人信息保护和监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前的大环境下，由于数据隐私和滥用问题，以及数据监管的加强，个人和机构不愿意

共享个人和专业数据，资源有限的AI机构不能获得较大的有效数据集训练更好的模型，

而且如果不定期使用新数据对模型重新训练，那么即使是最好的模型也将过时。因此，

人工智能的重点已经从以AI基础算法为中心的导向，转移到以保障安全及隐私的大数据

架构为中心的导向上。数据的隔离和对数据隐私的保护正成为AI领域的下一个挑战。

训练成本高昂

虽然硬件和软件的进步一直在推动人工智能训练成本每年下降37%，但由于人工智能模型的

规模增长更快（每年10倍），导致人工智能的总训练成本继续攀升。ARK   认为，最先进的

人工智能训练模型成本可能会增加100倍，从目前的大约100万美元到2025年超过1亿美元。

集中化和非民主化

人工智能的民主化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够进行人工智能研究或构建人工智能驱动的产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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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使用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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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科技巨头们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垄断了数据上游，获得前所未有的数据，训练高

端AI模型并纳入他们的生态系统，进一步增加用户和其他公司对科技巨头的依赖。除少

数科技巨头外，小型企业、创新企业等其他市场主体很难收集大规模的数据，即使花费

了不菲的代价获得了数据，也缺乏有效的使用场景，并且无法交换，很难精准的对接相

关的AI学习网络。

大多数组织都面临着AI技能和人工智能人才的缺乏，而科技巨头正在战略性地致力于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垄断AI人才，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公司的差距。

2.3.3.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隐私计算

区块链、隐私计算和AI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和作用于数据，这几项技术的结合可以将数据

的利用提高到新的水平，同时可以增强区块链的基础架构并增强AI的潜力。

区块链的共识算法可以帮助去中心化的人工智能系统中的主体协作完成任务。比如，在

智能交通领域，人工智能是无数无人驾驶车辆背后的 "大脑"，这些自主车辆需要相互信

任地合作，才能完成共同的目标。人工智能系统没有机制来确保这些自主车辆之间能够

以可信的方式达成共识。当然，这些自主车辆的协作可以依靠受信任的第三方，这将使

公众面临安全和隐私问题。

人工智能模型需要海量的高质量的数据来训练优化，而数据隐私和监管阻碍了数据的有

效共享。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能实现合规所需的隐私和安全控制，促进数据共享和价

值交换。

人工智能和密码经济学之间的交叉是另一个有趣的领域，区块链与AI结合可以使得数据

货币化，激励更广泛的数据、算法和算力加入，创造更高效的人工智能模型。

区块链可以使AI更加连贯和易于理解，AI训练决策过程中使用的所有数据、变量和过程都

有不可篡改的记录，可进行跟踪和审核。

无处不在的连接（Ubiquitous Connectivity）：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连接任何人任何物，

这种连接是开放的、无需信任的、无需许可的。

语义网络：Web3.0将使用高效的机器学习算法以密码方式连接个人，公司和机器的数

据，并且机器能以类人类的方式理解并智能化处理数据。

智能网络：Web3.0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进化路径，可运行人工智能应用，包括自然语

言处理、机器学习、机器推理和自主代理等。

自我主权（Self Sovereignty）：每个用户都能掌握自己的身份和数据。无需依赖第三方，

个人可以出售或交换他们的数据而不会失去所有权和隐私。

 

Nova Spivack  提出，在即将到来的“智能网络”中，Web服务被连接到自主的智能代理，

在网络上漫游并互动，甚至能与人进行互动，这个过程完全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展开，将

形成庞大的“混合智能”（人类+智能软件）系统，这实际上就是元宇宙（Metaverse）。

网络将变得越来越自治和自组织（意味着网络整体越来越“智能”），随着虚拟高阶认知

和自我意识的出现，相互连接并变得复杂，全球大脑将自组织成全球思维。

2.2. 智能网络的核心技术

Web2.0 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受到三个技术创新的推动：移动互联，社交网络和云计算。而

智能网络的愿景是建立在另外三个技术创新之上：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其无处

不在的性质是由物联网的增长所支撑的，人工智能将成为标记网络内容的重要工具，而

真正的语义网将使AI系统能够以创新的和新颖的方式利用它，区块链等分布式账本技术

将通过促进不同系统、制造商和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和交易。

Web2.0 向智能网络跨越的关键依然是数据隐私保护，数据所有权要真正回归个人。对于

这个问题，隐私计算是新兴的解决方案和技术趋势，Gartner发布的2022年9项重要战略

科技趋势   中，隐私计算赫然在列。隐私计算使得个人数据更加安全和私密，让用户们真

正掌握自己的数据所有权，从根本上来平衡数据安全和数据价值之间的矛盾，彻底解决

数据的安全自由流动。

2.3.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问题

2.3.1.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在过去5到10年，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强势发展产生了海量的数据，芯片处理

能力提升、云服务普及以及硬件价格下降也使得计算力大幅提升，加上广阔的产业及解

决方案市场使得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快速发展，AI早已无处不出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

从行业来看，人工智能已经在医疗，健康，金融，教育，安防等多个垂直领域得到应

用。

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企业组织逐渐认识到人工智能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

并从国家战略和商业活动上涉足人工智能，普华永道关于到 2030 年人工智能    对世界

经济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报告称，到2030年人工智能的出现将为全球GDP带来额外14%的

提升，相当于15.7万亿美元的增长，超过中国和印度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全球人工

智能市场将在未来几年经历现象级的增长。德勤在其2019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   中

推算，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市场将超过6万亿美元，2017-2025年复合增长率达30%。

在主流人工智能领域，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近年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再次点燃

了人们对“类人”AI的希望之火。“图灵测试已被逾越”的宣称以及AlphaGo在围棋人机对

弈中的胜出使得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的讨论成为业界探

讨的热点。苹果，亚马逊，Alphabet，微软和Facebook等科技巨头投入巨资到通用人工

智能研发上，谷歌2014年花费5.4亿美元收购DeepMind，微软2019年向 OpenAI 投资10

亿美元，根据西雅图研究公司Mind Commerce的通用人工智能报告   ，到2023年通用人

工智能的相关投资将达到500亿美元。

根据西雅图研究公司Mind Commerce的通用人工智能报告，到2025年，全球企业应用和

解决方案的通用AI市场将达到38.3亿美元，通用人工智能支持大数据和预测性分析的全

球市场将达到11.8亿美元。到2027年，70%的企业和工业组织将部署AI嵌入式智能机

器，全球经济活动的8%以上将由某种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自主完成，而今天这一比例还不

到1%，超过35%的企业价值将直接或间接归功于通用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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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从WEB2.0到WEBX.0

数据的集中化：Web2.0发展到今天，大型技术和社交媒体公司主导着市场，并掌握着大

量用户的个人数据。

隐私和安全性：随着捕获的数据量的增加，大型数据中心充当了有组织犯罪的温床。

网络规模：随着来自数十亿个连接设备的更大数据集，对现有基础架构的压力将越来越

大。当今的客户端服务器模型运行良好，但不太可能扩展到下一代Web。

对于下一代网络，《纽约时报》的John Markoff将其命名为“ Web 3.0”，Web 3.0目前

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定义，Berners-Lee提出的语义网经常被用作“ Web 3.0”的同义词，

语义网将以类似人类的方式处理内容。广义上讲，Web 3.0应该包含以下特征。

2.3.2. 人工智能的发展障碍

数据隐私与监管

目前以深度学习为主的机器学习技术离不开海量的数据进行学习和推断，因此海量的数

据成为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之一。科技巨头们通过互联网发展期的积

累，获得了海量的数据，随着数据的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日益凸显，这些数据也将逐渐

演变成企业的重要资产和竞争力。

人工智能越是“智能”，就越需要获取、存储、分析更多的个人信息数据，不可避免会涉

及个人隐私保护这一重要伦理问题。今天，各类数据信息采集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几

乎每个人都被置于数字化空间之中，个人隐私极易以数据的形式被存储、复制、传播，

如个人身份信息数据、网络行为轨迹数据以及对数据处理分析形成的偏好信息、预测信

息等。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产品将走进千家万户，在给人们

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轻易获取更多有关个人隐私的数据信息。

进入21世纪，全球范围内很多公司包括互联网巨头先后被曝出数据泄露和滥用，谷歌、

亚马逊、Facebook、苹果等美国互联网公司这两年在欧洲接连因数据隐私、垄断、纳税

等问题受到欧盟的罚款，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也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个人隐私保障的重

要性。世界各国相继推出法案对市场进行进一步规范，中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法案》（GDPR）对个

人信息保护和监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前的大环境下，由于数据隐私和滥用问题，以及数据监管的加强，个人和机构不愿意

共享个人和专业数据，资源有限的AI机构不能获得较大的有效数据集训练更好的模型，

而且如果不定期使用新数据对模型重新训练，那么即使是最好的模型也将过时。因此，

人工智能的重点已经从以AI基础算法为中心的导向，转移到以保障安全及隐私的大数据

架构为中心的导向上。数据的隔离和对数据隐私的保护正成为AI领域的下一个挑战。

训练成本高昂

虽然硬件和软件的进步一直在推动人工智能训练成本每年下降37%，但由于人工智能模型的

规模增长更快（每年10倍），导致人工智能的总训练成本继续攀升。ARK   认为，最先进的

人工智能训练模型成本可能会增加100倍，从目前的大约100万美元到2025年超过1亿美元。

集中化和非民主化

人工智能的民主化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够进行人工智能研究或构建人工智能驱动的产品和

服务，民主化就是在资源和知识方面降低了进入壁垒。这包括：

有权使用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

有权使用算法和模型，且无需高级数学和计算科学技能。

有权使用算法和模型所需的计算资源。

虽然AI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AI的好处并没有得到广泛利用，人工智能还没有实现民主

化，而且有愈加集中的趋势。

大多数人工智能研究由少数科技巨头控制，人工智能的独立开发者没有现成的方法来变

现他们的成果。通常情况下，他们最有利可图的选择是将他们的技术卖给科技巨头之

一，导致技术控制变得更加集中。

少数科技巨头们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垄断了数据上游，获得前所未有的数据，训练高

端AI模型并纳入他们的生态系统，进一步增加用户和其他公司对科技巨头的依赖。除少

数科技巨头外，小型企业、创新企业等其他市场主体很难收集大规模的数据，即使花费

了不菲的代价获得了数据，也缺乏有效的使用场景，并且无法交换，很难精准的对接相

关的AI学习网络。

大多数组织都面临着AI技能和人工智能人才的缺乏，而科技巨头正在战略性地致力于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垄断AI人才，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公司的差距。

2.3.3.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隐私计算

区块链、隐私计算和AI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和作用于数据，这几项技术的结合可以将数据

的利用提高到新的水平，同时可以增强区块链的基础架构并增强AI的潜力。

区块链的共识算法可以帮助去中心化的人工智能系统中的主体协作完成任务。比如，在

智能交通领域，人工智能是无数无人驾驶车辆背后的 "大脑"，这些自主车辆需要相互信

任地合作，才能完成共同的目标。人工智能系统没有机制来确保这些自主车辆之间能够

以可信的方式达成共识。当然，这些自主车辆的协作可以依靠受信任的第三方，这将使

公众面临安全和隐私问题。

人工智能模型需要海量的高质量的数据来训练优化，而数据隐私和监管阻碍了数据的有

效共享。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能实现合规所需的隐私和安全控制，促进数据共享和价

值交换。

人工智能和密码经济学之间的交叉是另一个有趣的领域，区块链与AI结合可以使得数据

货币化，激励更广泛的数据、算法和算力加入，创造更高效的人工智能模型。

区块链可以使AI更加连贯和易于理解，AI训练决策过程中使用的所有数据、变量和过程都

有不可篡改的记录，可进行跟踪和审核。

无处不在的连接（Ubiquitous Connectivity）：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连接任何人任何物，

这种连接是开放的、无需信任的、无需许可的。

语义网络：Web3.0将使用高效的机器学习算法以密码方式连接个人，公司和机器的数

据，并且机器能以类人类的方式理解并智能化处理数据。

智能网络：Web3.0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进化路径，可运行人工智能应用，包括自然语

言处理、机器学习、机器推理和自主代理等。

自我主权（Self Sovereignty）：每个用户都能掌握自己的身份和数据。无需依赖第三方，

个人可以出售或交换他们的数据而不会失去所有权和隐私。

 

Nova Spivack  提出，在即将到来的“智能网络”中，Web服务被连接到自主的智能代理，

在网络上漫游并互动，甚至能与人进行互动，这个过程完全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展开，将

形成庞大的“混合智能”（人类+智能软件）系统，这实际上就是元宇宙（Metaverse）。

网络将变得越来越自治和自组织（意味着网络整体越来越“智能”），随着虚拟高阶认知

和自我意识的出现，相互连接并变得复杂，全球大脑将自组织成全球思维。

2.2. 智能网络的核心技术

Web2.0 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受到三个技术创新的推动：移动互联，社交网络和云计算。而

智能网络的愿景是建立在另外三个技术创新之上：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其无处

不在的性质是由物联网的增长所支撑的，人工智能将成为标记网络内容的重要工具，而

真正的语义网将使AI系统能够以创新的和新颖的方式利用它，区块链等分布式账本技术

将通过促进不同系统、制造商和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和交易。

Web2.0 向智能网络跨越的关键依然是数据隐私保护，数据所有权要真正回归个人。对于

这个问题，隐私计算是新兴的解决方案和技术趋势，Gartner发布的2022年9项重要战略

科技趋势   中，隐私计算赫然在列。隐私计算使得个人数据更加安全和私密，让用户们真

正掌握自己的数据所有权，从根本上来平衡数据安全和数据价值之间的矛盾，彻底解决

数据的安全自由流动。

2.3.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问题

2.3.1.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在过去5到10年，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强势发展产生了海量的数据，芯片处理

能力提升、云服务普及以及硬件价格下降也使得计算力大幅提升，加上广阔的产业及解

决方案市场使得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快速发展，AI早已无处不出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

从行业来看，人工智能已经在医疗，健康，金融，教育，安防等多个垂直领域得到应

用。

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企业组织逐渐认识到人工智能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

并从国家战略和商业活动上涉足人工智能，普华永道关于到 2030 年人工智能    对世界

经济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报告称，到2030年人工智能的出现将为全球GDP带来额外14%的

提升，相当于15.7万亿美元的增长，超过中国和印度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全球人工

智能市场将在未来几年经历现象级的增长。德勤在其2019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   中

推算，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市场将超过6万亿美元，2017-2025年复合增长率达30%。

在主流人工智能领域，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近年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再次点燃

了人们对“类人”AI的希望之火。“图灵测试已被逾越”的宣称以及AlphaGo在围棋人机对

弈中的胜出使得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的讨论成为业界探

讨的热点。苹果，亚马逊，Alphabet，微软和Facebook等科技巨头投入巨资到通用人工

智能研发上，谷歌2014年花费5.4亿美元收购DeepMind，微软2019年向 OpenAI 投资10

亿美元，根据西雅图研究公司Mind Commerce的通用人工智能报告   ，到2023年通用人

工智能的相关投资将达到500亿美元。

根据西雅图研究公司Mind Commerce的通用人工智能报告，到2025年，全球企业应用和

解决方案的通用AI市场将达到38.3亿美元，通用人工智能支持大数据和预测性分析的全

球市场将达到11.8亿美元。到2027年，70%的企业和工业组织将部署AI嵌入式智能机

器，全球经济活动的8%以上将由某种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自主完成，而今天这一比例还不

到1%，超过35%的企业价值将直接或间接归功于通用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图4: 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成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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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化，激励更广泛的数据、算法和算力加入，创造更高效的人工智能模型。

区块链可以使AI更加连贯和易于理解，AI训练决策过程中使用的所有数据、变量和过程都

有不可篡改的记录，可进行跟踪和审核。

无处不在的连接（Ubiquitous Connectivity）：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连接任何人任何物，

这种连接是开放的、无需信任的、无需许可的。

语义网络：Web3.0将使用高效的机器学习算法以密码方式连接个人，公司和机器的数

据，并且机器能以类人类的方式理解并智能化处理数据。

智能网络：Web3.0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进化路径，可运行人工智能应用，包括自然语

言处理、机器学习、机器推理和自主代理等。

自我主权（Self Sovereignty）：每个用户都能掌握自己的身份和数据。无需依赖第三方，

个人可以出售或交换他们的数据而不会失去所有权和隐私。

 

Nova Spivack  提出，在即将到来的“智能网络”中，Web服务被连接到自主的智能代理，

在网络上漫游并互动，甚至能与人进行互动，这个过程完全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展开，将

形成庞大的“混合智能”（人类+智能软件）系统，这实际上就是元宇宙（Metaverse）。

网络将变得越来越自治和自组织（意味着网络整体越来越“智能”），随着虚拟高阶认知

和自我意识的出现，相互连接并变得复杂，全球大脑将自组织成全球思维。

2.2. 智能网络的核心技术

Web2.0 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受到三个技术创新的推动：移动互联，社交网络和云计算。而

智能网络的愿景是建立在另外三个技术创新之上：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其无处

不在的性质是由物联网的增长所支撑的，人工智能将成为标记网络内容的重要工具，而

真正的语义网将使AI系统能够以创新的和新颖的方式利用它，区块链等分布式账本技术

将通过促进不同系统、制造商和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和交易。

Web2.0 向智能网络跨越的关键依然是数据隐私保护，数据所有权要真正回归个人。对于

这个问题，隐私计算是新兴的解决方案和技术趋势，Gartner发布的2022年9项重要战略

科技趋势   中，隐私计算赫然在列。隐私计算使得个人数据更加安全和私密，让用户们真

正掌握自己的数据所有权，从根本上来平衡数据安全和数据价值之间的矛盾，彻底解决

数据的安全自由流动。

2.3.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问题

2.3.1.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在过去5到10年，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强势发展产生了海量的数据，芯片处理

能力提升、云服务普及以及硬件价格下降也使得计算力大幅提升，加上广阔的产业及解

决方案市场使得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快速发展，AI早已无处不出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

从行业来看，人工智能已经在医疗，健康，金融，教育，安防等多个垂直领域得到应

用。

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企业组织逐渐认识到人工智能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

并从国家战略和商业活动上涉足人工智能，普华永道关于到 2030 年人工智能    对世界

经济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报告称，到2030年人工智能的出现将为全球GDP带来额外14%的

提升，相当于15.7万亿美元的增长，超过中国和印度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全球人工

智能市场将在未来几年经历现象级的增长。德勤在其2019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   中

推算，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市场将超过6万亿美元，2017-2025年复合增长率达30%。

在主流人工智能领域，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近年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再次点燃

了人们对“类人”AI的希望之火。“图灵测试已被逾越”的宣称以及AlphaGo在围棋人机对

弈中的胜出使得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的讨论成为业界探

讨的热点。苹果，亚马逊，Alphabet，微软和Facebook等科技巨头投入巨资到通用人工

智能研发上，谷歌2014年花费5.4亿美元收购DeepMind，微软2019年向 OpenAI 投资10

亿美元，根据西雅图研究公司Mind Commerce的通用人工智能报告   ，到2023年通用人

工智能的相关投资将达到500亿美元。

根据西雅图研究公司Mind Commerce的通用人工智能报告，到2025年，全球企业应用和

解决方案的通用AI市场将达到38.3亿美元，通用人工智能支持大数据和预测性分析的全

球市场将达到11.8亿美元。到2027年，70%的企业和工业组织将部署AI嵌入式智能机

器，全球经济活动的8%以上将由某种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自主完成，而今天这一比例还不

到1%，超过35%的企业价值将直接或间接归功于通用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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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什么是PlatON 2.0

3.1. PlatON的使命与目标

PlatON结合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协作式隐私人工智能网络和全

球大脑，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民主化并建立安全的通用人工智能。

建立自主AI代理及其协作所需的基础设施，促进高级人工智能的涌现和进化，探索通往

通用人工智能的道路。

通过我们去中心化网络和开源软件工具，使任何人都能获得人工智能的力量，让AI技术

更好的服务于大众。

为了实现长远的目标，整体分三个阶段目标来实现：

去中心化的隐私计算网络，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共享和隐私计算基础网络，连接数

据所有者、数据使用者、算法开发者和算力提供者。

去中心化的人工智能市场，实现AI资产的共建共享、敏捷的智能应用开发，提供从AI算

力、算法到AI能力及其生产、部署、集成的全流程产品和服务。

去中心化的AI协作网络，允许AI进行大规模合作，汇集了集体智慧来执行复杂的AI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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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隐私人工智能网络

3.2.1. 隐私人工智能网络的分层与递进

 

整个隐私AI网络分为三层：

Layer1：共识网络

共识网络就是区块链节点构成的去中心化区块链网络，区块链节点之间通过P2P协议连

接，在不需要信任任何人的环境下通过共识协议可协商一致。在区块链网络上，可执行

智能合约，但是由于性能和交易成本的限制，智能合约不支持过于复杂的计算逻辑，且

只能访问链上的数据，存储的数据也有限。

在区块链上，每个参与者都能拥有完整的数据副本，所有交易数据公开透明，因此原生

区块链技术不具备隐私保护能力。通过在共识网络上叠加基于同态加密、零知识证明、

TEE等技术的隐私计算协议，链上数据和计算的隐私可以得到保护。

Layer2：隐私计算网络

图5 隐私人工智能网络分层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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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基本要素是数据、算法和算力，数据节点和计算节点可通过P2P协议连接到隐私

计算网络，发布数据和算力，利用数据和算力可对算法进行计算。通过区块链上的智能

合约，可构建数据、算法和算力的去中心化的共享和交易市场，基于区块链上的密码经

济学，可将数据、算力、算法货币化，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更多的数据、算法和

算力加入网络。

隐私计算网络可隐私地执行共识网络上的智能合约，也可运行流行的深度学习框架。

隐私保护计算网络中的数据一般保存在本地，通过安全多方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进行

协同计算，数据可用不可见。不仅仅数据的隐私得到保护，计算结果如训练完成的AI模

型的隐私也能得到保护。

Layer3：协同AI网络 

利用隐私计算网络的数据集和计算资源，可以训练出AI模型，这些AI模型可以部署在AI网

络中，并通过AI代理对外进行服务，形成AI服务市场。通过多代理系统（Multi Agent 

System）等技术，可运行AI代理进行通信和协同，创建越来越多的创新AI服务，并实现

AI DAO，形成自治的AI网络。

3.2.2. 隐私AI网络技术栈

根据隐私AI的基本要素和依赖的技术，隐私AI网络的技术栈如上图，我们试图将相关的区

块链项目归类到某个技术领域，可能部分项目不是很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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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隐私人工智能网络技术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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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业界有不少项目试图将区块链、隐私计算和人工智能结合，有些将隐私计算和区

块链结合增强区块链隐私保护和计算能力，有些将区块链和AI结合形成AI市场，有些利用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构建算力和数据市场，虽然看起来数量较多，但是都只能零散地满足

隐私AI的部分需求，且不能有机结合起来，还没有形成成熟的隐私AI生态。

Layer1：共识网络

Layer1是区块链基础协议，核心是共识和智能合约，Layer1是去中心化计算的基础，智

能合约就是简单的计算模式，某种意义上是一种Serverless。实现Layer1的区块链项目很

多，基本都是以太坊模式，去中心化计算的包括Ethereum、Eos、Cosmos、Polkad-

ot、Algorand、Dfinity、Solana、Near等等。

在Layer1上，实现链上隐私的方式主要是采用零知识证明、同态加密等密码学技术对区

块链数据进行加密，包括隐私交易和智能合约中的数据隐私，比如Monero、Zcash、

Manta，以及基于其他Layer1网络的Aztec和Raze Framework。

Layer2：隐私计算网络

Enigma、Oasis、Phala和OpenMined都是提供安全计算方案，Enigma、Oasis和Phala

针对普通计算，OpenMinded重点关注隐私机器学习。Enigma、Oasis和Phala采用基于

TEE的机密计算方案，OpenMinded主要使用由谷歌倡导的联邦学习和由苹果倡导的差分

隐私。Algorithmia项目借助区块链实现了交互式机器学习模型市场，实际上是通过智能

合约实现的模型交易。

数据

Ocean和Computable Labs在努力建立数据市场协议。Snips正在使用密码经济学来激励人

们参与生成AI训练所需要的数据。Gems和Effect.AI也在构建众包市场，使用密码经济学激

励人们完成数据标注工作。

算力

最近人工智能领域的许多进展都是由计算能力的大规模提升所推动的，这既是由于更好

地利用了现有的硬件，也是由于专门为人工智能建立了新的高性能硬件（如谷歌TPU

等）。

DeepBrain旨在分享世界各地的闲置计算资源，Akash、Golem也是类似，计划实现去中

心化的算力网络，但DeepBrain更具体地专注于人工智能所需的计算能力。

Starkware、zkSync都是以太坊的zkRollup扩容方案，主要用于在以太坊上扩展支付和智

能合约。LoopRing、Hermez也是zkRollup扩容方案，专注于在以太坊上扩展支付和代

币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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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为了让去中心化的计算网络发挥作用，必须保证个人和机构提供的任何数据都是以完全隐

私的方式处理。

Enigma、Oasis、Phala和OpenMined都是提供安全计算方案，Enigma、Oasis和Phala

针对普通计算，OpenMinded重点关注隐私机器学习。Enigma、Oasis和Phala采用基于

TEE的机密计算方案，OpenMinded主要使用由谷歌倡导的联邦学习和由苹果倡导的差分

隐私。Algorithmia项目借助区块链实现了交互式机器学习模型市场，实际上是通过智能

合约实现的模型交易。

Layer3：协同AI网络

隐私计算网络给人工智能提供了所需的三个关键要素：数据、模型和计算能力，形成去

中心化的人工智能市场，这将有助于创造更好的人工智能。人们提供他们的数据，开发

人员竞争提供最好的机器学习模型，整个系统作为一个自我强化的网络，吸引越来越多

的参与者并创造越来越好人工智能。

进一步考虑，通过去中心化的人工智能市场，人工智能继续蓬勃发展并加速发展。我们

将有能力为几乎每项任务创建许多类型的人工智能。这些人工智能机器人需要一个有效

的组织模型来帮助它们以透明的方式合作。Fetch致力于构建网络以构建自主经济代理

（Autonomous Economic Agent， AEA）并让它们以有组织的方式合作，自主经济代理

是一个软件实体，能够在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下执行行动，它们可以智能搜索其他自主

经济代理并与之交互。SingularityNET是另一个非常雄心勃勃、复杂的项目，Singulari-

tyNET旨在成为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工具联网的领先协议，以形成跨垂直市场的高效应

用，最终产生协调的人工通用智能。目前SingularityNET平台主要是为开发者提供了一个

商业启动平台，开发人员可以在网络上推出他们的人工智能服务，在那里他们可以与其

他人工智能服务和付费用户进行互操作。Botchain项目是一个给自主人工智能代理给提

供身份认证的系统。

比自主人工智能代理合作更进一步的是，整个网络完全自主运行，由人工智能提供支

持。这就是人工智能支持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AI DAO”，它可以是一个完全由人工智能

运行的去中心化组织，没有或只有有限的人为干预。这个领域的许多公司都有雄心勃勃

的计划，但实际都在概念阶段。



3.2.3. PlatON的定位与竞争分析

首先，PlatON是一条底层公链，在去中心化、安全性、性能、智能合约开发等方面不逊

于任何主流公链比如Ethereum、Eos、Cosmos、Polkadot、Algorand、Dfinity、Sola-

na、Near等等。这些公有链主要以构建WEB3网络基础设施、去中心化应用平台为目

标，而PlatON是构建隐私保护计算网络以及人工智能协作网络，主要应用是人工智能的

训练和服务，以及自主代理。

PlatON项目重点关注隐私计算跟AI的结合，相比其他几个具有隐私计算特色的的公链项

目（包括Enigma、Oasis以及Phala等）：

PlatON采用的隐私技术路线不一样，PlatON采用基于密码学的安全多方计算技术，而

Oasis、Enigma和Phala则主要采用TEE技术。PlatON还是独立的完备的区块链网络。

PlatON支持更复杂的机器学习的隐私计算，PlatON也将面向AI提供专用的隐私计算加速

硬件。

PlatON更聚焦于AI模型的隐私训练和AI代理的构建，以及AI代理的互操作，而不仅仅是

区块链网络的layer2计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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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PlatON竞争分析

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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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PlatON的核心技术特征

PlatON综合使用了区块链、隐私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具有以下优势：

去中心化

任何用户、节点无需许可都可以连接到网络，结合去中心化数字身份（DID）认证和授

权，全球范围内任何数据、算法和算力进行安全的共享，连接和交易，人人可开发和使

用人工智能。

隐私保护

基于MPC、同态、零知识证明等现代密码学的隐私计算技术，提供了计算的全新范式，

使数据和模型可用而不可见，让隐私得以完备的保护，数据权利得以保障。

高性能共识

通过Pipeline验证、并行验证、聚合签名等优化，实现高性能异步BFT共识，并使用形式

化验证方法证明其安全性、活性和快速响应性。

低训练成本

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和算力，训练成本高昂，OpenAI 花费了1200万美元来训练

它的 GPT-3语言模型，而云计算和数据往往被科技巨头寡头垄断，更加剧了人工智能的

训练成本。

借助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

任何人都能够在安全且无摩擦的市场中共享计算资源，真正降低边际成本，大幅度地降

低社会的计算成本。

实现安全的数据共享，促进数据的合规流通，打破数据垄断，通过去中心化累积比科技

巨头数量更多，质量更好，成本更低的数据。

低开发门槛

可视化AI模型开发及调试，自动化机器学习（AutoML），通过MLOps简化AI模型从模型

开发、训练到部署的全流程管理流程，降低AI模型的开发门槛，提高开发效率。AI服务能

自动发现、组合、协作，通过更高级的自动编程形式，创建越来越多的创新AI服务。

监管合规

AI训练决策过程中使用的所有数据、变量和过程都有不可篡改的记录，可进行跟踪和审

核。隐私保护技术的使用使得数据的使用满足被遗忘权、可携带权、有条件授权和最小

化采集等监管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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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PlatON2.0的技术架构

4.1. 整体技术架构
 

PlatON并不试图实现整个隐私AI技术栈，重点关注隐私计算跟AI的结合，整体架构如上

图，以下分模块详细介绍。

 

4.2. 隐私AI开发框架Rosetta

图8 隐私AI开发框架Ros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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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PlatON整体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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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tta旨在为人工智能提供保护隐私的解决方案，而不需要密码学、联邦学习和可信执

行环境方面的专业知识。

 

Rosetta集成了主流的隐私保护计算技术，包括密码学、联邦学习和可信执行环境，并提

供隐私统计分析算法库，回归、决策树、聚类等隐私机器学习算法库，以及CNN、RNN

等隐私深度学习算法库。

Rosetta可以跟TensorFlow、Pytorch、Spark、Flink等主流机器学习和AI框架结合，目

前Rosetta实现了跟TensorFlow的结合，并重用了TensorFlow的API，允许以最小的改动

将传统的TensorFlow代码转移到隐私保护的方式。

4.3. Layer1及其隐私协议

 

现有的公链不能很好地满足隐私计算及AI的计算需求，因此，PlatON还是有必要实现完

整的Layer1基础协议，深度适配隐私计算及AI。

P2P网络

PlatON已经实现的P2P基础协议，主要用于节点发现和连接。作为去中心化的计算网

络，还需要发现和使用数据和算力资源，以及AI模型服务的发现和透明调用，这些功能

都会在PlatON2.0中通过RELOAD协议来实现。

图9 PlatON的layer1及其上的隐私协议

状态转换器（虚拟机）

普通智能合约

隐私智能合约

零知识证明开发库

Giskard共识 PPoS经济激励

EVM虚拟机 WASM虚拟机

P2P网络 (RELOAD扩展协议，资源定位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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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kard共识

Giskard是BFT类的共识，包含多个方面的优化，在降低复杂度的同时通过并行进一步提

高吞吐量，具有高性能、低延迟的优势。

三阶段Pipeline验证：一个区块经过一轮投票达成后即可进入下一个区块的共识，经过三

个区块投票达成可最终确认。

并行出块和验证：将出块与确认分离，在Prepare、Pre-Commit和Commit阶段进行并

行处理。

通信优化：采用聚合签名减少通信量，也提供基于Leader的优化版本，进一步降低通信

复杂度。

视图切换优化：将视图切换流程整合到正常流程，无需独立的视图切换流程。

PPoS经济模型

PPoS采用Staking经济模型，每个LAT持有者都能参与PPoS。任何一个节点锁定超过一

个事先确定的最低数量LAT进行质押，即成为备选节点候选人，其他LAT持有者可以锁定

并委托LAT给备选节点候选人，质押和委托LAT总量最高的前若干位候选人成为备选节

点。采用VRF从备选节点随机选出验证节点后，验证节点可参与出块与共识。验证节点

可获得区块奖励和交手续费，验证节点、没有被选为验证节点的备选节点与其支持者按

照事先约定分享Staking奖励。

双虚拟机支持

PlatON同时支持EVM和WASM虚拟机，兼容以太坊的Solidity合约，以太坊上的智能合

约稍作调整即可移植到PlatON。

隐私智能合约

EVM和WASM虚拟机底层均内置隐私算法（包括同态加密和零知识证明），开发者可直

接在智能合约中集成这些算法，保护合约内的数据隐私。基于隐私算法，PlatON制定了

隐私代币合约的标准及参考实现，该标准提供了铸币，销毁，与标准代币进行交互，实

现将标准代币转账进行匿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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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隐私计算网络Metis

Metis以去中心化方式聚集计算所需的数据、算法和算力，创造安全的隐私计算范式。

去中心化调度

Layer2的底层网络实现RELOAD协议，数据节点、计算节点通过P2P协议连接，并通过

RELOAD的资源发现协议进行数据、算力资源的发布、发现、定位和调度。

数据服务

数据主体可以在本地启动数据节点，也可以将数据加密托管到数据节点。在接受到计算请

求时，数据节点采用秘密分享对数据分片，并分发给随机挑选的计算节点进行安全多方计

算。计算任务和选取计算节点需要在多个数据节点间通过共识确认。数据节点也可以通过

同态加密将数据加密，分发给计算节点进行外包计算，并使用可验证计算算法对返回的计

算结果和计算证明进行验证。

计算服务

Metis支持两类不同的隐私计算：

安全多方计算

计算节点之间采用安全多方计算协议进行隐私计算，计算结果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返回

给计算结果方，如果是AI模型训练，训练完成的AI模型可以部署到Layer3的AI网络，成为

其上的AI代理，并通过RELOAD网络发布服务。

图10 隐私计算网络Metis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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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外包计算

如果用户有自己的数据和算法，但是没有足够的算力，可将自己的数据（同态加密后）和

算法交给第三方计算节点进行外包计算。可将数据和算法分发给多个计算节点进行并行计

算，计算任务可根据数据或模型进行分解。计算节点计算完成后，返回计算结果和计算证

明，可验证计算的正确性。

区块链平台

通过区块链的经济激励和智能合约，在区块链网络上建立去中心化的数据、算力和模型交

易市场。实现隐私保护计算经济模型，将数据、算力资源资产化和货币化，为保证数据和

计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经济模型包含Staking和处罚机制。隐私保护计算使用的所有数

据、变量和过程都有不可篡改的记录，可进行跟踪和审核。

使用去中心化身份（Decentralized Identity,DID）方案，实现去中心化的节点和资源的身份

验证和授权，包括数据的确权和使用授权。DID是指一套完全去中心化的，允许我们个人或

自己的组织能够完全拥有对自己数字身份及其数据的所有权、管理权和控制权的身份。

4.5. 隐私AI服务平台Moirae

 

Moirae实现去中心化的人工智能“云”平台，一方面面向开发者提供一站式AI开发平台，提

供一站式全方位的建模流程，帮助用户快速创建和部署模型，管理全周期AI工作流；另一

方面也是一个开放人工智能市场，开发人员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训练数据集训练模型，推出

人工智能模型，可以与其他人工智能模型和付费用户进行交互。

图11 隐私AI服务平台Moirae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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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AI开发平台

全方位的建模流程

集数据导入、数据处理、模型开发、模型训练、模型评估、服务上线等功能于一体，提供

一站式全方位的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建模流程，快速打造智能业务。为机器学习与深度学

习提供可视化低代码的开发工具、自动化模型生成，以及持续训练和部署，降低开发者门

槛，帮助用户快速创建和部署模型，管理全周期AI工作流。

分布式模型训练和服务托管

Metis提供分布全球的算力，在AI计算层面支持GPU、FPGA等多种芯片架构，形成异构

AI计算平台。AI开发者可以低成本地直接提交进行数据预处理、特征工程、模型训练等计

算任务，计算资源按需自动调度。

Moirae提供服务托管能力，训练成功的模型可直接在网络上部署，模型可部署到某个单

独的网络节点，也可以分片部署在多个网络节点，多个节点通过安全多方计算协议进行

预测。

开放人工智能市场

数据市场

Moirae建立一个基于零知识证明和公平交换协议（fair exchange protocol）的数据交换

协议，通过这个协议，训练数据集可以公平交易，没有一方可以通过提前退出或其他不

当行为获得优势。训练数据集不是明文交换的，而是通过安全多方计算协议参与到模型

训练。

AI开发者可以在数据市场主动搜索训练数据集，也可以发布模型，让其他人提供数据以

合作训练模型。为保护数据的隐私安全，数据需获得授权并通过隐私外包计算或安全多

方计算协议进行模型训练。

数据市场通过密码经济学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数据的提交，以提高模型的准确性。为保

证数据的有效性，数据提供者需要进行质押，并在验证为不良数据时进行处罚。

预测市场

训练成功的模型可直接在网络上部署并对外提供预测服务，预测服务信息注册在智能合

约中，可供付费用户搜索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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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协同AI网络Horae
 

对于想通过网络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的开发者来说，最关键的组件是服务节点，它是一个

AI模型的执行容器，可托管多个AI模型并对外提供AI服务。考虑到网络冗余和容错，AI模

型一般可托管到多个服务节点，并且可以在服务节点间迁移。

注册节点和评估节点构成智能搜索网络，进行AI服务和代理的搜索和交互。AI服务和代理

将其文本描述和标签登记到注册节点，以便用户发现它们的服务、定价、地址等信息，

并调用它们。评估节点对AI服务和代理进行服务测试、评估和评级，通过共识算法建立

一个信誉评分系统，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搜索和推荐，使得其他用户能够迅速和容易地查

询AI服务和代理。评估的效果可以通过基于历史数据训练的机器学习算法来提高，比如

成功的查询和交互。使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搜索，用户能够识别潜在的AI服务和代理。

Horae旨在利用自组织的群体智能来创造一个大于其各部分之和的整体。自主代理不仅仅

是存在于数字世界，也可以作为数字世界与真实世界的桥梁，连接到人类、IoT设备和外

部IT系统。每个自主代理是独立运行的守护进程，各自追求自己相对简单的目标，但在

它们的互动中将产生更复杂的目标，生成更智能的高阶代理。

为了使AI代理真正自主，它们需要了解如何相互交谈，而不仅仅是知道相应的通信协议。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和流程挖掘（Process mining）技术的

应用，使得自主代理能理解用自然语言描述的任务，发展真正的自主性。

图12 协同AI网络Horae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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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PlatON 2.0的应用与生态

PlatON正在努力将这一既定研究领域的成果应用到金融、医药、智能城市和物联网应用

等新领域。

5.1. 人工智能预言机

区块链中的预言机是一种将区块链与外部资源连接起来的中间件。现有的区块链预言机
主要还是从其他数据源收集数据并映射到链上智能合约（比如price feed），或者允许智
能合约调用外部 API 来为区块链提供更多功能，但还仅限于外部数据获取接口。

由于人工智能模型很难给出确定性的结果（如人脸识别），且算法复杂度高，数据规模
大，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无法在内部运行人工智能模型，将人工智能模型集成到智能合
约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通过预言机，可以将PlatON网络中的人工智能服务聚合并连接到智能合约。PlatON很容
易扩展为人工智能预言机：

提供开放的人工智能市场，用户可以访问、查找和选择来自世界各地不同供应商的不断
增加的AI算法和模型。

基于机器学习对人工智能服务测试、评估和评级，可保证人工智能服务的可信任和安全
性。

使用PlatON的SDK，可轻松实现预言机代理，智能搜索访问网络中的人工智能服务。

以下是使用 AI 使智能合约更智能的几个用例：

基于生物识别方法的识别，例如人脸和指纹，使得区块链用户可以使用生物特征来控制
账户，而不是使用私钥。

基于价格预测和人工智能策略的自动交易，可根据投资回报率、风险评分和价格预测指
标优化策略。

智能合约根据用户的信用评分决定贷款。

检查供应链中的产品是否为假冒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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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游戏

随着游戏产业的发展和人们对沉浸式体验或个性化的追求，越来越多的游戏采用“开放”

的设定，玩家有创造独特内容的自由，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属于玩家的私有财产，某些类

型的游戏也探索利用玩家自身的隐私数据（如人体数据，地理位置，社交关系等），严

肃游戏更是模糊了游戏与一般App的界限。

私有虚拟作品的交易，基于隐私的游戏智能体训练，对真实数据的挖掘等等这些，都需

要一种安全放心的技术或机制来完成，这就需要像PlatON这样的技术和平台。基于

PlatON，可以给游戏带来更多创新的玩法和有效的运营手段：

统一游戏内虚拟货币，甚至跨游戏

独特的个性化的虚拟资产交易

分布式游戏数据收集与bot AI训练

跨游戏运营数据分析

跨游戏付费习惯分析

举一个具体的隐私AI在游戏中的应用案例。

某location-based AR游戏，类似于宝可梦(Pokemon)，玩家可以在现实中的地方抓捕不

同的精灵或者获得不同的道具，不同之处是这些地方可以是各种真实的商家，如湘菜馆

可以提供火系精灵，东北菜馆里的精灵可能带冰冻技能，在运动服装店可以买套装，生

活超市可以提供一些消耗品的补给，游乐场可以提供刷boss副本，等等。如果你在店内

真实消费(扫为商家生成的二维码)，那么可以提高抓捕概率或属性值会稍高一些或更便

宜。甚至同一街区的商家可以联合起来，为玩家提供一条流畅的打怪升级体验，吸引更

多更远的玩家跑过来，商家也增加了客户和消费。

在这个游戏中，精灵和道具可以不只是系统生成的，真实世界中的商家可以影响它们的

各种属性。对于商家和游戏厂商来说，都是找自己潜在的客户，游戏厂商希望在商家的

客户里面找到可能的玩家，商家希望游戏把玩家引导过去增加消费。显然双方都希望合

作但又不希望把自己的客户资料拿出来。这时隐私AI的作用就来了，商家和游戏厂商可

以联合训练一个模型，并根据模型的推理结果对玩家进行引导和推荐 (根据玩家的物理距

离、新鲜感、收益、"偶遇"的玩家等各种因素) ，这个模型可以通过玩家的真实反馈来更

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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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生物医药

PlatON作为AI基础设施，为医院、药企、各类科研机构等提供可信的数据协同环境，将

不同类型和领域的活动、研究领域、操作模式和数据流连接起来，形成规模化的数据汇

聚效应，最大化地发挥医药数据集的价值，包括临床试验、用药、电子健康记录和患者

基因组学数据等，形成药物基因组学、疾病组学、网络药理学、蛋白质结构模拟等多种

技术手段的数据分析挖掘体系，从而加速新药的发现和研发进程。

图13 隐私AI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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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金融风控

通过隐私计算技术，运营商、互联网平台、保险机构等多方数据通过密态方式开放更多

的风控类私域数据标签与银行进行协作，支撑金融风控业务，实现贷前、贷中、贷后全

流程监控，提高风控及时性。通过隐私求交集与隐私联合查询，可方便统计了解客户综

合信用风险，且不泄露任何一方的客户ID与私域数据信息，形成风险联防联控联生态。

图14 隐私AI在金融风控领域的应用

私域数据 私域数据

信息伪造   异常交易   虚假流量

私域数据

密态分片

密态查询

密态分片

电商平台

密态分片

密态查询

密态分片 密态分片

密态查询

密态分片

银行 运营商

灰名单数据   电信欺诈数据信息欺诈   盗用信息   羊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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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5. 智慧城市

经过50多年的发展，互联网逐步从网状结构演化为类脑模型。在21世纪，数十亿人类群

体智慧与数百亿机器智能将通过互联网大脑架构形成一种人机协同的类脑复杂智能巨系

统。利用PlatON的基于多代理的AI自治协同网络，可以实现下图互联网大脑架构   中云

群体智能和云机器智能混合形成的智能协同网络。

举一个具体的场景，在智慧城市中，利用基于区块链的多代理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可在

市中心的商业地产中提供智能移动解决方案。

以停放汽车为例。在一个智能城市中，你的车内的自主代理将搜索并与停车代理沟通，

找到离你的目的地最近的可用车位，并为你预订，然后引导你去停车。当你回来开车离

开时，你的汽车代理自动办理离场手续，计算停车费并为你付款，消除了停车票的麻

烦。

使用人工智能代理可以优化资源使用和减少城市的碳足迹，我们预测，大规模实施智能

城市基础设施将导致每年减少3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图15 互联网大脑架构 [9]

类
脑

听
觉

系
统

类脑感觉系统

类
脑

运
动

系
统

类神经元网络(大社交)

人工智能个人空间

云机器智能 云群体智能

大数据

AI巨型神经元

互联网核心服务器

互联网操作系统

类脑视觉系统

办公设备

交通设备

云机器人

家用设备

生产设备

力敏传感器

气敏传感器

热敏传感器

遥感探测

视屏监控

射电望远镜

人

人

人

人

人

超声波探测

声音采集

政府机构
笔记本

台式机

脑机接口

AI

手机

军事机构

商业机构

AI

AI

AI

AI

AI



www.platon.network

一切皆可计算—PlatON / 30

第六章/PlatON的Token

LAT是PlatON网络中的原生Token，在网络中作为Utility具有以下用途：

清结算

LATs被用作支付和结算Token，用于支付在线经济活动（如服务/资产交易，转移代币）。

用户需要支付和结算交易费、服务费、数据或算力等资源的使用费用，等等。

网络治理

在我们看来，决策权应属于“利益相关者”，即权利属于人民。在PlatON中，LAT持有人可对

网络的运行（包括验证人选取、系统参数取值、各类提案是否通过）、开发人员的工作重点

和软件升级的实施时间有投票权。

服务质押

LAT持有者可以质押他们的LAT，为网络提供有利可图的服务（包括交易验证、计算、提供

数据和算法、数据标注等），并由网络（如区块和质押奖励）或用户（如交易费）给予奖

励。LAT持有者可以将他们的LAT委托给验证人，并获得一定的奖励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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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起，PlatON就已经建立了隐私计算的研究基金，并在全球招募组建研究团队，今

天已经在全球拥有一大批顶级密码人才，包括来自中国和美国主要大学的教授和博士。

我们的研究团队一直在密码学、物联网、人类智能以及经济和治理等领域开展并发表探

索性的深入研究，并在顶级会议或期刊上发表相关的研究论文。

LEAF: A Faster Secure Search Algorithm via Localization, Extraction, and Recon-

struction, In ACM CCS, 2020

我们将研究成果工程化应用到隐私AI，开源实现了隐私AI框架Rosetta，该项目将安全多

方计算算法引入TensorFlow，在兼容TensorFlow原有开发接口的前提下，实现AI模型训

练和预测过程中的数据隐私保护。

我们定期资助关于密码学和隐私保护计算的学术研究和会议，并与各种项目和研究小组

进行深入合作。

我们资助的会议包括：Crypto, Eurocrypt, Asiacrypt, CCS, AsiaCCS, IDASH等等。

我们参与以太坊的隐私计算项目: MPC implementation of Proof of Custody in Eth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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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PlatON的历程与计划

2018.Q2 贝莱世界测试网上线

开源PlatON贝莱世界

2020.Q4 Alaya先行网上线

高性能异步BFT共识

Staking经济模型

EVM和WASM双虚拟机支持

安全资产跨链

DeFi平台和门户

隐私DeFi能力

2018.05
贝莱世界测试网

2020.02
新贝莱世界测试网

2021.04
PlatON主网

2020.10
Alaya先行网

2021.12
隐私计算网络

2023.04
协同AI网络

PlatON

2022.04
隐私AI服务平台

AI

图16 PlatON2.0里程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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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Q2 PlatON主网上线

增加验证节点数

优化经济模型

完全兼容以太坊

2021.Q4 隐私计算网络上线

数据/算力节点组网

安全多方计算协议

去中心化计算调度

2022.Q2 隐私AI服务平台上线

隐私AI开发平台

隐私AI服务市场

隐私AI经济激励模型

2023.Q2 协同AI网络上线

AI代理互操作协议

基于隐私AI的预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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