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驱动Web3创新
#去中心化的Snowflake      #DWaaS (Data-Warehouse as a service)      #AaaS (Analytics as a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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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生产 → 信息时代 平台的出现 数据的孤岛效应 数据特征：零边际成本和网络效应

信息时代的数据演进及特点

传统产业链
（线性）

产业网
（连接自由，信息干扰导致匹配困难）

互联网平台
（平台零边际成本、网络外部性）

平台的健康模式
（利用平台优势为上下游提供信息整合、匹配等）

平台



市场规模

2160 亿美元

Statista: 2021 年全球大数
据及业务分析收入达到
2160 亿美元。

2346 亿美元

Global Industry Analysts: 
2020 年全球大数据市场
1307 亿美元，预计 2026 年
可达 2346 亿美元。

3050 亿美元

Research and Markets：
2026 年全球大数据服务市
场规模可达 3050 亿美元。

30000 亿美元

Omdia 预测：到 2026 年全
球企业服务市场规模达到 3 
万亿美元。



Web2 时期的数据市场

• 数据被分散在不同的组织和业务中
，无法标准化。

• 拥有大量用户的垄断平台使用用户
提供的数据大量获利。

• 努力收集和整理数据的公司可以将
封装好的结构化数据作为商品出售
给客户获利。

• 购买数据的机构、组织将数据转化
为实际的价值，用于服务自身。



Web3 带来的变革

•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使链上数据变的公开透明
，不可篡改。

• 市场开始出现对链上数据整合分析的产品，
但做法延续 Web 2.0 时期的方式，垄断且封
闭。

• 多链与 Layer2 不断增长、应用和用户不断
增加。

• 应用增加带来的数据需求场景增加（开发/
分析/交易/Defi/NFT/GameFi等）。

• 用户行为进一步复杂化，推动数据量级呈指
数级增长，对数据分析工具需求不断增强。

• 链上虽然公开透明，但数据可读性变差。



Web3 数据市场痛点

• Web3 初创团队从 0 到 1 构建产品，如何快速搭好数据底层。

• 公链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团队开发难度会逐步提升，从海量数
据中提取核心数据是每个团队必须面对的技术门槛，会严重影响
产品和业务的快速迭代。

• 产品运营的过程中，获取并整合链上链下数据难度较大。

• 面对海量的数据，如何快速入手分析为发展提供指导方向。

运维工程师

自建节点或者
接入 infura 类服务

数据工程师

部分可以通过第三方服务获取

合约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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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3 全场景数据引擎

构建更易用，更完善的底层数据仓库，包含链上链下全量数据，
为全行业打造一个优质的数据基础产品。

在数据仓库基础上，将数据使用逻辑产品化，构建从 PaaS 到
DaaS 到 SaaS 的数据产品矩阵。

通过聚集有经验的数据分析师群体，针对全行业数据问题，
聚焦并提炼全场景解决方案。

整合已有优势，打造全行业数据驱动解决方案服务平台。

数据仓库

产品矩阵

解决方案

行业化



产品架构



DWaaS (Data-Warehouse as a Service) 到
AaaS (Analytics as a Service) + DEaaS (Data-Engineering as a Service)

数据分析

数据产品
数据工程/数据API/数据应用/数据生态

数据仓库
合约数据/交易数据/权益数据/链下数据

多链聚合分析

分析师社区

数据应用生态

自定义分析

整合升级

全场景行业数据解决方案
金融创新/技术开发/数字消费/广告营销

数据开发平台
数据科学/数据通道/数据兼容

去中心化数据湖
高并发/可扩展/更安全/更兼容



全场景

金融创新

DeFi

SocialFi

SportFi

数据治理

数据智能

数据模型

技术开发

基金

DAO

捐赠

公共服务

去中心化

精准营销

反欺诈

广告营销

NFTs

数据交易

数字权益

数字消费

GameFi

电子竞技

Metaverse

游戏娱乐



Solana 首发

Solana 性能表现

实际 TPS4500，理论 TPS710000，支持

大量数据实时、快速、低成本处理

Ethereum Solana

15

4500

实际 TPS 对比

Solana 开发环境

Rust 语言效率高，且可兼容 EVM

Solana 数据结构
具有独创性，存在技术门槛

分析工具市场空白

目前主流工具有8款不支持solana上

的API、标签、数仓、聚合分析

ETH  vs  Sol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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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Q1

• 完成基础数仓搭建，接入 Solana

• 提供 Solana 的交易结构化数据 API

• 上线基于 Solana 的 API 产品，按照使用次数调用付费
• 搭建种子用户服务体系，招募社区分析师
• 与其他项目一起构建 Solana 生态工具链

产品开发

运营动作

2022 Q2

• 上线基于用户画像的数据分析工具（Solana 1.0 版本）
• 上线用户自定义 Dashboard 功能
• 完成数据仓库接入 EVM 系列公链
• API 产品增加对 EVM 系列公链的数据支持
• 搭建用户社群，提供社区服务，初步构建 KOL/分析师生态



产品开发

运营动作

2022 Q3

• 数据分析工具增加对 EVM 公链数据的支持，升级为多
链聚合数据分析工具

• 支持多链全场景用户分析
• 创作者社区发布
• 中文社区/海外社区

2022 Q4

• 上线钱包地址打分功能
• 支持多链用户画像与标签系统
• 兼容更多公链



第一阶段：建设更易用的数据仓库

数据整合底层数仓（多链+链下）
2022 年 Q2 发布
整合公链层数据+链下数据（持续迭代）



第二阶段：搭建数据产品矩阵

• 基础数据平台（数仓 API 服务）
2022 年 Q2 发布

公链基础数据API（Solana + EVM + 持续增加）

• 多链地址标签化数仓（数仓2.0版本）
2022 年 Q3 发布

基于多链钱包数据交互历史行为算法标签化的升级数仓

• 多链数据聚合分析工具 1.0（DaaS 产品）
2022 年 Q4 发布

门槛更低的链上数据发掘及尽调分析工具

串联多链 Token/NFT/Defi/对冲场景

提供链上链下的风险性预警



第二阶段：搭建数据产品矩阵

• 多链地址画像圈选工具 1.0 （DaaS 产品）
2022 年 Q4 发布（持续迭代）

画像圈选工具，用于链上触达/广告营销/公共服务等领域

• 数据工程/数据应用（DEaaS 产品）
2023 年 Q1 发布（持续迭代）

增强的可扩展性和并发能力

简化的数据管道

支持跨数据类型和数据库连接



第三阶段：构建行业分析师社区生态

• 自定义数据分析平台 1.0 (DaaS 产品）
2023 年 Q1 发布

数据源预览

公链检索

自定义数据大盘

• 分析师社区上线 (AaaS 产品）
2023 年 Q1 发布

分析师经济社区

聚焦行业场景提炼解决方案

第四阶段：全场景数据基础设施服务平台

• Web3 数据驱动解决方案服务平台
2024 年发布

提炼行业需求

整合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