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基於⽤用⼾戶需求、可擴展的去
中⼼心化數數據庫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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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發展簡史
從2014年年始，Bluzelle Networks已為全世界的企業客⼾戶提供了了⼀一套完整
的區塊鏈技術。在過去的⼀一年年半中，我們的技術已被運⽤用到不不同的場景

和應⽤用中：

• 為由國際銀⾏行行聯盟開發基於以太坊技術(Ethereum)的KYC共享賬簿
• 為亞洲知名保險公司開發基於以太坊技術的智能保險平台

• 為國際知名保險公司開發基於以太坊技術的個⼈人傷害保險⼿手機應⽤用

• 為國際領先核⼼心銀⾏行行系統Temenos公司開發基於瑞波技術(Ripple)的
跨國⽀支付平台

• 合作夥伴包括畢⾺馬威、微軟、英國電信及Happiest Minds等

Bluzelle Networks 被世界經濟論壇評為2017年年度「科技先鋒」。此榮
譽往屆獲得者包括Google, Spotify, Twitter 及 Airbnb 等。Bluzelle也被
畢⾺馬威和H2 Ventures聯合評為「全球⾦金金融經濟100強」。
 

在與企業客⼾戶合作的過程中，我們觀察到對於去中⼼心化數數據服務的需求。

這項服務也可以供所有軟件開發者和企業軟件架構師使⽤用。

全球⾦金金融經濟100強

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年度
「科技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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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網絡⽣生態系統

區塊鏈技術被稱為價值互聯網，它正推動下⼀一代互聯網的發展。現今的

互聯網技術是集中式的，因⽽而存在⼀一系列列的安全性、擴展性和隱私⽅方⾯面

的問題。在由區塊鏈技術⽀支撐的新互聯網中，從應⽤用到後台、⽂文件儲存

及數數據儲存和管理理等⼀一切都是去中⼼心化的。沒有這些去中⼼心化的模塊，

新互聯網將無法⾼高效⼤大規模地運⾏行行。

Bluzelle在建⽴立新的去中⼼心化網絡的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新時代的互聯網將會
被去中⼼心化

新網絡時代的微信

新網絡時代的

Windows系統

新網絡時代的AWS 
S3

01
應⽤用

02
操作系統

03
⽂文件儲存

04
數數據管理理儲存

新網絡時代的甲⻣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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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數數據庫運⾏行行時

⽂文件系統

⽂文件媒介

數數據庫緩存

⽂文件系統緩存

應⽤用

負載平衡器器

⼀一號區域 ⼆二號區域

應⽤用

雲端中⼼心化模型
過去 現在
單⼀一系統模型

未來來
Bluzelle去中⼼心化模型

BLUZELLE 是數數據庫的AIRBNB

Bluzelle針對現有數數據系統成本⾼高、難以擴展、操作複雜等局限，為軟件開發者提供基於⽤用⼾戶需求
的、成本低、部署快、可擴展的去中⼼心化數數據服務。Bluzelle提供的數數據服務是企業級別的，同時⼜又
保證價格的合理理，是去中⼼心化應⽤用開發者的⾸首選。

Bluzelle 充分利利⽤用閒置的計算機硬件資源。通過激勵勵⼈人們租出⾃自⼰己的計算機存儲空間，形成⼀一個去中⼼心化的加密經
濟去中⼼心化數數據網絡



ADD IMAGE HEREADD IMAGE HERE

BLUZELLE是如何運⾏行行的？
⽣生產者（也被稱為「農⼾戶」）以CPU處理理能⼒力力、儲存器器、永久存儲及網
絡連通性的⽅方式提供資源，通過⼤大量量複製數數據碎⽚片保證數數據的可⽤用性和

冗余性。⽣生產者通過接受Bluzelle的「存儲證明」和「冗余證明」的挑
戰來來證明數數據已被成功儲存，並在挑戰成功後獲得Bluzelle代幣
（BLZ）的獎勵勵。

消費者（軟件開發者）通過⽀支付BLZ來來使⽤用背後由⼀一群⽣生產者提供的
Bluzelle數數據服務。他們可以得悉及控制數數據是如何分割與儲存的，但
是這會影響服務的價格。

應⽤用



「由於缺乏資源來來應對複雜的集群系統的管理理挑戰，如今我們需要花費巨⼤大的時

間、精⼒力力和協調來來提供新的數數據服務。」 –來來⾃自Forrester研究公司，2017

BLUZELLE解決了了什什麼問題?

性能

傳統的數數據服務可能會出現減速、故障

和瓶頸等問題

01 可靠性

傳統的數數據服務商容易易受硬件故障的影

響，數數據可能被破壞或無法訪問

02 可擴展性

傳統數數據服務商需要投資⼤大量量⾦金金錢、時

間等資源去提⾼高可擴展性，這意味著實

現⼤大規模數數據儲存是⼀一件⻑⾧長遠的、痛苦

的和困難重重的事情

03



BLUZELLE技術特性

特性 詳述

保證隱私 Bluzelle採⽤用加密和分⽚片技術來來提供隱私保證

⾼高可靠性 Bluzelle在全球的節點上冗餘地存儲數數據，消除了了任何單點故障。

企業級別可擴展性 Bluzelle以獨特的，分布式和智能化的⽅方式存儲數數據，能夠提供企業級的可擴展性。

數數據不不可篡改性 Bluzelle利利⽤用區塊鏈技術，⼀一旦存儲被存儲到這樣的網絡中，將不不可能被改變。

⾼高性能快速運轉 Bluzelle動態調整⽤用於數數據分⽚片的節點數數量量和位置，以滿⾜足性能指標。

駭客⾵風險低 Bluzelle的共識機制是數數據更更改被接受為「真相」的唯⼀一⽅方法，從⽽而使數數據無法被⿊黑客篡改

低成本
Bluzelle不不需要實體數數據中⼼心，因為所有的計算機資源都是由網絡⾥里里的⽣生產者提供的，省下的成
本是直接使使⽤用者受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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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ZELLE的發展⽬目標
軟件⽬目標市場

開發者和企業軟件架構師 

早期採⽤用者

中⼩小型企業軟件開發者

初期市場

亞太地區⾦金金融科技初創公司

Bluzelle的總部設於亞太地區。該地區是快速發展的初創企業社區的所
在地。這些初創公司的⽬目標也是數數據服務的最⼤大⽤用⼾戶之⼀一-⾦金金融業。這
些創業公司需要⾼高效和低成本的服務。東南亞許多地區正在迅速發展成

為主要城市和⾼高增⻑⾧長經濟體。他們正在將傳統的客⼾戶端 服務器器架構系
統升級到可適應未來來創新的、可擴展的解決⽅方案。

「亞太地區預計將在不不久的將來來積極採⽤用雲數數據庫和DBaaS解決⽅方案。
這主要是由於中⼩小企業越來來越重視通過技術投⼊入來來提⾼高效率和⽣生產

⼒力力。」 -  TMR研究公司，數數據庫雲服務和數數據庫即服務（DBaaS）市
場，2017-2025年年

亚太地区



營銷分配⽅方案
為了了讓更更多軟件開發者瞭解我們的技術，我們將整合不不同的營銷渠道

線上渠道
AWS

Google App Engine
Heroku

MS Azure

開發環境
Android Studio

Apple Xcode
MS Xamarin

Unity 3D

區塊鏈
Ethereum
Quorum

瀏覽器器插件
Chrome
Safari

Firefox

開發者社區
⿊黑客松

社交聚會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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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亮點
Bluzelle 整合了了區塊鏈及數數據庫基礎設施等元素，實現三項技術創新

集群運算

在⼀一個計算機的集群中，不不管集群中有哪些計算機在運⾏行行，所有的計算

機都複製相同的數數據，以確保數數據是100％可⽤用的。通過結合數數百萬個
動態群集，Bluzelle能夠在數數百萬台計算機上存儲⼤大量量數數據，確保可靠
性、可擴展性及⾼高性能。

⼆二維劃分

數數據庫可以⽔水平劃分，把整個表格按⾏行行劃分，並將這些⾏行行的數數據存儲並

複製到戰略略地理理位置。數數據庫也可以垂直劃分，把整個表格按列列劃分，

並以戰略略⽅方式存儲。 Bluzelle實⾏行行⼆二維分區，把橫向和縱向劃分兩種⽅方
法結合，實現最佳性能。

共識機制

每個集群需要：

（1）同意存儲在該群集中的數數據的價值
（2）確保數數據免受篡改、故障和攻擊。集群需要在彼此之間就全系統
對運營⾄至關重要的操作數數據達成⼀一致，並且都能夠免受故障和攻擊。 
Bluzelle獨特的共識機制確保了了單⼀一集群和多集群層⾯面的多層共識。

Image source: https://www.behance.net/romaintrystram



BLUZELLE的技術發展藍圖
MVP
2018年年4⽉月

特性

NoSQL鍵值對，Bluzelle數數據採集
代理理，葉群，共識機制，⽔水平劃

分，⼀一致性哈希算法，CRUD 
API，Bluzelle憑證代碼化技術，
ERC-20憑證網關，版本控制和備
份/恢復復，Dynasty密鑰

開普勒勒
2018年年8⽉月

特性

PaaS集成，IDE插件和集成，區塊
鏈智能合同，桌⾯面、瀏覽器器和移動

應⽤用程序，⽤用於交互式訪問，從舊

數數據庫導⼊入/導出，節點評分和健康
指標

愛因斯坦
2018年年12⽉月

特性

NoSQL⽂文檔，NoSQL⽂文檔集合，
NoSQL⽂文檔收集索引，NoSQL⽂文
檔收集分區，全局CRUD操作，批
量量處理理CRUD操作

萊布尼茨
2019年年4⽉月

特性

存儲證明機制，默克爾挑戰和獎

勵勵機制，對⽣生產者的股權證明機

制，可變CRUD定價請求，邊緣緩
存數數據請求，並⾏行行性請求和熱點

⽀支持，斯巴達克斯攻擊容限

阿基⽶米德
2019年年8⽉月

特性

垂直分區，⼆二維劃分，可變成本

數數據過期，Sybil攻擊容限，刪除
可逆性，通過編碼擦除的冗余證

明

圖靈靈
2019年年12⽉月

特性

列列存儲，S / Kademlia改進，
Honest Geppetto攻擊容限，反對
欺騙者攻擊的第三⽅方仲裁，反向

http隧道，隧道eclipse攻擊容限，
多⽅方加密，複雜的⼆二進制blob存儲
⽀支持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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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完成了了⼀一系列列區塊鏈項⽬目

智能保險

客⼾戶：

國際知名保險公司 

解決⽅方案:
對基於以太坊的智能保險平台進⾏行行概念

驗證。年年輕⼈人可⽤用⼿手機在這個平台購買

保險、尋找被認證的診所、接受治療及

快速理理賠。 

創新點：

⼀一個由醫療機構、保險公司、⽀支付系統

組成的授權網絡，實現了了實時理理賠管理理

跨境⽀支付

客⼾戶：

Temenos 

解決⽅方案:
對基於瑞波技術的跨境⽀支付平台進⾏行行概

念驗證，為他們的客⼾戶提⾼高服務價值 

創新點：

為匯款⼈人和收款⼈人提供⼀一條⿓龍驗證服務，

實現了了無間斷的信任系統

KYC共享帳簿

客⼾戶：

國際銀⾏行行團體 

解決⽅方案：

對基於以太坊技術的KYC共享賬簿進⾏行行
概念驗證。銀⾏行行可以使⽤用這個平台來來創

建個⼈人與企業賬⼾戶，且可以安全地與其

他銀⾏行行共享客⼾戶資料料 

創新點：

通過審計跟蹤記錄錄保證了了客⼾戶信息來來源

的真實性，安全性，並實現了了銀⾏行行之間

客⼾戶資料料安全共享和實時更更新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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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團隊

我們的CEO和CTO曾任職於美國硅
⾕谷，有資深建⽴立新創企業的經驗。

我們現有團隊有8⼈人，資深於以下各項
⾼高新科技：

• 區塊鏈技術

• ⼈人⼯工智能

• 機器器學習
• 網絡安全

• ⾦金金融科技

• 認知科學

PAVEL BAINS
⾸首席執⾏行行官

Pavel 有15年年運營管理理、數數字化科技
和⾦金金融的經驗。他是加州⼤大學洛洛杉磯

分校的NCAA榮譽學⽣生運動員。Pavel 
也是⼀一家數數字化圖書平台Storypanda
的聯合創始⼈人，該平台曾出版了了

DreamWorks, Warner Bros, Peanuts
等公司的著作。 Pavel 也曾擔任過電
⼦子遊戲公司的總經理理和CFO，包括在7
年年間管理理迪⼠士尼⼯工作室在4個⼤大洲的
350名員⼯工和1.5億美⾦金金的資⾦金金。

Neeraj i是有超過20年年經驗的⼯工程師和
計算機系統架構師。他曾為Google，
HP，IBM，Lufthansa 及 Thales 
Avionics⼯工作. 他曾參參與的項⽬目包括：
• 為零售市場鎖定修改後的安卓系統
• 多點播送UDP衛星系統：設計和開
發安全和FFA認可的Airbus和波⾳音系
統。

Neeraj 是最早被收購的區塊鏈初創公
司之⼀一的Zero Block的第四名員⼯工。

NEERAJ MURARKA
⾸首席技術官



BLUZELLE
團隊

PAVEL BAINS
⾸首席執⾏行行官

NEERAJ 
MURARKA
⾸首席技術官

NITIN CUNHA
⾼高級軟件開發⼯工程師

SCOTT 
BURCH

⾼高級軟件開發⼯工程師

MEHDI ABDEH 
KOLAHCHI
⾼高級軟件開發⼯工程師

YINGYAO XIE
產品管理理助理理



早期⽀支持者

Bluzelle由專⾨門從事區塊鏈，⼈人⼯工智能，⾦金金融科技和基礎設施技術的國際⾵風險投資集團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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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GLOBAL 
VENTURES
(歐洲／新加坡)
TGV在全球擁有40個合作夥伴，
在⾹香港，新加坡，紐約，舊⾦金金
⼭山，斯德哥爾摩，巴黎，倫倫敦等
地運營。總經理理曾在2013年年被評
為歐洲年年度天使。
。

GLOBAL BRAIN 
(⽇日本)
GB已經投資了了100多家公司，其
中包括9次上市和27個並購。GB
的投資者都是前商務⼈人員，⼯工程

師或創業家，包括新加坡辦事處

的代表鈴⽊木久⽊木，是製作「最終

幻想」的Square Enix的創始⼈人。
鈴⽊木先⽣生可以幫助我們瞄准軟件

開發者市場。 

友侖資本是⼀一家上海海投資管理理集

團，經營多種投資⼯工具，包括⾵風

險投資和私募股權基⾦金金。

友侖資本(中國)

Kenetic Capital是⼀一家⾵風險投資和
咨詢公司，專注於在亞洲和美國

的區塊鏈投資。曾參參與的項⽬目包

括OpenANX，0x和Melonport。

KENETIC 
CAPITAL
(⾹香港)



聯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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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zelle在新加坡和溫哥華設⽴立了了辦公室
Bluzelle 總部
Level 2, 16 Raffles Quay
Singapore 048581

Bluzelle 溫哥華分公司
Level 29, 550 Burrad St.
Vancouver, BC V6C 0A3

hello@bluzelle.com 

mailto:hello@bluzell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