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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世代的加密數字貨幣採礦技術 
  
 
摘要 

在這份白皮書中，你將會了解到一種基於硬盤空間就能夠挖掘的加密數字貨幣。與其他現

有的共識機制相比，它更環保，更有可持續性。我們也將呈現一個已存在於市場中的實

例。 

本文同時提出了這套系統的創新商業應用。結合了AI人工智能和FPGA技術，我們也大大

的減少了重新設定與配置的時間，降低PoC採礦的門檻，讓主流使用者能夠更容易地參與

其中。 

文末我們也會探討FPGA技術實際的商業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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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背景 
 
共識機制是所有項目藉由區塊鏈作為解決方案的核心價值。這種共識機制確保了透明度、

安全性和一致性的分散架構，也是區塊鏈最重要的特徵。其中最常見的工作證明Proof of  
Work（本文簡稱PoW）和權益證明Proof of Stake（本文簡稱PoS）被廣泛的運用於大多  
數的區塊鏈解決方案，尤其是加密數字貨幣平台中。 
 
近期美國參議員Nouriel Roubini就曾在聽證會上表示：“投資區塊鏈項目勢必會生出些瘋 
狂、意想不到的事，更進一步的推翻整個產業，比如說雲端計算，將無視於原先技術上的

侷限。” 

 
 

使命 

R3V.Lab將最先進的FPGA和AI人工智能技術與容量證明採礦做完美的結合 

R3V.Lab為企業和主流市場提供開創性的AI人工智能採礦硬件，此舉將開啟下一個低門

檻、安全、生態永續並且真正去中心化的採礦生態系，確保市場的節能與公平性。重新建

構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最初分散式帳本的核心價值，讓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這個去中 
心化的未來願景。 

我們的目標： 

● 研發FPGA加速的PoC採礦技術 

● 開發將PoC帶入主流市場的硬件平台 

● 持續優化更有安全有效率的FPGA採礦演算法 

● 研發FPGA加速的高頻交易和對沖交易系統 

● 研發FPGA加速的AI人工智能與機器學習的應用軟件 

 

 “我們相信PoC容量證明是分散式帳本的未來，更是加密數字貨幣的唯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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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證明和權益證明 

 
 

第一週期：PoW工作證明基礎與歷史：比特幣/其他代幣 
 
比特幣：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 
 
Satoshi Nakamoto中本聰 
satoshin@gmx.com 
www.bitcoin.org 
 
摘要 

一種完全通過點對點技術實現的電子現金系統，它使得在線支付能夠直接由一方發起並支

付給另外一方，中間不需要通過任何的金融機構。雖然數字簽名（Digital signatures
）部分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如果仍然需要第三方的支持才能防止雙重支付（

double-spending）的話，那麼這種系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我們在此提出一種

解決方案，使現金系統在點對點的環境下運行，並防止雙重支付問題。該網絡通過隨

機散列（hashing）對全部交易加上時間戳（timestamps），將它們合併入一個不斷

延伸的基於隨機散列的工作量證明（proof-of-work）的鏈條作為交易記錄，除非重新

完成全部的工作量證明，形成的交易記錄將不可更改。最長的鏈條不僅將作為被觀察

到的事件序列（sequence）的證明，而且被看做是來自 CPU計算能力最大的池（

pool）。只要大多數的 CPU 計算能力都沒有打算合作起來對全網進行攻擊，那麼誠

實的節點將會生成最長的、超過攻擊者的鏈條。這個系統本身需要的基礎設施非常

少。信息盡最大努力在全網傳播即可，節點(nodes)可以隨時離開和重新加入網絡，

並將最長的工作量證明鏈條作為在該節點離線期間發生的交易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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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機制  

採礦有兩個目的： 

1. 通過驗證網路上每筆交易的合法性來防止雙重支出 
2. 通過獎勵礦工執行此驗證來創造新代幣 

在基於PoW工作證明的公有區塊鏈（如比特幣）中，採礦的演算法會透過解答加密謎題

的方式來獎勵協助驗證交易及挖掘出新區塊的礦工。每單位比特幣產出的總成本估

計在6,800美金｜而平均現金成本約3,400美金。這個過程是相當耗能的，據統計

比特幣全網絡消耗的能源約與整個香港的電耗相當。（資料來源：

https://tinyurl.com/y36odp8z） 

 

當你進行交易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 首先，交易會被一起綁在區塊裡 
● 礦工會驗證每個區塊裡面交易的合法性 
● 要參與採礦，礦工須解答加密謎題以驗證他確實執行了工作證明 
● 獎勵將派發給第一個解決該區塊謎題的礦工 
● 已驗證的交易將存儲在公有的區塊鏈上 

這個數學謎題或演算法有一個關鍵的特質：不對稱。這意味著這個解決方案必須在有適當

難度的情況下，能迅速簡單的讓整個網絡進行驗證。這被稱作CPU成本函數或CPU定價

函數。 

整個網絡上的礦工都會彼此競爭以成為第一個找到區塊中解決方案的礦工。這是一個只能

通過硬實力來解決的問題，並需要反覆執行超過數十億次的計算。 

當一個礦工終於找到正確的解決方案，他將會廣播給全網絡並以該演算法定義的區塊獎勵

獲得該筆加密貨幣的獎勵。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採礦的過程是一個逆向的哈希過程：他決定了一個隨機數（the 
nonce）以便這個區塊數據的加密哈希算法產生的結果在該值的門檻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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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也決定算法競爭條件的難度因素。隨著全網絡運算能力的增加，該門檻也將變得更高

，這表示要產生出每個區塊的計算次數也會增加。這種機制同時也增加了每個區塊產出的

成本，刺激了礦工去提高採礦系統的效率以保持一個正向的經濟平衡。比特幣網絡的難度

大約每14天增加一次，而每10分鐘生成一個新的區塊。 

加密數字貨幣採礦歷史 

CPU 

在2009年的第一個採礦週期，一台普通的家用電腦一天約能挖出1,800顆比特幣。而在那

一年僅僅是用CPU就挖出了約700,000顆的比特幣。隨著越來越多的狂熱份子開始

參與採礦，採礦的門檻開始增加，使得採礦的盈利大幅降低。 

GPU 

隨著採礦變得不再那麼有利可圖，有些聰明的開發人員意識到遊戲裝備中的圖形硬件

GPU可以用於執行加密計算，並且比CPU快上數倍。這代表著CPU採礦世代的結

束，採礦行業也於2014年進入了第二個週期。 

ASIC 

由於ASIC專用集成電路芯片的發展，GPU採礦已變得不再有優勢。ASIC是為單一用途而

製設計的芯片，僅能用於比特幣或其他基於PoW的代幣採礦。ASIC不能執行任何

其他的任務，但與先前的技術相比，它可以非常快速且相對有效率的完成。 

一個比特大陸的礦機的ASIC礦機售價約為1,100美金。而其投資報酬率取決於許多因素，

如挖礦難度、市場價格及電力和冷卻的成本。大型機構在世界各地工業規模的工廠

建置了數以萬計的礦機。特別是在電力便宜的中國及擁有地熱能跟自然冷卻天候環

境的冰島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時至今日，加密數字貨幣採礦幾乎沒有利潤，因為

僅存的微薄利潤都被中國和冰島這些大型礦池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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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證明無法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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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特幣的全網消耗功率約與整個香港的電耗相當，目前每一筆比特幣交易大

約耗費1,000 KWh，每天約有300,000筆交易。這些能耗都是使用法定貨幣支付的 
，也造成加密數字貨幣價格逐漸下降的事實。（資料來源：: 
https://tinyurl.com/y5ttxdvm） 

● 這導致了採礦產業的過度集中化，大多數的採礦事業掌握在少數商業利益導

向的公司手中，進而使市場深陷人為操控及崩壞。這與中本聰最初的願景相違背，

更讓加密數字貨幣社群、傳統金融機構甚至整個金融生態系產生一種不信任與反對

的局面。 

 

● 基於PoW的加密貨幣目前被擴容性所限制，比特幣只有7 TpS（每秒交易次 
數），而以太坊最高也僅有20 TpS。（資料來源：: https://tinyurl.com/y5ttxdvm） 

● 比特幣價格的下跌情勢導致許多採礦相關公司暫停運營甚至宣布破產，這。

也表明市場趨勢讓PoW面臨極大的風險。BitMex在2018年12月10號揭露了一個市

場報告。報告中指出，由於市場狀況比特大陸有1,300,000個S9螞蟻礦機已停止連

線運作。（資料來源：: https://tinyurl.com/yykghwxb） 
 

● PoW面臨了嚴峻的挑戰。最終也必須轉向更能永續發展的共識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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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期：PoS權益證明：ICO及代幣 
 
為什麼以太坊要轉向PoS權益證明？ 

以太坊的開發人員正在計畫從PoW轉向PoS的硬分叉，期望它朝向一個環保、可擴容和

更廉價的分布式共識演算法。 

PoS權益證明是一種依賴驗證者在網絡上持有的權益部位來運作的共識機制。幾組驗證者

不停在下一個新區塊上進行提案或投票，而投票的重要性則是根據其權益部位的大小而

定。 

另外，所有的PoS代幣都是預挖且有數量限制的。這代表著PoS共識機制下沒有區塊獎勵

，礦工的獎勵僅來自於交易費。也因此PoS網絡的礦工也常被稱為驗證者或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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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PoS常見的疑慮包括： 
 

● PoS的機制推動了代幣的集中化。最大、最富有的利益相關者往往獲得最大

的回報，是一個潛在不公平的系統。 
● 代幣最多的持有者甚至可能串聯破壞網路的完整性。例如：51%的攻擊對

全網的安全是致命的傷害。 
● 該代幣要能成功需要承擔巨大的風險及承諾，但有許多外在的影響因素是超

過任何一個參與者的控制範圍。 
● 假使該代幣發展失敗了，你有可能無法即時售出代幣，甚至可能在市場上找

不到買家，這也意味著承受虧損的風險。 
 

由此可見，兩種共識機制皆有不同的優缺點。我們仍需要一個更優化、更安全和更公平的

共識機制。 

 

 

 “我們相信PoC容量證明就是唯一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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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週期：容量證明採礦：Burst爆裂幣及人工智能開發 
 

Burst爆裂幣 

Burst是在2014年第一個採用PoC共識機制及允許使用閒

置的硬盤空間進行高效能的採礦。Burst是一個開源的去

中心化平台， 它能連接個人、企業以及金融機構。它允 
許使用者得以在一個節能、可擴容的自定義帳本上照著自

己訂定的規則轉移價值。https://www.burst-coin.org/ 

時至今日，PoC採礦尚未進入主流市場，但我們相信這情

況將會很快的發生。R3V.Lab正在開發這項技術，以啟動

第三個加密貨幣採礦週期 

Burst目前每個區塊執行255次交易，耗時4分鐘，每4分鐘啟動 / 停止255個Tangle，每天  
共91800個。在未來每天都會有成千上萬的Tangle可以啟動 / 停止。 

在Tangle的網絡中沒有區塊的概念，所有的交易都相互關聯，不斷的交織成一個巨型的

網絡，所以交易是可以並行驗證的。這有助於在同一時間可以更快速的執行更多筆交易。

每一個Tangle都可以構成一個快速、免費、安全和可擴容的支付渠道。 

 

 

● Tangle的主要概念如下：要發出一筆交易，使用者必須同時協助批准其他交易。也因此，發出交易
的使用者將對網絡的安全性產生貢獻。假定節點會檢查被批准的交易是沒有衝突的。若一個節點發
現其中一筆交易跟Tangle的歷史相衝突，該節點將會直接或間接地不批准該筆交易。 

● 若是想更深度了解Burstcoin，我們推薦這個傑出的Burst Dymaxion白皮書。 

● 一篇關於Burstcoin的評論 

● Coingecko介紹Burst 

PoC容量證明採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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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V.Lab將最先進的FPGA和AI人工智能技術與容量證明採礦做完美的結合 

“PoC容量證明是一種基於硬盤空間對網絡貢獻程度的多寡為構想的共識機制“ 

不同於需實時解決每個區塊加密謎題的PoW，PoC在實際

開始採礦前會進行一次測繪（plotting）的動作。這用來驗

證礦工使用硬盤的身份和容量空間，以及將預先計算出來

大量的加密謎題解答存儲於硬盤中。 

PoC採礦使用SHABAL-256加密演算法。相較於比特幣使

用的SHA-256，它更適合用於硬盤存儲。每個測繪文件依
據它系統規格、硬盤容量及寫入時間都是獨一無二的。這

可以防止礦工之間的區塊答案彼此衝突。 

每個硬盤都儲存著數十億個由網絡設置並預先計算出來的加密謎題的解答，這也是PoC採

礦中唯一需要密集計算的部分。 

在採礦期間，會根據每個出塊的時間搜尋出硬盤中的解答。若是在出塊的時限內找到解答

，該區塊獎勵將分配給最快找到解答的礦工。因此更多的硬盤空間也等同於可以存儲更多

的解答，進而能增加了獲得區塊獎勵的可能性。 

PoC採礦的電力運用微乎其微，這使得PoC的代幣成為市場上極少數能以一般規格的硬件

就能開採並且獲利。 

這意味著要挖掘Burst這樣的代幣幾乎沒有成本，只需要硬盤購買的成本。這使其成為唯

一可以在個人電腦甚至是行動電話上開採的共識機制。PoC現在的採礦週期與比特幣的早

期在同樣的時間點，你幾乎可以在任何裝置上進行採礦。如今要挖掘比特幣，你至少需要

1,100美金購買一台ASIC礦機。但礦機只能用於開採比特幣，其他什麼也不能做。 

現在你有更好的選項。購買一個外接硬盤，開始測繪與挖掘像Burst這樣的PoC代幣。更

棒的是，刪除測繪文件後，可將硬盤重新用於另一種代幣的採礦，或是其他非採礦用途。 

2014年以來，最成功的PoC加密貨幣就是Burstcoin。其區塊鏈的穩定性與獨特性受到越

來越多加密貨幣社群的關注。我們可以期待未來將有越來越多優質的PoC代幣出現在市場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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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容量證明採礦的優勢：  

 

● 本質上非常安全 
○ PoC僅使用硬件當中的硬盤。相較於PoW和PoS，更容易維護整個電腦系

統的安全。 
● 環保 

○ 顯著的比PoW更節能環保。每筆比特幣網絡上的交易耗費約1,000 KWh， 
而Burst則不超過0.0024 KWh。差距超過400,000倍。 

● 廉價 
○ 硬盤空間的費用相對低廉，包含快閃存儲體、外接式硬盤，甚至是行動電話

等裝置都能用於PoC採礦。 
● 擴容性 

○ 目前PoC可以處理的每秒交易筆數約為 80 TpS, 並隨著網絡的增長而持續   
上升，展現真正的去中心化。 

 

PoS權益證明 vs. PoC容量證明  

 

● PoS中代幣的初始分配是通過ICO、眾籌或是空頭等渠道取得。這意味著代幣的分

配在短時間內完成，並且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 
○ PoC的代幣須經較長的時間才分發給礦工。任何持有簡單的運算裝置及閒置的硬盤

空間都能參與開採。 
 

● 在PoS機制下，擁有較多代幣的人將會獲得更多代幣。這種強者更強的分配機制將

導致極度的不平等。 
○ 在PoC機制下，礦工的獎勵與他們所貢獻的硬盤容量空間成正比，任何人都可以參

與而且門檻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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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PoW相比，PoS常因其低能耗而為人所讚。但是同樣的，還是會運用到電腦系

統裡的所有功能，包含硬盤。在這點上PoC則更具優勢。 
 

● 在PoS的系統中，如果某使用者擁有代幣總數的51%，他將控制整個節點與網絡。 
○ 在PoC的系統中則可以增添更多的硬件來抵消掉可能發生的51%攻擊。 

 
 
 
FPGA 

R3V.Lab將最先進的FPGA和AI人工智能技術與容量證明採礦做完美的結合 

FPGA 現場可編程邏輯門陣列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的縮寫。FPGA是一種集     
成電路，可以現場重新編程以執行不同的操作。它在處理能力方面近似於ASIC，卻可以

針對多種不同的演算法重新進行編程。 

FPGA運行在”裸機“（無操作系統或稱OS）上，所以

可以比GPU或CPU更快速的處理某些演算法，進而

提高硬件上的投資回報。運用電晶體和軟件程序都可

以完成指令。ASIC和 FPGA可以提供更低的延遲性 
，這也對於需要實時AI來處裡的應用程序更有幫助。 
舉例來說，它可以用作於微處理器、加密系統或者是

圖形處理器，甚至可以同時處理這三個程序。正如它

名字本身，FPGA是可以現場編程的。因此一個FPGA處理程序中某部分就類似於通訊基

地台。它可以在常規維護方面使用遠端重新編程，又或者增加其他協議或功能，即便是它

正在運作也可以同時進行這些操作。  

 

FPGA vs. GPU 

 

GPU和FPGA兩者皆設計為可大規模執行大量相對簡單卻不相關的操作。由於FPGA的硬

件級別是可以編程的，因此它比GPU更節能、更快。在架構和編程變化方面，它也比

GPU更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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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GPU具有固定的硬件配置。這裡的優勢在於能夠通過外部的主機系統在軟件

中重新被利用。在成本、效率、速度和靈活性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FPGAs vs. ASICs 

ASIC是真正的可訂製執行單一功能的專用芯片。以極低的單位成本實現最高速度和效

率。相對代價是12至18個月較長的開發週期，加上高額的開發和設置成本，僅適用於高

單位數量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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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FPGA是一種在硬件級別上真正可編程的通用裸金屬芯片。因此這些芯片非常

適合項目的實驗和研發。它也常用在將設計移植到傳統ASIC芯片的測試硬件上。 

FPGA在像AI人工智能這種快速變化和增長的應用程序上更顯優勢。例如可以在現場進行

檢查和更新快速發展的神經網絡所使用的架構，進而反應外部環境的變化。隨著應用程序

的發展，操作員可以重新訓練或調整神經網絡。FPGA在高靈活性及不斷發展增長的神經

網絡中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資料來源：https://tinyurl.com/yy6pzkn4） 

 

(資料來源: https://tinyurl.com/yyhrue8x) 

R3V.Lab AI-883  

R3V.Lab將最先進的FPGA和AI人工智能技術與容量證明採礦做完美的結合 

 

PoC容量證明採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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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商業應用皆能藉由FPGA去優化加速。但速度絕對不是它

唯一的優勢。在FPGA的應用下能創造更安全的交易環境、更

低的開銷，進而增加收益。 
 
 
 
 

 
● 安全與合規性 

○ 對投資組合進行實時評估，使金融公司能夠滿足監管機構制定的嚴格風險管

理要求 
 

● 維護成本更低 
○ 一個設計完善的FPGA平台可以取代100個常規的CPU，並相應的降低運營

成本 
 

● 低能耗 
○ PoC的散列功率增加非常顯著。AI-883與市場同類型平台相比，算力增加了

大約1,600%。同時減少了30%的電能消耗。 
○ 測繪時間從每單位32個小時縮減至約2小時。 

 
● 更高的利潤 

○ 與傳統的數據中心相比，FPGA的建置更簡單，維護成本也更低廉。（資料

來源:https://tinyurl.com/y567voxo） 

 

R3V.Lab團隊創建了一個創新的容量證明採礦平台 – AI-883。這個FPGA加速平台將高性  
能計算與大量的HDD存儲硬盤相結合。與傳統的GPU測繪相比，它結合了靈活性與極低

的功耗，進而大大地縮短測繪的時間，提升投報率。 

R3V.Lab團隊耗費超過一年時間的全職研發。 

我們開發了世界上第一個FPGA加速的存儲平台。全面化的訂製以實現PoC容量證明採

礦、高頻交易系統及AI人工智能的應用。開發中的AI-883將側重於提高處理效能、增加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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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和降低功耗。它將會是市場上唯一可以挖掘不同PoC加密貨幣與同時進行低延遲AI人
工智能應用的平台。 

加密貨幣採礦目標指示器 
 

● AI-883 FPGA的指示演算法是根據不同的網絡及交易所的實時數據。 
● 持續的追蹤代幣行情和指標使我們能夠實時的識別出最有利可圖的代幣。 

 
對沖交易和高頻交易 

● FPGA加速硬件是超低延遲IT基礎架構的代名詞。具有並行架構與精準性。 

FPGA可以快速執行複雜的數學計算並與交易所交換數據。它在任何市場條件下都能高速

運行，這種方法提高了交易的頻率並使我們得以在以微毫秒執行交易的高頻市場中具備競

爭優勢。 

我們不斷投資於更快的軟件、網絡及最快的硬件解決方案，以將數據採集和訂單提交之間

的延遲減至最低。 

 
➢ 接收市場數據 
➢ 消息、符號和內容感知過濾 
➢ 數據解碼和規範化 
➢ 訂單處理 
➢ 交易策略執行 
➢ 訂單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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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AI人工智能深度學習芯片組

市場將達到633億美金。AI人工智能開闢

了一個尚未開發的技術前沿，將被用於解

決問題、提高生產力、娛樂等等。隨著AI
人工智能的發展和變化，FPGA提供了靈

活性、性能和擴容性。儘管歷史上編程很

複雜，但FPGA正在AI技術中創造出自己

的空間，這些新工具使得人工智能應用程

序的編程變得更加容易。 
 

研發中的AI類別 
 

❏ 自然語言處理音頻和語音 
❏ 感知器數據 
❏ 存儲數據 
❏ 圖像和視頻 

 

 

 

結論 

比特幣是在2008年被發明為貨幣理論和設計的實驗。2009年，它發布的消息被發送給一

群稱為Cypherpunks密碼龐克的密碼學愛好者及計算機科學家的一個電子郵件列表中。比

特幣在鮮為人知的情況下發展了數年。直到2011年末，比特幣第一次真正的新聞報導來

了，即便他指的是在絲路等暗網市場上實現的匿名支付。 

在比特幣歷史的第一年，社群的規模非常小，交易量更小，並且沒有交易所來訂定一個美

金 / 比特幣的價格。由於這些原因，2009年開採出來的比特幣並沒有被包含在交易當  
中。最早的比特幣交易所，包含Mt. Gox於2010年推出。其他像是Bitstamp、Kr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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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nbase都在2011年推出。超過12個月的未轉換的幣首次在2010年6月停止增長。這是

持有者可以在線上交易比特幣的第一個時代。 

比特幣的價格在2011年2月之前甚至還不到1美金，但早期的礦工可能擁有數千個比特

幣。到了2011年4月23日，當比特幣達到1美金時，中本聰離開了比特幣。中本聰估計持

有約1,000,000個比特幣，所以他/她/他們在這一點上已經是百萬富翁了。也許這樣就足

夠了？ 

我已經轉向了其他的事情。 — Satoshi Nakamoto,中本聰 2011年4月23日（1比特幣=1   
美金） 

因此，除了那些極少數的內部人員之外，所有人都完全錯過了比特幣採礦的第一個週期。

我們大多數人只是在為時已晚的時候才對這種這種獲利最高的加密事業形式有所醒悟。如

今比特幣採礦需要大量的資金並存在高風險及不確定的投資報酬率。 

許多人認為加密數字貨幣只是一種投機工具。截至目前，加密貨幣市場還沒從2018年的

熊市中恢復過來，我們今天看到的橫盤交易幾乎沒有獲利的機會。 

容量證明採礦本身就是一個具有潛在巨大報酬的投資機會。 

最早開始挖比特幣的極少數人，由於加密數字貨幣和區塊鏈技術變得更清晰而開始變得非

常富有。還有些少數有遠見的人現在很後悔當初沒有抓住機會。 

在一個科技以光速在發展的世界裡，今天的高科技是明天的古董，最大的獎勵是給最早加

入市場的人。 

PoC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回到未來，成為一個真正有遠見的人，並抓住下一個加密貨幣採礦

週期的開始的風口。在撰寫本文時，一些礦場及採礦企業正在關閉甚至虧本運營。政府正

在停止對PoW採礦設施的補貼，中國的發改委甚至將其列為應淘汰產業。最諷刺的是，

萬事達卡已於2018年10月25日申請了Fractional Reserve Cryptocurrency Bank的專利申   
請20180308092，這正是比特幣旨在解決的問題之一。 

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比特幣和PoW的週期在盈利能力方面已經走到了盡頭，為下一個採

礦週期開啟了大門： 

 

R3V.Lab將最先進的FPGA和AI人工智能技術與容量證明採礦做完美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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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首席執行官和首席營銷官: Mark Vroon 

Mark最初是一名國際B2B記者，為Das Kapital、The European、USA Today、New    
York Post等出版刊物製作和銷售國家特刊。之後他開始從事ERP獵人頭公司，接著是加 
納利群島、葡萄牙、希臘、墨西哥和印尼的度假村銷售經理。2005年他加入了印尼蓬勃

發展的房地產市場，在沙努爾和烏布推出了一家頂級房地產代理商的特許經營權。 

他於2012年開始對區塊鏈技術和加密數字貨幣感興趣，並成為Concierge.io的聯合創辦人

和CCO，現為Travala.com。Travala.com是區塊鏈公司的優秀典範，該公司為OTA行業

的現實問題提供了可行的解決方案。 

“R3V.Lab是對加密數字或的未來不可動搖的信念，加上對改進技術的強烈欲望以及堅持

Satoshi Nakamoto中本聰理念的產生出的結果” 

Mark擁有ICO業務、區塊鏈應用、財務管理、交易投資和銷售方面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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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技術官: Nigel Hughes  

Nigel從2014年開始協助社群跟機構將區塊鏈導入產業內，並在菲律賓第一個成功的ICO
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 曾任Loyal Coin首席技術官 
● 現任NEM基金會 首席顧問 
● 現任 R3V.Lab 首席技術官 

 

 

 

 

 

 

 

 

首席研發官: CHI NGO D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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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軟件產業有豐富的經驗。他曾帶領一個小團隊成長到400人公司的規模，成為越南前三

名的軟件研發外包公司，並於任內被國際知名的Hitachi Consulting併購。 
● 曾任Saigon Software Development Company總經理 
● 曾任Global CyberSoft Inc.首席執行官 
● 現任5D Agriculture Solutions首席執行官 
● 現任R3V.Lab首席研發官 

 

 

 

 

 

 

 

區塊鏈 / 網站研發人員: HOÀNG ĐÔN THIỆN HIẾU 
 
胡志明技術大學 POLYTECHNIC 
GPA: 8.5/10 
專業： 計算機科學 
他在網站前端開發方面經驗豐富：HTML5，CSS，Javascript，Jquery，Angular。 掌握 
網站開發經驗：mySQL，ELG，PHP，移動設備響應式設計。 C / C ++和物聯網。 作為     
NOIZ的高級項目網站和區塊鏈應用程序的主要開發人員，研究由NEM區塊鏈保護的

Node JS錢包的軟件工程師。 他是Magic Marketing的軟件工程師，致力於開發節能感知   
器網絡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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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區塊鏈研發人員: VÕ QUANG CHÁNH 
 
VÕ QUANG CHÁNH 喜歡學習可以應用於現實生活並為社群創造價值的新技術。 
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物聯網和C/C++研發人員，他專注於開發區塊鏈技能並將這兩種技術

結合在一起。他熟悉比特幣、以太坊、IBM Hyperledger、NEM、Burstcoin以及PoW、 
PoS、PoI和PoC等多種共識算法。 
VÕ QUANG CHANH也是越南物聯網生態系組織的重要成員，Connect計畫的物聯網社群  
將創新公司聚集在一起共同開發解決方案。從解決方案原型、商業模式和市場測試，用已

充分發揮物聯網的潛力。 
 
 
 
 
 
 
 
 
 
 
 
 
 

FPGA 技術顧問: Jeff Diala 
 
Jeff來自菲律賓，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FPGA硬件設計工程師，專門從事用於軍事應運的

RTL開發。他是嵌入式軟件應用程序C / C++開發方面的專家。在R3V. Lab他將通過提供   
市場趨勢和行業當前最佳實踐建議，使團隊保持領先地位。他將解釋和審查外部供應商的

績效報告並開發測試案例應用場景以及為公司的技術方向提供見解和指導。  

技術能力 
軟件： C/C++, C#, Java, JavaFx, Python, Python-Flask, shell scripting 
硬件：VHDL, Verilog, timing closure, high speed designs, clock domain crossing 
認證：SystemVerilog, UVM, Vera, RVM, Selenium, J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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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工具： ModelSim, Xilinx VIVADO/ISE, Altera Quartus, Synopsys tools, GHDL 
版本控制： Git and SVN 

  
 
 
 
 
 
 
 
 
 

 
 
創意 & 用戶介面 /用戶體驗設計師 : Oliver Fraenkel 

Oliver Fraenkel 是來自自柏林的平面設計師和插畫師。他專注於用戶介面/用戶體驗、商  
標設計、品牌識別和插圖。曾任職於大型企業和代理商的內部設計師。他對區塊鏈技術和

加密數字貨幣產業充滿熱情。Oliver加入R3V.Lab是相信這間公司的技術會將區塊鏈產業

從初期發展到主流應用，他專注於協助R3V.Lab提供最優質的用戶界面和用戶體驗。

Oliver擁有近25年的設計經驗並且畢業於Mac Vision 的平面設計學院。 

 

  

 

 

 

 

 

技術工程師： Huynh Phuc Dien   

Huynh Phuc Dien 畢業於峴港科技大學，專攻汽車工程。他精通Word，Excel，Power    
Point，監控，攝像系統安裝，計時，內部交換機，3D設計軟件，Autocad。 以及軟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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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維護和安裝。 在被R3V.Lab招募之前，他受僱於Tien Minh Technology Solution     
Co，他是我們不可或缺的人員，確保所有系統全天候在線不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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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實施計畫藍圖 
 
Q4 2018 

● PoC採礦基礎設施建置 ＆ 硬件開發 
● AI-883 原型產出 
● FPGA 開發及測試 
● FPGA 生產優化 AI-883 Beta版本 

 
Q1 2019 

● 將FPGA應用於PoC採礦 
● AI-883 開發完成 
● FPGA 開始生產 

 
Q2-Q4 2019 

● AI-883 新一代研發 
● AI-883應用研發 
● PoC社群構建及學院 
● PoC太陽能貨櫃礦場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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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FPGA與GPU  - 優點和缺點 

本節內容源自Xilinx [2]，Intel [1]，Microsoft [3]和UCLA [4]發表的研究成果。 

 

原始計算能力：Xilinx研究表明，採用Ultrascale + TM XCVU13P FPGA（38.3 INT8 TOP 
/ s）的Tesla P40（40 INT8 TOP / s）具有幾乎相同的計算能力。對於減少深度學習應用

中延遲至關重要的片上存儲器，FPGA可以顯著提高計算機能力。大量的片上高速緩存可

以減少與外部存儲器訪問相關的內存瓶頸，以及高內存帶寬解決方案的功耗和成本。此外

，FPGA支持各種數據類型精度的靈活性，例如INT8，FTP32，二進制和任何其他自定義

數據類型，是FPGA用於深度神經網絡應用的強有力論據之一。這背後的原因是深度學習

應用程序正在快速發展，用戶正在使用不同的數據類型，如二進制，三元甚至自定義數據

類型。為了滿足這種需求，GPU供應商必須調整現有架構以保持最新狀態。因此，GPU
用戶必須暫停他們的項目，直到新架構可用。因此，FPGA的可重新配置非常方便，因為

用戶可以在設計中實現任何自定義數據類型。 

效率和功耗：FPGA以其功效而聞名。微軟在圖像分類項目上完成的一項研究項目表明，

Arria 10 FPGA的功耗要高出近10倍。在其他研究中，Xilinx表明，Xilinx Virtex Ultrascale 
+在通用計算效率方面的性能幾乎是NVidia Tesla V100的四倍。 GPU耗電的主要原因是

它們需要圍繞其計算資源的額外複雜性以促進軟件可編程性。雖然NVidia V100提供了與

Xilinx FPGA相當的效率（幾乎與每秒每瓦GOP / s / W相同的Giga運算），因為當今深度

學習工作負載的張量操作硬化Tensor內核，因此無法預測NVidia的多長時間Tensor 
Cores對於深度學習應用程序仍然有效，因為這個領域正在快速發展。對於其他通用工作

負載，即深度學習以外，NVidia V100從性能和效率的角度來看是挑戰。除了主要供應商

（如Xilinx（SDAccel）和英特爾（用於OpenCL的FPGA SDK））的軟件開發堆棧之外

，FPGA的可重新配置性為大量終端應用程序和工作負載提供了更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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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性和易用性：GPU中的數據流由軟件定義，由GPU的複雜內存層次結構（如CPU的

情況）指導。當數據通過存儲器層次結構時，與存儲器訪問和存儲器衝突相關的延遲和功

率迅速增加。另一個重要的事實是GPU的架構，即單指令多線程（SIMT）。此功能允許

GPU比CPU更節能。但是，很明顯，在接收大量GPU線程的情況下，只有部分工作負載

可以有效地映射到大規模並行體系結構中，如果在線程中找不到足夠的並行性，則會導致

性能降低效率。 FPGA可以提供更靈活的架構，這些架構是硬件可編程資源，DPS和 
BRAM模塊的混合體。用戶可以通過FPGA提供的資源滿足所需工作負載的所有需求。這

種靈活性使用戶能夠使用部分重新配置輕鬆地重新配置數據路徑，即使在運行時也是如

此。這種獨特的可重新配置意味著用戶不受某些限制，例如SIMT或固定數據路徑，但可

以進行大規模並行計算。靈活的FPGA架構在稀疏網絡中顯示出巨大的潛力，這是當前機

器學習應用的熱門趨勢之一.FPGA的另一個重要特性是使其更加靈活，是任意的I / O連  
接。這使FPGA可以連接到任何設備，網絡或存儲設備，而無需主機CPU。關於易用性，

GPU比FPGA更“容易”。這是GPU最近被廣泛使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CUDA非常容易用於 
SW開發人員，他們不需要深入了解底層硬件。但是，要使用FPGA進行機器學習項目，

開發人員應該具備FPGA和機器學習算法的知識。這是FPGA供應商面臨的主要挑戰;為用

戶提供簡單的開發平台。 Xilinx通過提供SDSoC，SDAccel和Vivado HLS等工具為此付  
出了相當大的努力。這些工具使SW工程師更容易實現FPGA設計流程，因為他們可以輕

鬆地將C / C ++代碼轉換為HDL。 

功能安全：GPU最初設計用於不需要安全的圖形和高性能計算系統。某些應用程序（如

ADAS）確實需要功能安全性。在這種情況下，GPU的設計應滿足功能安全要求。對於

GPU供應商來說，這可能是一個耗時的挑戰。另一方面，FPGA已用於功能安全起著非常

重要作用的行業，如自動化，航空電子和國防。因此，FPGA的設計旨在滿足包括ADAS
在內的廣泛應用的安全要求。在這方面，XilinxZynq®-7000和Ultrascale + TM MPSoC器   
件旨在支持ADAS等安全關鍵應用。 （資料來源：http：//tinyurl.com/y6ozepse） 
 
[1] Nurvitadhi, Eriko, et al. "Can FPGAs beat GPUs in accelerating next-generation deep neur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2017 ACM/SIGD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s. AC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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