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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正式进军区块链产业
BATJ巨头⻬齐聚



百度正式进军区块链产业，BATJ巨头⻬齐聚1.1

百度区块链实验室于2018年年9⽉月26⽇日⾸首次发布了了区块链产业规划⽩白⽪皮书《百度区块链⽩白⽪皮
书V1.0》，对百度区块链的整体架构、商业化解决⽅方案、⾏行行业应⽤用进⾏行行了了全⾯面⽽而⼜又系统的
介绍，引起了了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白⽪皮书的发布宣布百度正式进军区块链产业。⾃自此，

BATJ均完成了了区块链产业的布局，互联⽹网巨头⻬齐聚。
各互联⽹网巨头的区块链产业布局具有⾼高度重合性，在BaaS服务、⾦金金融、溯源、游戏领域
形成强烈烈的竞争态势，⾦金金融领域成为主战场。百度发布⽩白⽪皮书，度⼩小满⾦金金融正式进军区块

链⾦金金融领域；2016年年5⽉月31⽇日，⾦金金融区块链合作联盟（深圳）正式成⽴立，该联盟集结了了腾
讯、京东⾦金金融与众多银⾏行行与⾦金金融机构在内31家企业；蚂蚁⾦金金服也⼀一直致⼒力力于区块链⾦金金融领
域的应⽤用，拥有49件专利利，处于⾏行行业领先，并上线全球⾸首个电⼦子钱包跨境汇款服务。

序号 互联⽹网巨头 ⾏行行业布局

1 百度 BaaS平台、⾦金金融、溯源、游戏、物联⽹网、版权保护、存证

2 阿⾥里里 BaaS平台、⾦金金融、溯源、存证、医疗、公益

3 腾讯 BaaS平台、⾦金金融、游戏、政府及公共服务、医疗

4 京东 BaaS平台、⾦金金融、供应链、政府及公共服务、其他

互联⽹网巨头区块链产业布局对⽐比

来源：链塔智库分析整理理 www.blockdata.club



百度区块链⽩白⽪皮书发布原因分析1.2

⽩白⽪皮书作为⼀一种项⽬目⽅方向市场展示商业模式、技术实⼒力力、团队能⼒力力、发展前景的公开性报

告和商业计划书，是⼀一个项⽬目好坏的重要评判依据。同时它也是项⽬目⽅方基于⾃自身实⼒力力与企

业规划所勾勒勒出的发展蓝图。⼤大部分项⽬目⽅方发布⽩白⽪皮书是为了了拓拓宽融资渠道，存在项⽬目⽅方

跑路路等⻛风险。反观百度区块链⽩白⽪皮书，⽤用了了较⼤大的篇幅去介绍百度已经落地的区块链项⽬目，

对项⽬目的功能实现、商业模式做了了详细描述。链塔⾏行行研团队认为，百度选择在多个项⽬目已

经落地的情况下才发布⽩白⽪皮书的原因如下。

成果展示 项⽬目宣传 政策⽀支持

百度⾃自2017年年7⽉月开始着⼿手
布局区块链，经过⻓长达⼀一年年时间的
钻研与尝试，在⾦金金融、溯源、⽂文娱
等⽅方⾯面均取得了了⼀一定成果，⽩白⽪皮书
发表作为⼀一种具有吸睛作⽤用的商业
⾏行行为给百度提供了了⼀一个展示成果，
彰显实⼒力力的绝佳机会。

百度研发的区块链项⽬目虽
然已经落地，但其注册⼈人数、受
众群体仍然只有较⼩小的体量量，⽆无
论是从百度想打造杀⼿手级去中⼼心
化应⽤用的宏伟⽬目标来看，还是出
于其未来发展规划考虑，都需要
⼀一个优质的宣传渠道。

我国区块链政策环境呈两⽅方
⾯面发展态势，⼀一⽅方⾯面监管始终坚守
政策红线，管理理⼿手段进⼀一步升级；
另⼀一⽅方⾯面对于区块链技术发展⼤大⼒力力
扶持，⿎鼓励区块链产业落地，为实
体经济服务。百度区块链⽩白⽪皮书对
于⾏行行业应⽤用的详细描述是对国家政
策的⽀支持，旨在发展技术，解决痛
点，服务实业，拥抱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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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链⽹网络并⾏行行结构
可有效解决效率瓶颈



底层架构——超级链⽹网络
XuperChain简称超级链，是由百度⾃自主研发的区块链⽹网络，拥有超级节点技术、⽴立体⽹网络
技术、可插拔共识技术、智能合约兼容开发⽣生态等技术优势，是百度区块链的底层基础架

构。基于超级链⽹网络的底层架构由于其技术优势与机制设计可以解决部分区块链⾏行行业痛

点，但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2.1

序号 ⾏行行业痛点 技术解决 优势 挑战

1
当前区块链技术的性能制
约，单核CPU计算的低效
率。

⽀支持平⾏行行链与侧链的运⾏行行结
构，Root链作为主链具有管
理理其他平⾏行行链，并提供跨链
服务的功能。

平⾏行行链与侧链的运⾏行行结构可以⼤大幅
增加区块链的可拓拓展性，提⾼高运⾏行行
效率。

平⾏行行链与侧链技术的应⽤用具有牺牲
部分去中⼼心化的特点，有悖于区块
链技术的设计初衷。

2
智能合约间⽆无隔离能⼒力力，
性能差；编程语⾔言设计也
存在⽋欠缺。

智能合约拓拓展，可加载不不同
合约虚拟机；内嵌合约机
制，适⽤用多种类编程语⾔言。

开发者可以使⽤用C++，Java等常⽤用
编程语⾔言直接编写智能合约，且⽀支
持以太坊编程语⾔言。

公开的节点会因为安全问题拒绝为
给予安全隔离保护的链提供算⼒力力，
适⽤用范围有局限。

3
现存的共识机制在应⽤用层
⾯面专注于特定场景，不不具
有普适性。

可插拔共识机制与⾃自定义共
识机制的建⽴立。

可插拔的共识机制可以针对不不同的
应⽤用场景⾃自主选择，应对不不同需
求。

不不同的共识机制均存在⾃自身短板，
设计出⼀一个完全满⾜足特定应⽤用场景
的共识机制是⼀一个巨⼤大挑战。

4
当前的区块链技术⽅方案始
终⽆无法突破单机存储与计
算瓶颈。

超级节点分布式计算技术拓拓
展每个节点的存储与计算。

单机多盘存储⽀支持⼤大容量量的数据储
存；多核并⾏行行计算与分布式计算拓拓
展计算能⼒力力。

DAG（有向⽆无圈图）并⾏行行运算仍存
在技术可成熟度的问题，可能会发
⽣生哈希值碰撞等问题。

5
⽹网络建设的技术⻔门槛很
⾼高，需要⼤大量量资源⽀支持。

BaaS服务快速建⽴立⾃自⼰己的区
块链⽹网络。

降低区块链⽹网络研发与使⽤用⻔门槛；
降低区块链⽹网络运营成本。

区块链服务平台能否吸引到⾜足够⽤用
户⼊入驻是⾸首要挑战。

百度区块链底层架构优势挑战对⽐比



超级链的使⽤用与激励⼿手段——超级燃料料2.2

基于Root链诞⽣生的超级燃料料是整个超级链⽹网络运⾏行行消耗的燃料料，是使⽤用者⽀支付使⽤用费⽤用的
途径，同时也是超级链的激励⼿手段。⽤用户通过消耗超级燃料料在超级链⽹网络创建区块链，待

系统稳定后将燃料料按⽐比例例分配给区块链提供资源和服务的节点。⽩白⽪皮书未披露露关于燃料料的

发布量量、定价、商业⽣生态等详细信息。通过对百度区块链⽩白⽪皮书的解读，超级燃料料作为超

级链的运营基础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其类Token的特性是否会引发监管问题是其⾯面临的重要
挑战，也是超级燃料料机制设计所⾯面临的难关。

超级燃料料运营示意图

链塔智库绘制 www.blockdata.club

买⼊入超级燃料料

超级链区块 超级链区块 超级链区块

使⽤用权

资源
服务

超级
燃料料



百度区块链商业模式2.3

百度云作为区块链商业化的实施主体，为⽤用户提供云盘⼀一站式区块链即服务产品，⽤用户通

过购买资源、搭建区块链⽹网络、编写智能合约、构建去中⼼心化应⽤用DApp搭建区块链系统和
应⽤用，形成闭环⽣生态。⽤用于解决标准化与技术⻔门槛限制的区块链服务平台⾯面临着较强的竞

争环境，能否吸引到⾜足够的⽤用户与开发者的⼊入驻是BaaS平台⾯面临的⾸首要挑战。

百度区块链产品系统示意图

来源：百度区块链⽩白⽪皮书 www.blockdata.club



百度区块链商业化布局2.4

百度区块链商业化布局旨在为企业⽤用户提供区块链技术和产品能⼒力力，涉及可信存证、溯源、

版权保护、游戏、⼈人⼯工智能等多⾏行行业落地，形成了了较为全⾯面的产品体系。值得⼀一提的是，

百度区块链在⾦金金融领域的实施主体为度⼩小满⾦金金融，这也说明百度⾦金金融正式进军区块链⾦金金融

服务。2018年年4⽉月，百度宣布旗下⾦金金融服务事业组正式完成拆分融资协议签署，百度⾦金金融
实现独⽴立运营。

来源：百度区块链⽩白⽪皮书 www.blockdata.club

百度区块链商业化布局示意图



百度⾦金金融独⽴立运营原因分析2.5

百度区块链在⾦金金融领域的实施主体为度

⼩小满⾦金金融，这也说明百度⾦金金融正式进军

区块链⾦金金融服务。在国家政策趋严，发

展前景不不明朗的环境下，⾦金金融产业分离

可以有效规避⻛风险。

⾦金金融产业分离使得百度⾦金金融具有纯内资

背景，更更易易获取业务发展所需牌照，同

时也会带来更更多的政策便便利利。

百度⾦金金融的独⽴立便便于企业重新规划组织

构架，制定发展规划，保障百度⾦金金融⻓长

期快速健康地发展。

参照京东、阿⾥里里巴巴等企业的⾦金金融产业

分离，均带来了了不不同程度的股价上涨，

百度⾦金金融独⽴立运营可以起到股价维稳，

甚⾄至⼩小幅提升的作⽤用。

规
避
⻛风
险

政
策
便便
利利

快
速
发
展

股
价
维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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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行行业商业布局均有利利弊
平台运营成为关键



内容版权应⽤用：百度图腾

百度图腾作为⼀一个内容版权⽣生态平台，试图结合区块链技术、搜索技术和流量量的优势，解

决版权⾏行行业确权成本⾼高、盗版猖獗、交易易效率低的痛点。实现⽅方法为将作品版权信息永久

写⼊入区块链，基于区块链的不不可篡改性和⼈人⼯工智能检测，实现作品的溯源。

百度图腾属于区块链技术在溯源⾏行行业的具体应⽤用，根据链塔数据库统计，⾃自2018年年起，共
发布了了5本区块链溯源项⽬目⽩白⽪皮书，溯源⾏行行业成为区块链项⽬目的竞争要地。与其他区块链溯
源项⽬目相⽐比，百度图腾存在⾃自身优势，同时也⾯面临挑战。

3.1

优势 挑战

与其他项⽬目的溯源产业对⽐比，图⽚片、⽂文字、视
频等数据资产溯源规避了了多节点的信息录⼊入，
很⼤大程度上避免了了信息源头作假问题，可以有
效追溯数据资产的转移与传输过程。

区块链的时间戳、数据可追溯特性使得百度图
腾可以为⽤用户提供有效的法律律凭证，确定版权
归属。

百度平台拥有较⼤大体量量的⽤用户基础与流量量基础，
使得其在进⾏行行溯源产业布局时更更容易易吸引⽤用户。

图腾对于确权的价值在于提供了了⼀一个信息可追
溯与时间节点可查的有效途径，但是适⽤用范围
仅限于其⾃自身⽤用户，对于未注册⽤用户的盗版侵
权⾏行行为⽆无法提供可⾏行行的处理理⼿手段。

⼤大批区块链创业公司进军溯源⾏行行业，阿⾥里里、苏
宁、京东等互联⽹网巨头也均在溯源防伪⾏行行业进
⾏行行了了布局，竞争态势激烈烈。

⽬目前，百度图腾的⼊入驻企业与⽤用户的体量量仍然
较少，能否吸引到更更多的⽤用户是其⾯面临的挑战
之⼀一。



百度百科是由⽹网⺠民共同参与编辑的⽹网络百科全书平台，其内容均是以多⼈人协作、版本迭代

的⽅方式逐步编写⽽而成。百度百科通过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内容编辑记录可追溯，解决信息

可靠性与正确性的判断难题。

百度百科同样属于区块链信息可追溯特性的具体应⽤用，由于其⾃自身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

百度百科的区块链应⽤用属于功能的改进与完善，拥有较⼤大的优势，不不过也存在⻛风险与挑战。

3.2 信息溯源应⽤用：百度百科

优势 挑战

可通过区块链的溯源特性查询百度百科词条的
每⼀一次编辑内容与编辑作者，提供⼀一个多视⻆角
的内容解释。

与AI技术相结合，可将区块链中的可信数据直
接转化为相关词条，丰富内容，保障信息的真
实性与权威性。

百度百科⼤大体量量的⽤用户基础使得区块链信息溯
源的应⽤用可以快速落地。

多视⻆角的编辑内容呈现没有给⽤用户提供⼀一个判
断内容正误的⼿手段，⻛风险内容的处理理具有滞后
性。

缺乏奖励机制，优质内容的提供者与维护者⽆无
法获取收益，从⼀一定程度上打击了了⽤用户积极性。



度宇宙是百度区块链在⽂文娱⽅方向的应⽤用尝试，外界普遍认为它是⼀一款对标⽹网易易星球的产品，

本质玩法都属于⼿手机挖矿，通过参与社区活动积累数字资产。度宇宙的最⼤大价值在于构建

⼀一个具有良好⽣生态的区块链社区平台，吸引⽤用户参与，为百度在区块链的其他⾏行行业应⽤用积

累⽤用户基础。

度宇宙属于区块链技术在游戏⾏行行业与社交⾏行行业的交叉应⽤用，区块链游戏与社交平台均为应

⽤用热点，根据链塔智库⾏行行业研究报告，以太坊平台的游戏类DApp共计411家，占⽐比⾼高达
54%；区块链社交平台逐渐与即时通讯、直播、游戏等⾏行行业进⾏行行融合，发展迅速。

3.3 ⽂文化娱乐应⽤用：度宇宙

挑战

区块链游戏与区块链社交领域都处在⼀一个快速
发展的阶段，度宇宙势必会遭受这些项⽬目的冲
击与分流。

对于优质内容的奖励会滋⽣生⼯工作室的泛滥，如
何设计奖惩机制是度宇宙在社交领域需要考虑
的关键问题。

区块链游戏的⽕火热很⼤大程度受博彩类游戏影响，
休闲类区块链游戏在失去激励时能否吸引到⾜足
够多的⽤用户是⼀一个巨⼤大挑战。

优势
基于超级链的底层架构可以提供⾼高效的交易易处
理理，可以有效规避以太坊等平台游戏的交易易拥
堵问题。

度宇宙的布局涉及娱乐、游戏、社交、消费等
多个领域，具有强⼤大全⾯面的功能。

百度平台拥有较⼤大体量量的⽤用户基础，使其在进
⾏行行⽂文娱产业布局时更更容易易吸引⽤用户参与。



休伯特是针对恶意软件泛滥所提出的⼀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解决⽅方案，旨在通过区块链技

术与反恶意软件技术的结合打造⼀一个公平开放的防治恶意软件的安全社区⽣生态。提升反恶

意软件的检测时效，缩短滞后时间。

休伯特属于区块链技术的溯源特性在反恶意软件的具体应⽤用，同时具有区块链社区的属性，

属于⼀一个较为新颖的落地场景。

3.4

优势 挑战

休伯特基于百度安全的反恶意软件产品具有众
多应⽤用场景，可服务于百度旗下的众多软件，
如百度云盘。

百度在云计算、⼤大数据、深度学习算法等⽅方⾯面
的突出技术优势可以有效服务于休伯特的研发，
提供更更强⼤大的功能。

百度平台拥有较⼤大体量量的⽤用户基础，使其在进
⾏行行产业布局时有⼀一定的优势。

普通⽤用户对于反恶意软件产品的需求不不⾜足，休
伯特是否有⾜足够的受众是其⾯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休伯特与传统反恶意软件产品相⽐比，优势更更多
体现在群众参与，优势不不够明显。

信息安全应⽤用：休伯特



百度会学试图采⽤用区块链技术解决现阶段个体教育信息存在的不不完整、不不真实、⾮非学历教育

⽆无认证体系等问题。实现⽅方法是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安全加密的受教育及⼯工作信息的升学

就业身份证明，通过学历信息、学习成果、⼯工作经历信息上链实现数据的安全可信。

百度会学属于区块链技术在教育⾏行行业的应⽤用，区块链教育项⽬目作为区块链的热⻔门落地场景之

⼀一，已经有部分项⽬目落地，并进⾏行行了了初步探索。百度进军区块链教育⾏行行业具有⾃自身的优势，

同时也将⾯面临激烈烈的竞争。

3.5 个⼈人教育应⽤用：百度会学

优势 挑战

百度教育平台拥有⼀一定的品牌与流量量优势，可
以借助⾃自身优势汇聚教育平台及国家中⽴立教育
机构形成“教育区块链⽣生态联盟”。

超级链的⾼高性能可以⽀支撑⾼高量量级的商家与⽤用户
进⾏行行在线匹配和合约处理理。

“区块链+教育”是区块链⾏行行业发展的⼤大热之⼀一，
众多企业布局区块链教育⾏行行业，竞争态势严峻。

想要构建⼀一个个体教育信息平台，为⽤用户提供
优质个性化的教育资源和服务，帮助⽤用户实现
升学、就业⽬目标需要⼤大量量的⽤用户与企业⼊入驻，
是百度会学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如何避免劣质教育资源与服务的⼴广泛传播，如
何设计奖惩机制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百度平台拥有较⼤大体量量的⽤用户基础，使其在进
⾏行行产业布局时有⼀一定的优势。



百宝箱以超级链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支撑，试图构建⼀一个依附于搜索引擎之上的全新商业平

台，为⽤用户和商家提供去中⼼心化的商业服务和⾼高效率意图匹配能⼒力力。

百宝箱属于区块链技术在数字⼴广告⾏行行业的具体应⽤用，旨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前提下，进⾏行行更更

好的需求匹配，提供更更优质的商业服务。由于产品设计依附在百度搜索引擎之上，百度在

数字⼴广告的区块链应⽤用尝试具有⼀一定的优势。

3.6 数字⼴广告应⽤用：百宝箱

优势 挑战

百度凤巢作为⼀一个通⽤用搜索⼴广告平台，具有10
年年的商家服务经验，具有⼀一定的品牌优势与竞
争⼒力力。

超级链的⾼高性能可以⽀支撑⾼高量量级的商家与⽤用户
进⾏行行在线实时意图匹配和合约处理理。

百度搜索平台拥有较⼤大体量量的⽤用户基础与流量量
基础，使其在进⾏行行产业布局时更更容易易吸引⽤用户。

百宝箱蓝钻作为⽤用户搜索⾏行行为信息上链的激励，
具有重要的作⽤用。如何设计百宝箱蓝钻的⽣生态
是⼀一个巨⼤大挑战。

百度凤巢运⾏行行多年年从未解决虚假⼴广告问题，其
医疗⼴广告的竞价排名⼀一直为⼈人诟病。百宝箱的
落地能否杜绝虚假⼴广告，为⾃自⼰己正名是其⾯面临
的主要挑战。

⽤用户搜索⾏行行为上线属于⼀一种⽤用户隐私的透明化，
不不利利于隐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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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塔智库BlockData对百度区块链⽩白⽪皮书进⾏行行了了深⼊入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04

百度在区块链产业的布局最早可以追溯到2017年年，区块链⽩白⽪皮书的公布对于百度来说是⼀一种

成果的展示、产品的宣传，也是商业计划的呈现。

百度区块链底层架构具有拓拓展性强，效率⾼高，⽀支持多种编程语⾔言进⾏行行智能合约编写等优势，

可以有效解决区块链⾏行行业存储与计算瓶颈、交易易效率低下、智能合约⽆无隔离能⼒力力等痛点。但

同时也存在平⾏行行链与侧链牺牲部分去中⼼心化、技术成熟度、智能合约设计、⽤用户吸引等挑战。

⽩白⽪皮书未披露露关于超级燃料料的发布量量、定价、商业⽣生态等详细信息，其类Token的特性是否会

引发监管问题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超级燃料料机制设计所⾯面临的难关。

百度区块链在⾦金金融领域的实施主体为已经实现独⽴立运营的度⼩小满⾦金金融，说明百度⾦金金融正式进

军区块链⾦金金融服务。除了了具有更更易易获取业务发展所需牌照的优势外，在国家政策趋严，发展

前景不不明朗的环境下，⾦金金融产业分离可以有效规避⻛风险。

百度区块链商业化布局旨在为企业⽤用户提供区块链技术和产品能⼒力力，涉及可信存证、溯源、

版权保护、游戏、⼈人⼯工智能等多⾏行行业落地，形成了了较为全⾯面的产品体系，各⾏行行业均存在⾃自身

的优势与挑战。百度凤巢运⾏行行多年年⼀一直未解决虚假⼴广告问题，百度百宝箱的落地应⽤用能否改

变现状，杜绝虚假⼴广告，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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