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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01



超级连接 和超级风险时代

2016 年 5 月

1.17 亿个账户遭

黑客攻击
4

2016 年 6 月

1.71 亿个账户遭黑

客攻击

2016 年 7 月

20,000 个电子邮箱

遭黑客攻击

2016 年 8 月

十几个账户和 1500 
万伊朗用户遭入侵

2016 年 9 月

有 10 亿个账户遭

入侵，迄今已有 
30 亿个 

2017 年 7 月

损失 700 万美元 

背景

每天有 30,000 个
站点被黑客攻击
根据 Sophos 估测 



每年从美国和欧洲中小企业窃取的数额 

来源：78% 的组织在过去两年经历过数据外泄，Mashable 互

联网安全威胁报告 2014，Symantec Ponemon Institute 的 

2017 数据外泄成本研究

5 背景

代价高昂的风险  

数据外泄不仅对客户构成威胁，对各

地企业也是致命打击，尤其是那些没

有广泛 IT 资源的较小企业。

10 亿美元  

全球数据外泄的平均总成本 

3600 万美元   

遭受重大数据丢失的企业在 24 个月内倒闭了 

72%  



来源：MarketsandMarkets 

6 背景

市场规模 

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彼此相互连接，

并连接至它们的孤岛之外，未来的漏

洞也将越来越多，导致网络安全市场

继续保持上行趋势  

年增长

据估计，网络安全市场规模有望从 2017 年的 1380 亿美元增

长至 2022 年的 2320 亿美元。

11%



7 背景

问题 

尽管市场展望呈积极态势，仍有三大中心问题需要应对： 

成本 

当前的行业定价模式缺乏指标且会

变得昂贵不堪

跟踪  

漏洞管理中没有实时报告且缺

乏效率

资源  
仅指定了有限的研究人员

进行渗透测试 



解决方案02



从全球网络中手工挑选的安全研究人员

9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我们在当前行业模式中遇到

的问题，Buglab 的生态系统将融合三

个基本特性 

众包

连贯的奖励，无论适用范围，若未发现漏洞则保证退款 

公平的奖励体系 

实时管理您的竞赛和漏洞 

平台   



10 解决方案

Buglab 竞赛

面向全球中小企业的通用工具，用来

针对其产品、需求和预算找到完美的

渗透测试解决方案。    



11 解决方案

竞赛：核心功能 

从筛选渗透测试人员到设置恰当的奖

励，自定义您的 Buglab 竞赛的方方面

面

范围设置

为确保彻底性，渗透测试人员是根

据其总发现量排名的

累计评分   

若未发现漏洞，将退还 90% 的费用 

退款保证 

数据被记录在区块链上，以促进渗

透测试评分并避免冗余 

时间戳   

客户与渗透测试人员之间将建立实

时连接以进行修复 

实时互动   

Buglab 将在企业层面上验证修

复的实施情况。 

固定的伙伴   



12 解决方案

竞赛：工作原理 

竞赛 

累计发现

主面板分类及对漏

洞报告评分 

公司 

渗透测试人员

实时报告 

提交报告



13 解决方案

Vigilante Protocol

Vigilante Protocol 是一个专门用来帮

助各地企业防范网络安全风险的全球

平台。 



14 解决方案

Vigilante Protocol：核心功能 

一旦共享发现后，将通过智能合约

自动奖励白帽。

自动奖励

与 CERTs 建立合作，以确保对白帽

发现进行验证并帮助企业

CERT/CSIRT 合作伙

伴关系   
通过 Buglab 和 CERTs 充当中间

人，白帽和企业都将更有安全感 

委托模式   



15 解决方案

Vigilante Protocol：工作原理 

CERT 与 CSIRT 

Vigilante Protocol 

白帽 

公司

通过智能合约进行

自动奖励  

获邀通过 BGL 代币

进行奖励

获邀启动 Buglab 竞赛



通过区块链高效访问全球渗透测试人员网络

16 解决方案

为什么选择区块链？   

区块链影响众多行业，尤其是对渗透

测试行业，它们：  

全球覆盖 

Buglab 的平台可实现实时报告和解决方案管理

附加价值  

所有活动均被记录，以培养用户-渗透测试人员之间的信任度 

透明度     



17 解决方案

BGL 代币介绍 

为了激活构建于区块链上的服务并促进

数据交换，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将需要 

BGL 代币与中心化的渗透测试平台互

动。



18 解决方案

Vigilante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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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赛

激活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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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报酬 

从每次竞赛中拿走的代币将会回流，以支持 CSIRT 和 CERT 
的全球运营 

维持 CSIRT 和 CERT 运营 

企业获邀通过智能合约向白帽提供 BGL 奖励作为报
酬 

奖励白帽 



19 解决方案

代币分配  

此图表描述了代币分配计划。这些值

突显了该代币将发挥的各种功能。它

们包括销售本身、Buglab Vigilante 

Protocol 储备金（VPR，它是通过系统

性地获得竞赛的 10% 以连续方式获

得资金）以及产品开发。

7%
40%

20%

10%

2%

10%

1%

10%
团队贡献

顾问团

一般代币销售

Vigilante 
Protocol   
储备金

未来产品开发

社区活动

市场营销

Buglab 交易储备金



20 解决方案

商业模式  

我们对于每笔竞赛费用和奖励收取 19% 

的佣金  

$ 4,000  
对于基本竞赛 

$ 1,040

$ 6,000  
对于专业竞赛 

$ 1,560

$8,000  
对于企业级竞赛 

$ 2,080

$ 200 
平均奖励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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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领导者

+ 从免费转变为最低 1 万美元方案

+ 已向研究人员支付逾 2000 万美元

-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 

- 大量漏洞 = 高昂成本

22 MARKETPLACE

竞争对手

+ 已向研究人员支付 630 万美元 

-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

- 研究人员依据漏洞获得支付 

- 大量漏洞 = 高昂成本

来源：2017 年漏洞赏金状态报告 

来源：h: blog 



23 MARKETPLACE

竞争优势 

市场首家 
固定价格 VS 按漏洞付费 Buglab 审查并手工挑选可信的全球研

究人员 

通过限时竞赛推动漏洞报

告 

验证的研究人员 限时   

退款保证   
若未发现漏洞则退回已支付的竞赛

费用 

研究人员身份受到保护，以培

养信任和协作 

通过我们的帮助解决已识

别的漏洞 

身份保护   漏洞修复辅助   



24 MARKETPLACE

牵引力 

随着我们不断推进规划的营销活动，

我们在社区内部不断获得支持和牵引

力  

进行了预注册，以获得首次竞赛 20% 

的折扣 

79 家  
公司 

进行了预注册，以参与竞赛

132 名  
安全研究人员    



Buglab 团队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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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a Cherqao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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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hamed Elouadifi
全栈开发人员

26 Buglab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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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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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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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uglab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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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架构师



Dalal Cherqao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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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与传播经理

28 Buglab 团队



29 Buglab 团队

合作伙伴  

随着我们不断推进规划的营销活动，

我们在未来将继续与重要的合作伙伴

开展合作。  



30 Buglab 团队

项目时间轴   

2017 年 2 月

French Tech Ticket 验收

及团队迁移

2017 年 11 月

与 CERTs & CSIRTs 的合作伙

伴关系开始

2019 年第三季度

区块链迁移开始

2019 年第四季度

公测版发布

2016 年 3 月

开始开发

2017 年 6 月

IBM 全球企业家计划验收

2019 年第三季度

加速Cylon
新加坡

2019 年第四季度

发布 Contest & Vigilante 
协议

2018 年第二季度

私人测版发布



关注我们了解更多详情

https://twitter.com/joinbuglab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buglab/
https://blog.buglab.io/
https://t.me/Buglab
https://buglab.co/
https://www.facebook.com/buglab.co
https://www.reddit.com/r/buglabPro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