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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Nerve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字资产服务网络。它是基于 NULS 微服务框架，使
用 NULS ChainBox 开发搭建的区块链跨链交互协议。旨在打破区块链价值孤
岛，建立跨链互通的资产交互网络，为 Defi 应用生态提供底层支持。让数字资
产持有者享受真正安全、自由、透明的 Defi 应用服务。

一、背景
比特币当前已经发展到万亿市值，超过了很多国家的主权货币市值。在区块
链发展历史的必然进程中，各个公链也相继兴起。公链越来越多，每一条区块链
都是一个独立的闭环，包括链上应用也只能在本链资产中使用。各个链上资产成
为价值孤岛，一些突破性 Defi 使用场景也因为链上本币的限制不能最大的发挥
其价值，区块链这个新兴行业也无法聚力继续向前强突破。
人们追求自由的过程从未停止过，DeFi 应用让人类第一次可以完全自由的
享受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资产服务。Nerve 旨在实现这一愿景，打造一个多资
产交互的价值世界，与各个社区一起探讨价值互通的通用跨链协议，为大型 Defi
应用的催生提供更好的支撑，聚集行业力量，使得 Defi 能不断向前突破，实现
服务全人类的目标。

二、为什么要做 Nerve
制定一个通用的区块链跨链交互协议。通过 Nerve 这套标准的协议转换层，
可以匹配通用的接口标准进行开发，接入更多主流的数字资产，形成一套通用的
跨链交互协议。只需要遵循通用的接口标准开发一个模块，通过虚拟银行和共识
节点的验证升级，即可载入 Nerve 的跨链交互协议。
为 BTC 等主流数字资产提供一个新的智能闪电网络。比特币确认时间长，
转账费用高，通过 Nerve 可以使用低廉的手续费发起快速交易，在 Nerve 上可
以实现秒级确认。BTC 等大部分主流的数字资产是没有智能合约的，例如去中心
化的抵押借贷、去中心化交易所等 Defi 应用，是不能直接在自身的链上去实现。

那么通过 Nerve 可以轻松的实现更多的应用场景或者生态。
打开主流数字资产的区块链闭环，可以快速转移到 NULS 生态体系的各条
区块链中。任何一条区块链就像是一个局域网，链上资产只能在闭环中流通，
NULS 是一个搭建区块链的基础设施，通过 NULS 的模块搭建的区块链都是可以
实现资产流通的，只需要配置上跨链的模块即可。Nerve 的目标是将其他网络
结构类型的局域网接通，例如 BTC/ETH 等。
多资产、公开透明的价值交互平台，为 Defi 应用生态提供底层支持。我们
把 BTC 等数字资产存入中心化的平台，例如交易所，中心化的理财钱包等，他
们可以随意挪用你的资产，这些平台就是一个黑箱，无法确保自己的资产是否安
全。在 Nerve 上面，可以搭建资产交易的平台，所有的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
你的资产通过跨链虚拟银行进行多签控制，保证资产的安全。

三、Nerve 是什么
Nerve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字资产服务网络。它是基于 NULS 微服务框架，
使用 NULS ChainBox 开发搭建的区块链跨链交互协议。旨在打破区块链价值
孤岛，建立跨链互通的资产交互网络，为 Defi 应用生态提供底层支持。让数字
资产持有者享受真正安全、自由、透明的 Defi 应用服务。
通过 Nerve 跨链交互协议，只需要通过标准的接口进行少量的开发，即可
将不同结构的区块链转化成为一套 NULS 生态中跨链模块能够识别的通用资产
类型。从而打通 NULS 生态体系内外的资产交互，同时也为主流的数字资产例
如 BTC 等提供丰富的 Defi 使用场景。

四、Nerve 的技术设计
（一） 区块链底层
Nerve 使用 NULS ChainBox 区块链开发框架进行搭建，ChainBox 是一个
快速搭建区块链的工具，封装了账本、账户、交易、区块、共识和网络六个底层
模块，屏蔽了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复杂区块链
技术，开发者可使用它实现分钟级搭建一条基础链，或根据标准通信协议开发业
务模块，然后通过 ChainBox 驱动组成一条全新的应用链。

在 ChainBox 的基础上 Nerve 做了以下优化、扩展：
1. 增加了跨链模块；
2. 使用 POCBFT 共识模块替换 ChainBox 中的 POC 共识模块；
3. 增加协议转换模块，用于与其他区块链的通信。
NULS 基于微服务实现的模块化架构可以降低区块链的研发门槛，降低搭建区块
链的开发和时间成本。通过 NULS 跨链协议，可以对接所有 NULS 生态资产，
同时 Nerve 支持与其他异构区块链的通信。由此实现对 NULS 生态的扩展和自
身价值。
4. 增加了 DEX 模块，实现底层对去中心化撮合交易的支持，对 Nerve 生态中
的资产和 NULS 跨链生态资产提供丰富的资产管理和功能应用。
（二） 共识算法
Nerve 的共识算法基于 NULS 的 POC（Proof Of Credit）共识算法扩展实现，

POC 是一种安全、合理和公平的共识机制，它具有 DPOS 和 POS 两者的优点，
并在去中心化和效率上做到了很好的平衡，Nerve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字资产
服务网络，在未来需要为海量应用和服务提供底层支撑，对性能和稳定性都有非
常高的要求，为此 Nerve 基于 POC 共识算法，设计了高效、稳定的共识算法
POCBFT，POCBFT 在 POC 的基础上增加了 PBFT 机制，实现区块的最终确认
性，减小区块出块时间间隔为秒级，更快的确认时间增强用户体验。区块确认即
为交易确认，交易确认后不会回滚。

Nerve 的网络由三层网络组成：
1. 虚拟银行：由虚拟银行负责跨链资产的维护，包括创建和管理平行链的多签
账户或智能合约，创建并广播资产转出交易等。虚拟银行从共识节点中选出，
默认的选择方式是所有节点中，保证金金额最多的 15 个共识节点。
2. 共识节点：由共识节点负责区块链的维护，抵押保证金可以创建共识节点，
保证金不可以低于 200,000 NVT，上不封顶。共识节点数量固定为 35 个，
选择所有节点中保证金最高的 35 个节点维护整个 Nerve 网络。
3. 普通节点：其他节点负责交易的收集、区块和交易验证、为应用提供服务等
功能。
（三） 喂价机制
每个共识节点必须提供准确的多个交易所、预言机或报价机构的均价的喂价程

序，类似于指数，通过分布式共识节点提供的喂价程序提供给系统判断权重的数
据称为喂价指数。
喂价指数每日变更，变更结果写入区块。
1. 淘汰 2 个最低值，淘汰 2 个最高值的喂价；
2. 基于所有共识节点的平均价格提交给系统作为权重依据；
根据支持接入的币种进行质押抵押挖矿，根据其市值来进行权重分配。

（四） 跨链交互

Nerve 的跨链交互分为两个部分
l NULS 跨链生态对接：以通用的 NULS 跨链协议为基础，实现 NULS 大生态
中所有区块链的交互。
l

对比特币、以太坊、币安链等独立的公链，Nerve 定义一套接口协议，可以
方便的实现各种不同区块链的交互。跨链接口交互协议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n 地址映射

n 创建多签地址/创建智能合约
n 交易验证
n 交易组装
n 交易广播
n 签名验证
n 追加签名
跨链交互协议架构设计如下：
每对接一条区块链，就需要实现一套接口协议组件，用于两条链之间的数据交互。
共识节点中选出一定数量的虚拟银行，用于创建和管理多签地址（智能合约），
虚拟银行负责资产的转入验证和转出执行操作。

以 BTC 为例,跨链交互流程如下：
跨链转入流程（充值）：
用户将 BTC 转入由虚拟银行管理的 Bitcoin 链的多签账户，并在转账备注中填写
用户在 Nerve 的地址 Nerve-ADDR，Nerve 的虚拟银行监听到 Bitcoin 网络的
交易，验证确认数，防止分叉回滚攻击，组装一笔造币交易给用户在 Nerve 的
映射地址 Nerve-ADDR，并签名。广播该交易，收集够 66%虚拟银行签名，交
易打包进区块，更新账本，此时用户就在 Nerve 生态内拥有了 BTC 资产，在

Bitcoin 上的实际 BTC 资产，由虚拟银行保证其不被动用。

跨链转出流程（提现）：
用户组装转出交易，目标地址是 Bitcoin 链的 BTC-ADDR 地址，签名并广播交
易，共识节点收到该交易，验证交易签名，通过后交易打包进区块，区块确认后
各个节点组装多签交易，并广播到 Nerve 网络中，当签名数量足够后，把交易
广播到 Bitcoin 主网，从 Bitcoin 多签账户转账给 BTC-ADDR，完成交易。

五、NerveDEX
一个完整的 Defi 应用生态，资产的交换将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相比于中心
化的交易所，DEX 作为更加公平，更加透明的解决方案必将有更好的未来前景。
NerveDEX 基于 Nerve 网络搭建，设计为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交易所。
NerveDEX 采用链上撮合的方式实现，所有共识节点都参与交易撮合，保证交换

的公平性。
（一）NerveDEX 的功能说明
l

资产发行

NerveDEX 中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销毁一定数量的 NVT 的方式，发行资产。在
NerveDEX 上发行的资产，可以直接创建交易对，开始进行交易。
l

交易对创建

NerveDEX 上，不设置任何交易对创建、审核权限，任何人都可以在销毁一定数
量的 NVT 后创建交易对，开始资产交易。
l

交易手续费

NerveDEX 交易会收取一定的成交手续费，成交手续费分为底层和 API 部分。
底层所有的成交手续费（初步定为双向 0.02%）会归集到一个公开的账户中，
Nerve 基金会将在固定的时间节点，将该账户中 50%的资产全部回购 NVT，并
进行销毁操作。API 部分（区间为 0~0.98%，初步定为 0.06%）会归集到
NerveDEX 的运营团队账户中，用于 NerveDEX 和通过该 NerveDEX 搭建的云
交易平台的长期运营的基本收益。

l

挂单&撤单

NerveDEX 的挂单和撤单操作，需要通过交易来承载，所有的挂单和撤单都必须
用户发送交易,在交易被成功打包到区块中后，才会生效进行后续撮合或撤销操
作。
资产在挂单买卖过程中，是锁定的，未成交的挂单，可以通过撤单解锁挂单中未
成交的资产，恢复资产的正常使用。

挂单和撤单交易需要交纳基本的交易手续费。

（二）NerveDEX 的技术架构

l

用户层

NerveDEX 将提供网页端操作界面、手机端操作界面和多系统桌面端操作界面，
让用户可以方便的进行资产交易。
l

接口层

所有用户端的操作都需要依赖 2 个 API 服务，未来每个节点都可以部署自己的
API 服务，也可以使用开发团队提供的公用的 API 服务，API 服务不涉及对账户
的操作，使用公共的 API 并不影响用户账户的安全。
l

服务层

所有的 API 由两个底层模块提供，NerveDEX 模块是底层必不可少的模块，用
于管理交易和撮合成交，QueryService 模块是非必须模块，用于提供 NerveDEX
用户端需要数据统计、查询服务等功能。
l

区块链层

以上两个模块，需要嵌入到 Nerve.Network 中，以底层扩展模块的方式，和其

他业务模块及 ChainBox 模块协同工作。
l

存储层

包括持久化存储和缓存功能。

（三）账户体系
NerveDEX 的账户体系兼容 Nerve 网络的账户体系，在 NerveDEX 中可以直接
导入 NerveDEX 使用，不存在充值、提现操作。交易的资产始终在自己的账户
中，挂单只进行锁定操作，不做资产所有权的转移，只有成交后才进行资产交换
操作。
（四）交易撮合逻辑
NerveDEX 模块始终维护当前盘口，当新区块被确认时，根据区块中的交易（挂
单/撤单）顺序进行操作。
（五）交易确认时间
Nerve 网络的区块将达到秒级，NerveDEX 的确认时间和底层保持一致，避免
出现虚假成交的现象，同时保证交易的时效性。
（六）支持的资产
l

NVT；

l

NerveDEX 中通过资产发行功能生成的资产；

l

NULS：将以跨链的方式，将 NULS 转移到 Nerve 中；

l

NRC20:所有支持跨链的 NRC20 资产；

l

BTC：Nerve 将实现异构跨链交易，初期实现的标的将包含 BTC；

l

ETH：Nerve 将实现异构跨链交易，初期实现的标的将包含 ETH；

l

ERC20：Nerve 将在实现 ETH 跨链的同时，支持 ERC20 资产跨链；

l

其他：未来将接入更多资产。

六、Nerve 的经济模型
Nerve 是网络中内置一种原生资产，Nerve 发行的最大总量为 21 亿枚 NVT，
初始发行量为 11 亿枚，10 亿枚通过节点共识产出。
（一）初始发行分配（11 亿枚）
前期发展：2 亿枚（空投：1000 万枚 0.48%）9.5%
用于前期的社区建设和推广，以及虚拟银行招募。其中 1000 万枚按照 NULS 持
币比例空投到对应地址。
基石投资：3 亿枚 14.3%
用于机构和合作伙伴参与，为 Nerve 和 NULS 生态带来更多资源和和机构伙伴，
推动 Nerve 项目的发展。
Nerve 基金会：6 亿枚 28.6%
用于 Nerve 的团队发展和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研发。以及项目长期发展的基
金支持，保证 Nerve 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其中 2 亿枚永久进入虚拟银行节点质押，保证网络和链上资产安全运行。
其中 4 亿枚在主网上线 1 年后逐月线性渐解锁，20 个月解锁完毕。
（二）节点共识产出（10 亿枚）
l

委托共识：

任何 Nerve 链上的资产都可以参与 Staking，包括其他链转入的资产，在未来
将支持所有有价值的数字资产，像 BTC、ETH 等资产转移到 Nerve 上后都可以

参与 Staking，获得共识奖励。
l

创建节点：

创建共识节点需要锁定保证金，保证金也和其他资产的 Staking 拥有同样的效
力。Staking 的方式是把资产锁定在一个 Staking 池中，用户只有资产的所有权，
没有操作权，直到退出 Staking 后，才可以恢复操作权。在 Staking 一个资产时，
可以选择活期 Staking 和定期 Staking，活期 Staking 就是随时可以退出
Staking，解锁相关的资产。
l

权重系数：

Nerve 的激励机制中设计了一套不同资产、不同 Staking 方式拥有不同的权重
的机制。
l 共识奖励：
n 初始每天总奖励：86400
n 区块奖励递减时间：100 天
n 区块递减系数：0.822%
n 每个区块奖励：2 NVT
n 截止：到达总量 21 亿不再产出新币，预计需要 100 年左右。
每个账户的每一笔 Staking，都可以计算一个权重(Weight)，根据权重可以计算
该 笔 Staking 的 奖 励 数 量 。 权 重 是 根 据 Staking 金 额 和 权 重 系 数
(weightCoefficient)计算得到的一个结果。
l 权重计算
权重系数默认为 weightCoefficient =1 .以下情况可以获得权重系数的增加：
1. NULS 和 Nerve 在计算时，权重系数乘以 2；

2. 虚拟银行的保证金，在计算的时候权重系数乘以 4；
3. 非虚拟银行共识节点，在计算的时候权重系数乘以 3；
4. 其他普通节点，在计算的时候权重系数乘以 1.5；
5. 定期 Staking，根据不同的时间，设置了不同的权重系数，如下表：

期限

权重系数

三个月

1.2

半年

1.5

一年

2

两年

2.5

三年

3

五年

4

十年

5

6. 当以上三种情况中任意两种情况同时满足时可以叠加；
7. 计算公式：

Weight = nerveAmount × 61weightCoefficient
8. 权重计算示例：
a) 当一个账户创建了一个共识节点，并交纳了 200000 NVT 的保证金后，
且保证金数量在所有共识节点中排名前 35，成为了共识节点后，此账
户的权重为200000 ∗ √1 ∗ 2 ∗ 3，等于 489898；
b) 当 a 账户成为虚拟银行后，此账户的权重为200000 ∗ √1 ∗ 2 ∗ 4，等于

565685；
c) 假设某一个账户转入 5 个 BTC，按当日喂价系统换算比例，1 个 BTC 等
于 3500 个 NVT，该账户将 5 个 BTC 进行了定期 Staking 的操作，锁
定日期为 5 年，则此账户的权重为

，等于 35000；

d) 假设某一个账户转入 1000 个 NULS，按当日喂价系统换算比例，1 个
NULS 等于 12 个 NVT，该账户将 1000 个 NULS 进行了定期 Staking
操作，锁定期限为半年，则该账户的权重为
等于 20785；
l 奖励计算
奖励计算公式中用到的参数说明：
Field

Type

Remark

Weight

Long

某一笔 Staking 的权重值

TotalWeight

Long

所有账户的权重值之和

Height

Long

当前高度

Credit

Double

本节点信用值

奖励计算公式中用到的常量说明：
关键数字
43200

说明
每日区块数量

4320000

一个奖励衰减周期（100 天）的区块数量

0.00822

递减比例

，

2 NVT

每个区块奖励

n Staking 奖励计算公式（每日奖励）
𝑊𝑒𝑖𝑔ℎ𝑡 × 86400 × (1 − 0.0082)(OPQROS÷UVWXXXX)
𝑅𝑒𝑤𝑎𝑟𝑑 =
𝑇𝑜𝑡𝑎𝑙𝑊𝑒𝑖𝑔ℎ𝑡

n 节点奖励计算公式（出块奖励）
𝑅𝑒𝑤𝑎𝑟𝑑 =

l

max (0, 𝑐𝑟𝑒𝑑𝑖𝑡) × 𝑊𝑒𝑖𝑔ℎ𝑡 × 86400 × (1 − 0.0082)(OPQROS÷UVWXXXX)
𝑇𝑜𝑡𝑎𝑙𝑊𝑒𝑖𝑔ℎ𝑡

虚拟银行：

保证金最多的前 15 名将会成为虚拟银行，虚拟银行具有 2 倍的出块收益权利，
同时这 15 个虚拟银行将会通过多重签名保护跨链资产安全，虚拟银行也是整个
Nerve 项目和整个价值交互平台的核心。在适当的时候增加 PAX，USDT 等稳
定资产作为保证金才能成为虚拟银行。
l

Nerve 的用途：

1、跨链结算的费用；
2、Nerve 项目的投票权，链上治理工具投票权益；
3、链上交易手续费；
4、作为节点创建的抵押押金；
5、参与委托共识获得收益；
6、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交易手续费回购销毁；
7、去中心化交易所创建交易对费用销毁；
8、去中心化交易所中创建资产费用销毁；

9、其他 Nerve 生态的应用场景。

七、团队
发起人
Berzeck，NTC 理事成员，玻利维亚拉巴斯军事工程学院，系统工程学士学位，
近 20 年系统开发和团队管理经验，曾担任跨国公司 IT 总监，国家运输总局项目
外部顾问。在使用模块化方法和微服务方面有丰富经验，主导并完成了 NULS 2.0
底层核心的模块化重构和微服务架构的设计、开发。
核心团队
NTC（NULS Technical Community）是 NULS 核心技术社区。 NTC 成员对
NULS 架构和产品有着深入的了解。 NTC 的成员享有自治和社区全力支持所带
来的灵活性和创造性。Nerve 项目由 NULS 核心技术社区成员发起，并获得了
社区全力支持。Nerve 项目由 NTC 参与开发，NULS 核心团队提供孵化支持，
为 NULS 和 Nerve 生态构建多链互通的区块链网络。

八、Nerve 的发展规划
第一阶段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3 月
产品技术：实现 BTC ETH ERC20 的跨链交互。
Nerve 上线时，会推出第一个链上金融应用 NerveDEX，结合 NULS 生态中的
POCM 新项目融资发行协议，能更好的帮助不同代币之前的流通与交易。
NerveDEX 将会支持所有的 NRC20 资产、Nerve 和 NULS 的跨链资产之间的
交易。

第二阶段 2020 年 4 月——2020 年 12 月
产品技术：实现 BCH 等不带智能合约功能的主流数字资产的跨链交互。
NerveDEX 为更多的主流数字资产提供自由的流通和交易。
第三阶段 2021 年——2023 年
产品技术：实现市值 10 的数字资产品种。
接入 OTC 功能和更多的稳定资产 PAX、DAI 等。

九、Nerve 开源社区
Nerve 是一个由社区驱动的、全球性开源软件项目，社区生态是开源项目
的生命力所在。Nerve 是 Nerve 基金会发起的开源社区项目，Nerve 基金会致
力于支持 Nerve 开源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促进开源生态的安全、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