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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不构成任何类型的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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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计算环境是动态而复杂的。随着黑客针对大大小小的无数企业开发出日益高

级的攻击方案，网络安全专业人士供不应求。

本白皮书阐述了拟定的 Buglab 平台（“Buglab 平台”）以及 Buglab 代币（“BGL 代币”）的用途，仅供信息参考之用，并不构

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BGL 代币销售将由一份代币购买协议统管。若代币购买协议与本白皮书之间出现冲突，则以代

币购买协议为准。

本白皮书并不构成要约文件或招股说明书，且无意构成任何投资决策或合约的基础。

摘要

据来自 Frost & Sullivan 以及国际信息系

统安全认证联盟公司 (ISC)2 的一份联合报

告“2017 年全球信息安全劳动力研究”

(GISWS) 预测，网络安全领域的职位空缺

数量到 2022 年将超过 180 万个。由物联

网及其他智能技术实施而导致的需求有望

成为这一网络安全增长的一部分。

行业增长速度达到

11%
每年

从 2017 年的 1380 亿美元

增长至 2022 年的 2320 亿美元 

https://iamcybersafe.org/research_millennials/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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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Gartner 预测，全球信息安全支出需求在 2018 年将达到 930 亿美元。任何类型的

公司以及几乎任何种类的软件都可能面临风险。当身份验证不能防篡改，或者电子邮

件或其他隐私数据未受保护时，企业（无论大小）可能会遭受法律诉讼。 

Buglab 将提供一个独特、有竞争力、激励

性和易于使用的平台，以应对这一普遍而

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Buglab 将辅助企业

（无论是 IT、金融服务还是零售企业）来识

别和缓解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但应当知道）

的网络安全鸿沟。 

该解决方案让那些即使是最小的企业（通常缺乏

资源和预算利用传统方式来对付网络安全漏洞）

也可以获得网络安全服务。

Buglab 平台通过将渗透测试服务转化为

面向经认证合格的独立信息安全咨询顾问

社区的挑战（即所谓竞赛），从而检测和纠

正各种业务应用程序、网站、移动应用程

序、物联网设备和智能合约中的漏洞。

https://www.gartner.com/newsroom/id/378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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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资回报 (ROI) 的影响难以量化，因此，企业需要时间才能认可对网络安全服务的

需求。

对于太多的企业以及在网站上拥有任何数

字资产（包括内容）的个人来说，往往要等

到系统遭到入侵时，他们才会采取行动巩

固安全。

大公司通常知道他们的计算机安全水平不

达标准。然而，要找到并部署合格的网络

安全专业人士，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

成本。对于保护个人数据的监管要求使网

络安全解决方案的复杂性雪上加霜。

据 ETH 苏黎世大会研讨会，到 2025 年，

在线设备的数量将超过 500 亿个。

存储在所有这些生态系统上的绝大部分信

息都将需要得到保护。网络安全市场有望

呈非线性增长，以应对该领域的需求。

同时，除非迫不得已，网络攻击的受害者

极少公开宣称他们成为了靶子，而因为产

品匆匆上市，数据漏洞也极少成为首要优

先事项，因此，要获得关于网络攻击详情

的详尽统计数据（包括其频率或对投资回

报的影响），这会困难重重（如果不是不可

能的话）。然而，有一个方面却是绝对肯定

的：上升的趋势毫无疑问，并伴随着一些广

为人知的地缘政治影响。

网络安全市场

2025 年500 亿
在线设备数量

http://dss2016.inn.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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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突出的案例是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

活动，当时的一次大规模电子邮件泄露在 

2016 年 7 月给民主党蒙上了阴影。一次大

规模网络攻击重创了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

的竞选活动，这不仅置民主党的竞选战略

于险地，而且塑造了美国政治的未来。路

透社在当时报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

里·克林顿竞选活动所使用的计算机网络遭

遇黑客攻击，这是对民主党政治组织广泛

网络攻击的一部分。”文章继续写道，这次

攻击“随后又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DNC) 

及该党面向美国众议院候选人的筹款委员

会发动了两次黑客攻击。”

最近，在 2017 年 5 月，若干高级官员邮箱中

的电子邮件和文档被窃取，他们是当时的未

来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前进”政治运

动的一部分。这些内容于活动的最后时刻在

社交媒体网络上曝光。

另有无数的医疗、金融和电子邮件数据大规

模泄露，影响到众多小企业和个人用户。大

多数读者都曾亲历他们的电子邮件遭受黑客

攻击，或者了解到某个人网站遭受过黑客攻

击。据《纽约时报》及其他媒体信息源报道，

雅虎曾披露，2014 年的一次大规模泄露波及 

5 亿个账户。据《卫报》、《纽约时报》和其他媒

体报道，在 2013 年的一次更早事件中，大约 

30 亿个用户遭受入侵，这相当于雅虎的所有

账户。雅虎给媒体的数字一开始是 10 亿个，

但经进一步调查，数月后向上进行了修正。

显然，市场需要领先于黑客的新方法。

网络安全市场

……2014 年的一次大规

模泄露波及  5 亿个账户。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yber-democrats-investigation-exc/exclusive-clinton-campaign-also-hacked-in-attacks-on-democrats-idUSKCN1092HK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yber-democrats-investigation-exc/exclusive-clinton-campaign-also-hacked-in-attacks-on-democrats-idUSKCN1092HK
https://www.nytimes.com/2016/09/23/technology/yahoo-hacker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6/09/23/technology/yahoo-hackers.html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oct/03/yahoo-says-all-of-its-3bn-accounts-were-affected-by-2013-hacking
https://www.nytimes.com/2017/10/03/technology/yahoo-hack-3-billion-us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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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glab 所提供的方法在整个区块链上部署专门技术和智能合约。

区块链就是一串数字记录，其中存储着不

同类型的数据。这些分布式的（或去中心化

的）记录共同组成一个数据库，它类似于一

个大型账本中的页面。这些虚拟账本托管

于众多服务器上，它们对任何给定的交易

进行验证和鉴定。这是一个密集数值处理

过程，在无数参与者或矿工掌管的众多机

器之间进行。另请参阅使用区块链重塑渗

透测试的优势。

然而，即便是在区块链上，通过设计一个

风险低于中心化系统的新环境，区块链环

境中金钱收益的吸引力也在引诱着攻击

者。

据行业出版物 CoinDesk 报道，2017 年 7 

月，接近 800 万美元的等额货币在 

CoinDash 失窃，这一切是在 ICO 启动的几

分钟之内发生的。CoinDash 提供一个用于

去中心化交易的交易所平台，它目睹了这

些数字资产被抽走的过程，因为一名黑客

只是简单地攻破了 CoinDash 的官方网站

，并将该公司的以太币地址替换为他自己

的以太币钱包地址。  

那些认为在向 CoinDash 发送以太币的参

与者其实是把这些以太币直接发送给了黑

客。

更近的一个案例是 Parity Wallet 的库被入

侵的结果。就在针对一个不同漏洞实施修

复后，大约相当于 3 亿美元的以太币被意

外锁定。在第一个案例中，黑客利用漏洞

并顺手拿走了大约 3200 万美元。但这出

戏并未就此告终。正如 Parity 解释道，“我

们目前的理解是，该漏洞是在 2017 年 11 

月 6 日意外触发……一名用户删除了库变

成的钱包，从而擦除了库代码，这反过来

使得所有多重签名合约无法使用以及资金

被冻结，因为他们的逻辑（任何状态修改函

数）是在库的内部”。因此，直到 2017 年 

11 月初，这些数字资产一直处于冻结状

态。

当然还有其他人声称资产被盗。这是一个

急剧变化的行业中的一个苗头性问题。因

为区块链尚属于新兴技术，这些案例鲜有

获得广为理解的。

区块链安全

#
#
https://www.coindesk.com/7-million-ico-hack-results-coindash-refund-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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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网络犯罪的传统选项对于小型企业和组织并不可行。除不包括大型企业以外，这

里列出的两个常见策略的成本很快让所有人不堪重负。

要求客户按总计小时数支付服务费用，无论测试结果如何。咨询公司执行的大

多数渗透测试是由一两名渗透测试人员完成的。这意味着客户仅能发挥两名顾

问的方法和技能组合。

打击网络犯罪的方法

由一家网络安全咨询公司执行的渗透测试：

信息安全研究人员基于所发现的漏洞收费。企业到头来往往是掏钱修复那些对

其收入和客户并不完全重要的问题。下一部分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

漏洞赏金挑战：

经典网络安全咨询公司通常仅在其研究结束时发送报告，并且格式通常是费解的文

本类型（Word、Excel、PDF 等）。 



打击网络犯罪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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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网络安全中的众包，人们很快便会想到漏洞赏金计划。它们并不适合于中小企

业。

第一个原因是成本。依赖于漏洞赏金手段

的企业通常需要为所报告的每个漏洞付

费。因为，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缺乏内部

基础设施和/或软件开发团队，他们到头来

是在花钱识别那些缺乏资源修复的问题。

显然，这对纠正漏洞来说是一种缺乏效率

的方式。

在收到高昂的账单和不完整的结果后，连续和回

头生意的机会荡然无存。

其次，所获得的结果并非总是与客户相

关。当使用这些赏金计划时，研究人员往

往不需要进行深度研究，便能够快速发现

众多严重瑕疵。他们将依据所发现的问题

总量轻松获得奖励，而这并不一定为客户

带来重大价值。

漏洞赏金计划



Buglab 平台将那些有信息安全需求的各种组织链接起来，并在一个激励性环境中提

供一个认证网络安全渗透测试人员社区，其中，测试人员在发现系统漏洞（依据严重

性和潜在影响排名）时会获得奖励。这是以一场时间争夺赛完成的。重要的是，找到独

特漏洞的排名要高于仅仅制作一份问题清单。

一旦公司提供基本信息并启动竞赛后，

社区随即会收到一份公开邀请以参与

竞赛。

Buglab 解决方案

公开竞赛

Buglab 平台的核心功能

Buglab 平台使客户得以使用大量渗透测试人员或从已知公司选择一个经验证的团队。团队

成员数量不得少于五名渗透测试人员。

根据您组织的特定需求，可提供各种客制化选项。接下来将重点展示部分预期功能。

客户也可以从社区选择指定数量的渗

透测试人员，或从一家已知网络安全公

司选择一个经验证的团队来完成挑战。

内部竞赛

10



客户可选择在内部挑战期间通过使用

不同的筛选器来挑选渗透测试人员。其

中包括国家/地区、评分、技能组合等。

筛选器

报告的漏洞在进入客户主面板之前会

经过我们的评分系统，以识别重复内

容。客户保证只会获悉相关的提交内

容。

分类系统

公司收到有关其安全竞赛的报告。此功

能概述每次竞赛的表现，并允许客户对

其安全状态和资产的进展进行图形化

的对比。

报告

 公司可从三种类型的竞赛管理（基础

版、专业版和企业版）中做出选择。若

选择后者，则客户负责对报告进行整

理、分类和分级。

客户管理

Buglab 解决方案

当客户选择自行管理其挑战时，来自社

区的渗透测试人员可以征求 Buglab 的

调解。当渗透测试人员认为评分或验证

不准确时，就可能需要这种调解。

Buglab 团队可获得有关异议的详细原

因并做出公平评估。

调解

一个主面板对来自社区的渗透测试人

员依据其经验和在平台上的结果进行

排名。这为最好的渗透测试人员提供更

大的曝光度，并可更轻松挑选参与者进

行内部挑战。

排行榜

11



Buglab 解决方案

聊天 固定伙伴

每一份漏洞报告都是与渗透测试人员

开启对话及获得他们帮助修复漏洞的

机会。 

 Buglab 将在企业层面上验证修复已得

到落实。

定义需求

潜在使用案例的清单非常长。使用场景可能包括揭露恶意 SQL 注入，这种攻击会将数据库内

容发送给黑客。系统可能会有绕过身份验证的漏洞。敏感的公司数据可能是非加密的。文件

上传可能未受保护。用户会话可能受制于被恶意实体接管。也许漏洞相对直接：例如，公司拥

有的登录安全性可能不足。Buglab 策略以一种高性价比的方式应对这样和那样的漏洞，以对

付网络犯罪及其对客户底线的影响。

该平台的设计针对网络犯罪威胁提供多种解决方案。使用专业版或企业版方案可让客户获得

内部团队的访问权。例如，取决于数据的敏感性，某次渗透测试竞赛可能对所有人都是关闭

的，只对一个预选的团队开放。又或者，某商家可能选择其他套餐，以便使用开放式竞争模式

来解决系统漏洞。

无论哪种使用案例，我们的设计对于识别 IT 漏洞均提供奖励，同时构成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

设施。因为它采取竞赛的形式，客户得以持续访问渗透测试结果，因此这是实时和高性价比

的。

12



Buglab 解决方案

Buglab 借助其评分系统，激励每一名研究

人员抢先揭露最大数量的重大漏洞，并基

于各自的等级获得最高评分。这种类型的

评分系统鼓励社区以有效、彻底和高效的

方式行动。研究人员给出的规避漏洞的建

议也将传达给客户。渗透测试人员或 

Buglab 自己可直接与客户共同进行补救。

取决于数据的敏感度，可提供若干隐私选

项。若公司需要限制信息访问权限，则可

以选择客户管理的竞赛。即便是在罕见的

调解情况下，Buglab 也无法查看与案例有

关的受保护漏洞详情，除非受到明确邀

请。

对于可能需要一个内部团队的网

络安全公司来说，其工作流程可能

类似于如下流程：

通过提供竞赛，Buglab 通过收取一笔固定价格的费用（若未发现漏洞则保证退款）对用户成

本封顶。在挑战或竞赛的框架内，社区渗透测试人员独立行动（虽然是从事同一个项目），从

而运用各自的多元化技术技能来查找和曝光安全瑕疵。他们因此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现大量漏

洞。这是一种揭露网络威胁的高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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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渗透测试人员上传经验、就业履历

或其他相关信息的证明。

2. 点击应用程序中的“创建团队”。需要

至少五名成员才可进行。

3. 邀请同样需要上传身份证件、证书

和经验证明的用户。

4. Buglab 团队审核提交内容。

5. 若项目获得接受，则公司可以邀请

获得批准的整个团队。 
竞赛已通过 Buglab 平台激活。

#


Buglab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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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面板还可以直观的方式实现实时互动，以便客户在研究人员或 Buglab 团队的帮助下解决

漏洞。

通过竞赛主面板可快速访问研究人员的进展、揭露的漏洞类型以及头部贡献者。

客户公司员工随着竞赛实时呈现结果而跟进其动态，以查看报告的漏洞和纠正建议。  

他们将可以与渗透测试人员沟通，以便跟进。平台还可根据您公司的自行决定而集成

其他报告工具。

实时报告



客户在平台上注册并提供自己的信息，包

括其产品和服务。然后通过使用简单而用

户友好的界面，签署一份竞赛合约，选择

其规则。 

客户可以个性化设置竞赛的机密性1、他们

希望的管理类型以及竞赛成本，这取决于

选定的计划方案和可选的奖金。若有必要

，Buglab 团队将与客户互动，以帮助他们

设置计划参数。

竞赛

1 若客户选择管理竞赛，则仅客户和发现漏洞的渗透测试人员可访问其详情。渗透测试人员受注册时所需的条款与条件约束，以确保对数据的

利用合乎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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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系统鼓励（也就是激励）每一名渗透测试人员抢先揭露最大数量的漏洞并获得最高评分。

每一个漏洞都将分配到一个评分。较早发现的问题获得满分。对重复条目的评分会考虑时间

戳（以鼓励及早报告重大漏洞）和发现问题的渗透测试人员数量等因素。另请参阅漏洞时间

戳。

基于所选择的机密2 类型，客户随后可以在

社区中从一份渗透测试人员名单中进行挑

选。 

Buglab 平台还可通过使用 Buglab 推荐引

擎指定合适的匹配者。

挑选可依据若干标准进行，包括渗透测试

人员所在国家/地区或他们的技能领域。启

动日期始终有您决定。

通过使用 Buglab 所提供的方法，渗透测试

遵循一个独特的路径，如下图所示。

2  所有渗透测试人员运作的假设前提是，任何漏洞或与漏洞问题相关的任何详情都不会与客户之外的任何个人或公司分享，除

非客户明确允许。 对任何专有信息的分享视客户政策而定。另外，关于私人数据访问权限的司法规定各不相同。

渗透测试人员
竞赛

公司

累计 发现

提交报告

实时 报告

主面板分类及对漏洞
报告评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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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出现争议，一支 Buglab 内部团队可充当调解员，以帮助厘清未解决的问题。例如，若评分

有争议或漏洞的有效性有问题，便会发生这种情况。

竞赛启动后，我们已注册到 Buglab 的渗透

测试人员社区随即会获得通知。我们的国

际网络安全渗透测试人员随后直接在 

Buglab 平台上对解决方案进行分析、测试

并返回漏洞报告。 

当竞赛结束时，Buglab 的角色仅限于使用

漏洞时间戳中所述的通用漏洞评分系统 3 

(CVSS3) 标准进行漏洞评分和分类。渗透

测试人员依据其在竞赛中的排名获得报

酬。

下方屏幕截图中提供了一个排行榜示例。

竞赛评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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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依据总体评分和时间来奖励最

好的研究人员，有必要设立一套评分系

统。渗透测试人员某次竞赛的总分等于他

们发现某漏洞所获得的所有评分的总和。

得益于 CVSS3，对漏洞的评分是基于客

观和可度量的标准。 

相互独立工作的若干渗透测试人员可以

发现同一个漏洞，并于不同时刻在 

Buglab 平台上报告，这会导致重复报告。 

若出现重复，Buglab 可以完全安全的方式，提供对某渗透测试人员指定评分的验证手段，根

本不会披露任何敏感信息。

渗透测试竞赛的结果取决于漏洞报告的确切时刻所对应的漏洞时间戳 (VTS)。

漏洞时间戳

● 任何时间戳都无法以欺诈方式合并

● 任何时间戳一经公布便无法修改

● 全部可以供（所有人）查阅

对于这类情形，研究人员基于他们发现漏

洞的速度获得 CVSS3 评分。首先完成者将

获得满分，而后来者则将依据其时间排名

以及发现相同漏洞的渗透测试人员数量看

到自己的分数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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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glab 将在企业层面上验证修复已得到落

实。Buglab 将尝试再次验证（利用）该漏洞。

当被证实为已修复时，一支 Buglab 分析师团

队将在平台上对状态进行相应更新。Buglab 

可以拒绝某次“修复”，以便让公司有机会再次

解决该漏洞。公司可获得至多五次解决该漏

洞问题的尝试。

在整个挑战期间，公司可以与渗透测试人

员聊天并访问报告，他们可以实时落实纠

正漏洞的建议。如果漏洞和相关的修复具

有时效性，这就会尤其有用。公司需要等

到竞赛结束时才能实施修复。

固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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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结束时，若最后发现我们客户的系统没有漏洞，则 Buglab 将通过使用我们的智能合约，

自动对 90% 的竞赛费用做退款处理。其余 10% 按照如下题为 Vigilante Protocol 部分的解

释留作 Vigilante Protocol 储备金 (VPR)。

退款保证

Buglab 将按固定价格组织渗透测试，交由我们团队预先批准的专家来完成。下表提供了三种

服务等级的功能特色亮点。

服务等级

功能特色/方案 基础版 专业版 企业版

团队管理

问题跟踪集成

报告分析

与渗透测试人员聊天

公开竞赛

公开和内部竞赛

选择渗透测试人员

按照专长搜索渗透测试人员

专属客户经理

漏洞复制

漏洞分类与验证

重复检测

固定伙伴

选择安全团队 

#


除了面向各种规模的企业开展竞赛以外

，Buglab 正在推出一个全球一体化的黑客

防范计划，名为 Buglab Vigilante 

Protocol。该系统允许白帽研究人员对不

属于我们平台客户的公司系统漏洞进行报

告。                   

我们邀请企业以自愿小费或酬金的形式对

发现瑕疵的白帽黑客进行奖励。通过这种

方式，企业可以很少的成本从警惕的守卫

者那里获得对他们的解决方案的建议。

Vigilante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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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以选择向白帽黑客给予一份自愿奖励以及/或预订一次竞赛。若公司预订一次竞赛，则

该白帽黑客将收到 2% 的服务费用。Buglab 将推荐公司邀请此白帽黑客参与，即使他/她并

不具有渗透测试人员身份。

该协议使社区白帽黑客以及匿名白帽用户以安全和道德的方式3向不属于 Buglab 客户的企

业4报告漏洞。

下一部分提供了更多信息。

3   有道德的黑客的角色类似于渗透测试人员，但这涉及更广泛的问题。 除了测试职责以外，有道德的黑客通常还承担其他职责

，例如找到对策来加强系统的防御。

4   注意，Buglab 将向适用的 CSIRT 报告漏洞，而不会尝试利用该白帽研究人员发现的任何漏洞。

Vigilante Protocol

获邀启动
Buglab 竞赛

通过 BGL 代币
获邀进行奖励通过智能合约 

自动奖励

公司

CERT 与 CSIRT
白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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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Vigiltante Protocol 智能合约使敏

感信息的沟通可以保密和安全的方式通过

合适的认证国家机构进行，即计算机安全

事件响应小组 (CSIRT)，它由全球众多国家

管理。 

除了向所述企业通知漏洞以外，CSIRT 和

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 (CERT) 本身也必须

对其进行分类和评分。作为回报，一旦该

企业将漏洞标记为已解决，响应小组随即

将从 Vigilante Protocol 储备金中获得代

币奖励，因为已与 Buglab 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

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

指定渗透测试人员身份

白帽黑客若想获得渗透测试人员身份并能

参与各种挑战，他们在注册 Buglab 平台时

必须符合两项硬性要求，即提供身份证明

和至少一项证书。居住国家/地区为可选

项。只有这些要求得到验证后，账户才会

获得批准。 

获得渗透测试人员身份的另一种方式是在 

Vigilante Protocol 下开展行动，以便证明

自己有能力且愿意参与我们的预防性安全

计划。一旦他们收集到总计 20 点积分后，

根据 CVSS3 评级系统，他们将获得该身份

并参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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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R 具有若干功能。其中之一是奖励那些

通过编制漏洞报告（一旦获得批准后）对

Vigilante Protocol 做出贡献的白帽研究

人员。它还允许 Buglab 对发挥中间人角色

的 CSIRT 和 CERT 提供报酬。 

最后，它还使我们可以对以太坊区块链上

执行的各种交易支付内生费用，更具体来

说，是对漏洞报告加盖时间戳。VPR 最初

的资金来源是从众筹中获得的 20% 代币

分配。如需更多详情，请参阅 Buglab 代币

分配活动。

Buglab Vigilante Protocol 储备金

Buglab VPR 的资金是通过系统性地获得如下三大不同来源的代 币

的 10% 而持续获得的。 

当竞赛开始时，竞赛启动费用的 10% 将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转移至 VPR。这将从客户

付款中自动提取。客户对此流程无法施加任何控制或影响。

竞赛费用的 10%：

当一名经验证的渗透测试人员赢得客户运作的竞赛时，该渗透测试人员将通过智能合

约自动获得奖励。

任何自定义渗透测试人员奖励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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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所有竞赛的标准流程。然而，竞赛结束时，竞赛的业主也可选择对哪些可能没有

获胜（虽然排名靠前）、以及/或识别出重大漏洞的渗透测试人员进行额外付款。可能的

情况是，其他提交内容提供了更加周密和有用的测试向量。竞赛业主可选择向紧随其

后的竞争者赠送任意数额的代币。VPR 将自动收取这些代币的 10%。

当白帽研究人员发现一个漏洞时，若产品的业主并非 Buglab 客户，则业主会受到鼓

励向研究人员支付一笔费用，以及/或通过 Buglab 启动一次漏洞竞赛。支付给白帽研

究人员的酬金将自动划转 10% 给 VPR。 

任何自定义白帽黑客奖励的 10%：

VPR 中的资产总额由如下公式定义：

其中，VPRTDE 是代币分配活动 (TDE) 分配给 VPR 的数量，Ccontest 是一次竞赛的客户成本，Rcustom 是在

竞赛期间由客户支付的任何自定义奖励，Rwhitehat 是由所涉公司给予白帽研究人员的自愿奖励，N 是迄

今为止运作的竞赛总量，i 是单次竞赛的序号。

注意： 从上述三个来源中收取的 10% 
是自动完成的且不可退款。它将始终划

转至 VPR，从而保持其流动性。

上述等式并未考虑从 VPR 垫付款项所花费的

交易费用和 gas 成本，因为这些会从  Buglab 

交易储备金 (BTR) 中支付。下一部分对此进行

了描述。

，



VIGILANTE PROTOCOL

26

由 Buglab 于常规运营过程中在区块链上

进行的金融交易需要向矿工支付交易费用

，从而将这些交易纳入区块中。 

这是以太坊区块链的一个标准。为了支付

这些费用，Buglab 将创建一个被称为 BTR 

的专门储备基金。 

Buglab 交易储备金

每次竞赛的客户成本的 1%；

竞赛期间所提供的所有奖励的 1%；以及

来自 VPR 的所有奖励的 1%。

从 TDE 的初次分配后（1%），该储备金将利用智能合约获得注资，方法是保留：

Buglab 交易储备金将是一个持有 BGL 代

币的多重签名钱包合约。需要时，Buglab 

会将这些代币的一部分转换为以太币，可

用来支付必要的交易费用。当转换为以太

币时，该钱包将需要 5 个签名中的至少 3 

个才能将代币转出。

在未来版本的以太坊区块链中，将有可能

使用基于 ERC20 标准的代币直接支付交

易费用。当这成为可能时，将不再有必要

把 BGL 转换为以太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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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一给定时点，BTR 的价值由如下等式决定：

其中，BTRTDE 是 TDE 分配给 BTR 的数量，Ccontest 是一次竞赛的客户成本；Rcontest 是来自竞赛

中的奖励，RVPR 是来自 VPR 的奖励，Fpaid 是一次竞赛中支付的交易费用总额，N 是迄今为止运

作的竞赛总量，i 是单次竞赛的序号。

注意：  从上述三个来源中收取的 1% 是
自动完成的且不可退款。它将始终划转

给 BTR，从而为支付区块链上的交易费

用提供资金供应。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交易费用是按照每

次竞赛支付的，但实践中，费用可能会累

计起来并汇总（每月或每季度）偿还至一开

始被收取费用的 Buglab 原始账户。

，



为了在区块链环境中激励渗透测

试，Buglab 代币 (BGL) 应运而生。  

在 Buglab 经验的语境下，代币交

换会发生在如下场景中：

● 奖励竞赛获胜者——排名中的前三名，或由客

户自定义。

● 覆盖一次竞赛的成本，包括交易成本。

● 对白帽黑客实现并代币化“小费”功能。

● 向 VPR 和 BTR 提供资金。

● 奖励 CERT 和 CSIRT 对漏洞分类以及帮助建

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Buglab 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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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L 代币是基于 ERC20 标准的区块链代

币。正如下图所示，生态系统内进行的所

有交易都将需要该代币，包括预订一次竞

赛。

竞赛

激活竞赛

客户设立竞赛以适应其渗透测

试需求并分配代币作为奖励

保障报酬 

渗透测试人员依据累计评分排名

，并以保障私人信息安全的方式

获得报酬

代币可以依据保存代币的合约内设定的规

则，在互联网上的两个当事方之间转移。

在 TDE 期间，代币会打折预售给那些认同

平台价值、并当平台准备就绪且总体可供

公众使用时预计自己会使用代币来访问平

台的用户。

Vigilante Protocol

持续运营

从每次竞赛中收取的部分代币将

会转出，以在全球支持 CSIRT 和 

CERT 运营

奖励白帽

企业获邀通过智能合约向白帽提

供 BGL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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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glab 将是 BGL 的创建者和发行者。该平台将部署一个智能合约系统，以便接收出

资，同时在 TDE 期间向出资者创建和发行 BGL。 

代币分配活动 (“TDE”)

Buglab 代币

大多数技能娴熟的渗透测试人员和白帽黑客不想为了收款而披露自己的财务信息，因此，通

过创建代币，我们能够吸引这些人。对那些参与 Vigilante 戒过程的白帽黑客来说，我们还认

为这是最佳奖励解决方案。



我们团结一致，以帮助企业保护其数字化解决方案为使命。 

Reda 在 16 岁的小小年纪就已入行，是网络安全领域

里的一名资深专家。他所帮助过的企业涵盖从银行到

电子产品制造商。

管理团队

Reda Cherqao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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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Azdine 是一名资深软件设计师，其经验涵盖保险、法

律和公证等领域。他深深着迷于区块链技术的潜力，目

前在帮助 Buglab 打造其自有平台。

Azdine Bouhou

软件架构师

凭借多年的UI设计经验，Mohamed热衷于构建基础，

以实现最佳的用户 - 产品交互。他是第一个实习生，经

过两年的经验，当时是全职会员。

Mohamed Elouadifi

全栈开发人员



拥有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网络智能两个硕士学位 他

是一名从事面部识别和车牌识别的实习生 加入buglab

作为数据科学家来构建强大的推荐引擎

Taoufik Moufakk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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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家

Konstantin 是一名资深前端开发员，熟悉所有最新技

术和最佳实践。他的内驱力和完美主义风格确保我们

的平台拥有最好的界面。

Konstantin Bditskikh

前端和区块链开发人员

管理团队

软件开发人员特别关注Web。 引领有趣的社区，如

（forloopMorocco - Major League Hackathon 

Morocco），也活跃于开源社区，特别是在PHP和

Laravel领域。

Mohamed Benhida

技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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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al 是一名市场营销老手，在 TBWA 和 Ogilvy 等全

球市场营销集团积累了超过 11 年的经验。她是一名富

有创意的故事叙说者，能够找到新的方式与关键利益

相关方接洽。

Dalal Cherqaoui

市场与传播经理

管理团队



使用区块链重塑渗透测试的优势

本部分着重介绍该生态系统的关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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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若要生效，则必须获得所有矿工的批准，他们验证交易的有效性。只有这样，交易

成本才能并入区块链的网络节点中。添加新的区块需要网络参与者之间达成共识。这

种流程使第三方控制显得过时。

脱离中间人

用于每一个新区块的代码建立于区块链中领先它的区块上，通过这种方式，修改一个

单一的区块会涉及更改链条中的所有区块，这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区块链内部，这些

区块作为一个整体被复制在网络的所有节点中，并不属于一个独立的单一服务器。这

种去中心化的架构充当对数据窃取的一道结构性防线。这些区块上的数据受到一系列

创新加密流程的保护，以防事后修改。

安全性

在一个区块链内，服务器和支持架构分散在整个网络。区块链完美独立于第三方服

务。矿工分配其机器的一部分算力用来计算验证交易所需的算法。这项工作是有奖励

的。在 Buglab 竞赛中，验证一个区块的第一个矿工赢得代币。这种经济获益机会促进

了激烈的竞争。对于揭露网络安全威胁，这种方法为客户带来了价值。

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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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合约是一个“如果这样，那么那样”的逻辑。它可验证目标已实现，然后启动数字

化传输。合同条款生效后即不可更改，虽然交易中所涉及的当事方仍然保留访问权

限。竞赛的竞争性质使之成为促进交易的一个关键部分。在这种环境中，渗透测试人

员将快速发现和传达漏洞。

智能合约

使用区块链重塑渗透测试的优势

法律免责声明 

对于 BGL 代币，无法承诺其未来表现或价值，包括无法

承诺其固有价值、无法承诺持续支付，以及无法承诺 

BGL 代币将拥有任何特定价值。 

除非潜在参与者完全理解并接受 Buglab 的性质以及 

BGL 代币固有的潜在风险，否则他们不得参与 TDE。

BGL 代币并不构成证券或作为证券出售。BGL 代币是作

为功能性产品出售，同时 Buglab 所取得的所有收益可

由 Buglab 自由花费，本白皮书中不设任何条件。本白皮

书并非招股说明书或文件披露，且并非销售要约、也不

是在任何司法管辖区购买任何投资或金融工具的任何要

约的请求，不得以此对待或以此为凭。

截至本白皮书发表日期，BGL 代币在 Buglab 平台生态

系统之外尚没有已知的潜在用途。本白皮书并不构成 

Buglab、其职员、董事、经理、员工、代理机构、顾问或

咨询人员或任何其他人对本文档任何接收者关于参与 

TDE 销售利弊的建议或推荐意见。参与 TDE 伴随着极大

的风险，并可能涉及导致损失此类投资的全部或绝大部

分的特别风险。

除非您已准备好全额损失分配到 BGL 代币购买中的投

资，否则不要参与 TDE。不得以投机或投资目的获得 

BGL 代币，并期望营利或立即转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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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免责声明 

Buglab 相信本行业数据是准确的，且其估测和假设是合

理的；然而，无法保证本数据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对其中

所含信息做出一般性陈述的第三方信息来源是从被认为

可靠的信息来源获得的；然而，无法保证所含信息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尽管这些数据被认为是可靠的，Buglab 并

未对本白皮书中提及的、来自第三方信息来源的数据进

行任何独立验证，也未查明依赖于该等信息来源的隐含

假设。 

请注意，Buglab 正在对其 BGL 代币的功能进行法律法

规方面的分析。完成此分析后，Buglab 可能决定修订其 

BGL 代币的预期功能，从而确保遵守我们受约束的任何

法律或监管要求。假如 Buglab 决定修订其 BGL 代币的

预期功能，Buglab 将更新本白皮书的相关内容并将其最

新版本上传至 Buglab 网站上。

任何 BGL 代币都可能受监管行动的影响，包括对所有

权、用途或占有该等代币的潜在限制。监管者或其他情

形可能要求对 BGL 代币机制做出全部或部分更改。

Buglab 可能修订其机制，以遵守监管要求或其他政府或

企业义务。尽管如此，Buglab 认为其已采取一切合理的

商业措施，以确保其设定机制的适当性，并遵守当前考

虑的法规。 

本白皮书仅供信息参考之用。对其中所含全部和任何部

分内容的分发须经书面授权。 

这里的所有前瞻性信息都是推测性质的，且可能依据众

多外部力量发生相应改变，包括技术创新、监管因素以

及/或货币波动，包括但不限于加密货币的市场价值。 

本白皮书仅供信息参考之用，且可能随时修改。Buglab 

无法保证本文档中所做陈述或所达成结论的准确性。

Buglab 不做出任何表态或担保，并明确否认所有这类

表态和担保（无论是明示、暗示、法定或其他），包括但不

限于：

● 关于适销性、特定目的适用性、适当性、报酬、

权利或非侵权性的任何表态或担保；

● 本文档的内容准确无误；以及

● 该等内容不构成对任何第三方权利的侵犯。

Buglab 对由于使用、参考和依赖本文档内容而

产生的任何种类的损害概不负责，即便被告知

该等损害的可能性。 

本白皮书包含第三方数据和行业出版物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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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免责声明 

虽然本白皮书中所含前瞻性陈述是基于 Buglab 认为合

理的假设，这些风险、不确定性、假设和其他因素可能导

致 Buglab 的实际结果、业绩、成就和体验与其在前瞻性

陈述中所表达、暗示或感知的期望大相径庭。考虑到这

类风险，TDE 的潜在参与者不得过度依赖于这些前瞻性

陈述。风险和不确定性包括但不限于代币销售条款与条

件中所认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些并非与参与 Buglab 

运营出资相关的所有因素的最终列表。  

对于更新任何前瞻性陈述以反映本白皮书日期之后的事

件或情形，Buglab 不承担任何义务。

Buglab 的业务受其运营（或计划运营）所在国家/地区各

种法律和法规的约束。Buglab 的某些活动可能面临被认

为违反任何该等法律或法规的风险。对于任何该等潜在

违反行为的处罚可能无从知晓。此外，在某些情况下，适

用法律或法规或者对现有法律解读的改变会导致合规成

本或资本支出的增加，这可能影响 Buglab 的盈利能力，

或者阻碍 Buglab 执行本白皮书中拟定的商业模式和 

BGL 代币模式的能力。

本白皮书包含有关 Buglab 对于未来事件的当前期望和

看法的前瞻性陈述或信息（统称为“前瞻性陈述”）。在某

些情形中，这些前瞻性陈述可通过诸如“可能”、“将会”、

“有望”、“预计”、“致力于”、“估测”、“意图”、“计划”、“寻

求”、“相信”、“潜在”、“继续”“有可能”等词语、短语或者

它们的反义词，或其他意在识别前瞻性陈述的类似表达

识别出来。Buglab 的这些前瞻性陈述是基于其对未来事

件和金融趋势的当前期望和推测，Buglab 认为这些可

能会影响其财务状况、运营结果、商业策略、财务需求或 

TDE 结果，或者 BGL 代币的价值或价格稳定性。 

除了有关此处列出的事务之外，本白皮书还包含有关 

Buglab 拟定运营模式的前瞻性陈述。其模式仅述及其

目标，并非预告、推测或对未来运营结果的预测。

前瞻性陈述是基于 Buglab 鉴于其对历史趋势、当前条

件和未来预期进展及 Buglab 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的经

验和感知做出的某些假设和分析，并受风险和不确定性

的制约。

关于前瞻性陈述的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