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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雲計算——將運算工作轉移至遠端伺服器的過程——有著原生性的缺陷。儘管大部

分時間它像廣告所說的那樣工作著，我們還是發現效率低下的問題仍在困擾著這個系統。

由主要雲供應商提供的產品雖然可用，但他們有一些局限性，這些局限性可以通過先進的

箱化技術和強大的通證經濟來解決。本白皮書的目的就是提出我們關於雲服務市場的計

畫，可稱之為 Akash 網路，世界首個雲計算現貨市場。 

我們認為在未來，全球的雲基礎設施是去中心化的，分佈在所有雲服務供應商上；

有一個以安全、快速和透明的現貨定價方式部署和清算（日益商品化）數據中心計算的市

場。服務在民主但統一的生態中銷售，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本文，我們將介紹 Akash，一個去中心化、有競爭性、可在多個雲服務供應商間分

佈應用的全球雲基礎設施網路。文章會介紹現有市場的情況，指出我們將如何通過無伺服

器箱化結構的最新發展來解決現有問題，解釋網路原生通證 AKASH 的基礎和必要性，最

後展示我們產品發佈的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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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介紹 

Akash 網路（Akash）是一個安全、透明、去中心化的雲計算市場，連接需要計算資

源的人（客戶）和那些有能力出租計算力的人（供應商）。 

Akash 就像一個“超級”雲平臺（supercloud）——在市場上的供應商之上提供一個

統一的層，為客戶展示的是單個雲平臺，客戶不需要考慮他們用的供應商具體是哪家。 

客戶使用 Akash 是因為其成本優勢、可用度、在不同雲供應商間轉換的靈活性，以

及全球部署的性能優勢。供應商使用 Akash 是因為他們可以通過提供專屬容量或暫時不用

的容量來賺取利潤。 

（一） 一個遭遇問題的行業 

到 2020 年， 雲基礎設施供應商將會戰局全球互聯網流浪的 53% [Cisco(2016)]，其中

亞馬遜、Google、微軟將會提供 80% 的有效載荷 [Forrester(2017)]。 

雖然雲計算將提供大部分的工作負載，但互聯網的未來面臨著任由這三家供應商整

合、中心化、擺佈的風險。 

採用雲服務的首要動力是其承諾的靈活性和成本優勢，但事實上，雲供應商提供的

產品價格過高、複雜，並將客戶鎖定在特定生態系統中，限制他們的創新、競爭能力，且

供應商還擁有對客戶基礎設施需求的主導權。 

在雲上和自我（內部配置）購買硬體及租用數據中心的資本支出差異很小；但是，

雲供應商有顯著的運營成本優勢，因為他們大力投資在自動化方面，把人工作業降到最

低。 

儘管在內部運行計算可以有好得多的靈活性、性能、安全性，但大部分組織正逐步

放棄自己運營數據中心，向雲遷移，因為他們發現由於缺乏自動化，利用率又低，越來越

難證明相關運營成本的合理性。閒置、未被充分利用的伺服器帶來高昂的成本和諸多浪

費。研究估計現實中多達 85% 的伺服器容量未被充分利用 [Glanz(2012)] [Kaplan 等 (2008) 

Kaplan, Forrest, 和 Kindler] [Liu(2011)] [Koomey 和 Taylor(2015)]。 

雲供應商通過建立超大規模設施提升利潤空間，即把資源整合到幾個數據中心，提

高經濟效率，交叉銷售完全管理的後端服務，如資料庫、緩存存儲、API 閘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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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規模允許他們超量訂閱客戶，提升利潤空間，但也造成了單點失敗。工作量的

地理分佈提供更高的可靠性和終端使用者性能；但是，雲供應商讓使用者很難做到跨區域

使用雲服務，因為這不符合供應商們的最佳利益。 

雲供應商希望用戶在單一數據中心部署應用，並經常通過高額的頻寬費用和不同地

區的定價對跨地區或多地區的應用程式進行懲罰。這就是 AWS 對各個地區的相同資源制

定不同價格體系的原因。 

儘管銷售實例利潤豐厚，但雲服務供應商通常對實例收取的費用往往少於後臺管理

服務（PaaS）收取的額外費用；類似於舊的漢堡和薯條模式，餐館需要虧本銷售漢堡，這

樣他們才能以高利潤率銷售更讓人上癮的薯條。 

供應商出售的 PaaS 服務往往是白標的開源專案，在這些項目中，原作者從未受到激

勵，雲供應商也沒有動力改進產品。例如，AWS 的 ElastiCache 是一個白標的開源軟體，

名為 Redis。Redis 是一個開源專案，深受開發者喜愛，由 Salvatore Sanfilippo 編寫，由 

Redis 實驗室維護。 

在本文撰寫之時，一個在美國東部（俄亥俄州）運行於 r3.8xlarge 的託管 Redis 伺服

器的價格為 31,449 美元/年 [亞馬遜(2017a)]，而相同的實例但不運行 Redis 的價格為 

18,385 美元/年 [亞馬遜(2017b)]。額外的 13,064 美元僅僅是為了讓顧客“放心”。

Sanfilippo 和 Redis 實驗室都沒有為此而受到激勵。 

同時，更多的服務意味著客戶更加依賴雲供應商。使用非標準 API 增加的特性、服

務可用性和編碼帶來的複雜性導致客戶被雲供應商鎖定，阻止客戶在市場上探索其他更好

的選擇，抑制了創新。 

供應商採用的這種模式抑制了創新，因為它大大降低了開源項目成功的機會。雲服

務供應商實際上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為行業制定管理規則，但總體上對社會沒有任何貢

獻。 

二 Akash 網路 

Akash 網路的基本設計目標是為供應商保持一個較低的准入門檻，同時確保客戶可

以信任平臺提供給他們的資源。為了實現這一點，系統需要一個公開的可驗證的網路交易

記錄。為此， Akash 網路引入區塊鏈技術，作為對分散式資料庫準確性形成共識的一種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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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且最重要的是，Akash 是一個允許客戶從供應商那裡獲取資源的平臺。這是由

一個基於區塊鏈的分散式交易所實現的，在這個交易所中，客戶發佈他們想要的資源，供

應商對其競標。這個市場的貨幣是一種數字通證，即 Akash（AKASH），其帳本存儲在區

塊鏈上。 

Akash 是一個用於實際應用程式的雲平臺。這些應用程式的要求包括： 

• 許多工作負載部署在任意數量的數據中心。 

• 連接限制，防止不必要的訪問工作負載。 

• 自我管理，操作人員不需要經常關注部署。 

為了支援在採購的資源上運行工作負載，Akash 加入了一個點對點通訊協定，用於

在用戶端供應商之間分配工作負載和部署配置。 

Akash 中的工作負載被定義為 Docker 容器。Docker 容器允許高度隔離和可配置的執

行環境，已經成為當今許多基於雲的部署的一部分。 

1. Akash 區塊鏈 

Akash 區塊鏈在去中心化和去信任的環境中提供了一層信任。客戶對當今大型基礎

設施供應商的信任本質上是基於他們多年來建立起來的品牌資產。Akash 沒有也不應該要

求同樣的信任，因為任何有能力的供應商都可以競爭在 Akash 平臺上提供服務。相反，區

塊鏈通過一個開放透明的平臺贏得信任。鏈上的資料是不可篡改的，所有交易都有公開記

錄，包括每個供應者的過往服務履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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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sh 在政治上也是去中心化的。沒有單一的實體控制網路，也沒有仲介促進交

易。因此，沒有實體被激勵去控制或從網路中提取邊際收益。例如，像可口可樂這樣的大

公司可以作為供應商參與到網路中，為另一個大公司或單個開發者提供計算服務，但這三

方在網路中是平等的。 

 
圖 1 Akash 網路中鏈上和鏈下不同參與者的互動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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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kash 通證，AKASH 

Akash 通證（AKASH）是用於簡化價值交換，並將經濟激勵與適當的用戶行為結合起

來。Akash 通證是市場的流通貨幣，用於支付在 Akash 去中心化網路中租用的計算基礎設

施。該通證在 Akash 生態系統中主要提供兩個功能。 

市場規模預計將達到 7370 億美元，年增長率超過 21% [Gartner(2017)]，AKASH 的流

動性將與計算能力的需求相匹配。沿著這條思路，我們對網路和早期採用者和終端使用者

的實現最大 AKASH 流動性充滿信心。 

1. 質押 

Akash 網路的穩定性依賴於一個可以防範不良行為者濫用的質押系統。該質押系統

給考慮參與網路的不良行為者提供一個反向的金錢激勵。當新的、未知的供應商加入我們

的網路時，欺詐行為的風險是最高的。不同於要求對新帳戶進行集中或聯合的審批過程，

Akash 網路允許任何人加入。 

當一個新的供應商選擇在 Akash 網路上提供其資源而不是獲得批准時，它必須質押

一個對網路有意義的 Akash 數額。沒有最低的質押規定數量，但是參與 Akash 網路治理與

供應商質押的數量成正比，其質押量被視為所有質押總量的一小部分。而且，質押數量是

一個衡量因素，計入供應商的聲譽評分中，租戶可以將其用作部署標準。 

2. 全球支付 

Akash 通證將減輕通常由跨境支付導致的外匯風險。在這些交易中，Akash 通證將取

代了法幣，簡化了雲基礎設施行業的價值交換。我們的匹配引擎比照主流市場價格，對每

一個箱化計算進行有競爭性的定價，用 Akash 通證標價。當租戶與供應商匹配時，租戶將

向網路支付 Akash 通證，隨後根據租約條款將其支付給供應商。 

三 市場 

基礎設施採購——客戶從供應商租賃基礎設施的過程——在 Akash 上是通過一個去

中心化交易所（市場）實現的。 

市場由公共訂單薄和配對演算法組成。客戶發出部署訂單，其中包含客戶服務需求

的具體參數，數據中心發出履行訂單，對部署訂單進行投標。部署訂單包括客戶願意在特

定時間內為固定數量的計算單元（通過記憶體、cpu、存儲和頻寬來衡量）支付的最大金

額；履行訂單聲明供應商提供資源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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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訂單在客戶以秒為單位指定的時間長度內是開放的。當部署訂單是開放時，供

應商可以發佈履行訂單對其進行投標。 

如果履行訂單滿足部署訂單的所有最低規格要求，則履行訂單可以與部署訂單匹

配。如果一個部署訂單有一組合格的履行訂單競標，提供最低價格的履行訂單將與部署訂

單匹配。如果多個履行訂單符合匹配條件並提供相同的價格，那麼首先下的履行訂單將與

部署訂單匹配。 

企業和個人消費者將希望並且需要保護他們公開展示的計算能力的使用。為了防止

競爭對手的資料採擷和其他攻擊載體，增加了同源加密層。 

當部署訂單和履行訂單之間出現匹配時，將創建租約。租約包含對部署和履行訂單

的引用。租約是履行合同的約束因素。 

 

 
圖 2 市場採購流程總結。(1) 使用者的部署訂單發佈到訂單薄  (2) 數據中心為部署訂單發佈符合條件的履行訂單 

(3)將最佳履行訂單與部署訂單匹配，創建一個新的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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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部署 

一旦採購了資源，客戶必須將其工作負載分配給供應商，以便它們可以在租用的資

源上執行。我們將 Akash 網路上客戶工作負載的當前狀態稱為部署。 

使用者在清單中描述他們想要的部署。清單是用聲明式檔案格式編寫的，其中包含

工作負載定義、配置和連接規則。供應商使用工作負載定義和配置在自己提供的資源上執

行工作負載，並使用連接規則構建覆蓋網路和防火牆配置。 

清單的雜湊稱為部署版本，並存儲在基於區塊鏈的分散式資料庫中。 

（一） 清單分佈 

清單包含的敏感資訊應該只與部署的參與者共用。這給自管理部署帶來了一個問題

——Akash 必須自主地分發工作負載定義，而不將其內容透露給不必要的參與者。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設計了一個點對點檔共用方案，在該方案中，租約參與者

根據需要相互分發清單。協定在 TLS 連接上鏈下運行；每個參與者都可以通過計算其雜湊

值，並將其與存儲在基於區塊鏈的分散式資料庫上的部署版本進行比較，從而驗證它們收

到的清單。 

除了提供私有的、安全的、自主的清單分發之外，點對點通訊協定還支援大型清單

快速分發到大量數據中心中。 

（二） 覆蓋網路 

預設情況下，工作負載的網路是隔離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與之連接。雖然這是

安全的，但對於真實的應用程式來說是不實際的。例如，考慮一個簡單的網頁應用程式：

終端使用者流覽器應該能夠訪問網頁層工作負載，而網頁層需要與資料庫工作負載通信。

此外，網頁層可能與資料庫在不同的數據中心中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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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kash 網路上，通過在清單中定義連接拓撲，客戶可以有選擇地允許工作負載單

向和雙向的通信。數據中心使用此拓撲配置防火牆規則，並根據需要在各個工作負載之間

創建安全網路。 

 

為了支持安全的跨數據中心通信，供應商通過 mTLS 隧道相互公開工作負載。每個

工作負載到工作負載的連接使用一個不同的隧道。 

在建立這些隧道之前，供應商為每個需要的隧道生成一個 TLS 認證，並與必要的供

應商交換這些證書。每個提供者的根證書都存儲在基於區塊鏈的分散式資料庫中，使對方

能夠驗證它收到的證書的真實性。 

一旦交換了證書，供應商就建立一個認證過的隧道，並將工作負載的網路連接至

此。所有這些對於工作負載本身都是透明的——它們可以通過穩定位址和標準協議相互

連接。 

五 自動化 

雲基礎設施的動態特性對運營管理來說既是好事，也是壞事。新的資源可以按意願

提供是一件好事；爆炸性的管理開銷和上述資源的複雜性是一種詛咒。開發運營

圖 3 Akash 覆蓋網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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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的目標——以程式設計方式管理部署的實踐——是通過利用雲基礎設施的優

勢來減輕其痛點。 

Akash 網路的建立是為了給開發運營工程師提供一個簡單但強大的工具集，用於創

建高度自動化的部署。該工具集由支援非管理應用程式——通用工作負載和覆蓋網路—

—的基元組成，可用于創建自治、自管理的系統。 

Akash 上的自管理部署非常簡單，只需創建自己管理部署的工作負載即可。當供應

商加入或離開部署時，開發運營工程師可能會使用一個工作負載來更新 DNS 條目；測試

網頁層應用程式的回應時間；並根據輸入指標的任意數量根據需要擴展和縮小基礎設施

（根據客戶定義的許可權和約束）。“管理層”可以分散在所有數據中心進行部署，全域

狀態由運行在安全覆蓋網路上的分散式資料庫維護。 

（一） 示例：延遲優化部署 

 

許多基於網頁的應用程式對延遲很敏感——應用程式伺服器的較低回應時間可以顯

著改進終端使用者體驗。這類應用程式的現代部署使用內容交付網路（CDNs）來向終端

使用者快速交付圖像等靜態內容。 

CDNs 通過分發內容，使其在地理位置上接近訪問內容的使用者，從而減少了延遲。

在 Akash 網路上的部署不僅可以複製這種方法，而且可以擊敗它——Akash 讓客戶能夠將

動態內容放置在接近應用程式使用者的地方。 

圖 4 單個數據中心部署給分佈全球的終端使用者帶來較多延遲而導致性能
下降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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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 Akash 上實現一個自我管理的動態交付網路，開發運營工程師將在部署中包

括一個管理層，以監控客戶的地理位置。這個管理層將在全球範圍內添加和刪除數據中

心，在使用者活躍度高的地區提供更多的資源，在使用者參與度低的地區提供更少的資

源。 

 

（二） 示例：機器學習部署 

機器學習應用程式使用大量節點來並行化涉及大資料集的計算。他們以“批量”的

方式完成工作——不存在所需的“穩定狀態”的能力。 

Akash 上的機器學習應用程式可以使用管理層主動獲取單個數據中心內的資源。當

一個機器學習任務開始時，管理層可以為它“擴大”節點的數量；當一個任務完成時，為

它指定的資源可以被釋放。 

 

 

 

 

 

 

圖 5 通過在接近終端使用者的數據中心之間動態地分配工作
負載及其狀態，改進網路性能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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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一個機器學習批次處理作業在更少的負載下運行一個主節點和一個從節點 

 

 

  

圖 6 一個機器學習批次處理作業在負載下運行一個主節點和多個從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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