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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SE公司介绍

2015年在英国注册成立 。Globalytics Research System
Enterprise (GRSE)是一家将大数据转变为智能化的数据分析
公司。

公司注册证

我们是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商业
智能和技术行业引领变革的创新型
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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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与愿景

“利用智能数据改变世界”

我们展望未来：人们可以在完全信任数据的情况下，
借助我们STAR系统的处理能力和技术优势，做出更明
智和准确的决策。当明智的决策出现在正确的时刻，
我们即可随着世界的进步而共同繁荣。

愿景
“使用预测分析成为开拓先锋”

我们的使命是使用预测分析技术发现新事物
并探索新边界，我们旨在成为全球情绪架构
和趋势前沿。我们利用此智能做出明智的决
策并实现预期结果。

使命



大数据
以及对全球的影响



有了大数据分析，企业可以更好地预测未来，
并获得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

– 比尔·盖茨



想象拥有看穿所有事物、所有位置的能力。一直如此。
与客户的每次互动。全球任何地方的每笔金融交易。

想象一下，能够立即处理所有这些信息，并使用洞察
力改善客户服务、更快地开发产品，或发现欺诈行为。

现在畅想，如果这些数据能帮助你预见未来， 让你在
事件发生之前做出反应。可以防止事故的发生。预测
和阻止金融损失。

想象一下，分析能够为你带来全新的收入渠道。

数据即是力量



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是从多种渠道收集的大量结构化和非结
构化原始数据集，需要通过计算分析来获取洞
察、价值和含义。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研究而产
出更明智的决策即称为分析。

从追踪疾病到选举出自由世界最具权力的领袖。
大数据分析的确无处不在。数据分析已发展成
为制定全球最大决策的大脑。



大数据可以用来更快地追踪疾病的传播。

通过使用来自安保摄像头的数据、信用
卡记录，甚至是汽车和手机的GPS数据，
追踪新冠病毒患者的个人活动。

大数据的重要性

新冠病毒



数据分析有助于竞选活动更好地
了解选民，从而投其所好

大规模的分析甚至可能影响总统
选举的结果。

美国总统大选

大数据的重要性



从多个角度影响消费者决策。几乎每
个社交媒体平台都在使用某种算法，
为消费者提供广告。分析了解用户兴
趣，并根据这些兴趣向用户提供广告。

社交媒体

大数据的重要性



组织机构中的数据分析

业务拓展

全球各大公司，如苹果，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
和分析，用于寻找解决方案和趋势，帮助企业

• 降低成本
• 简化运营
• 开发新产品与服务
• 优化决策



我们的核心业务是数据分析，人工智能(AI)技术是
我们的护城河。我们预测数据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
商品，要想走在这场技术革命的前沿，就必须充分
利用我们在这两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完善我们的预
测分析解决方案。

– 汤姆·莫里森, CEO GRSE



技术突破
预测分析系统



我们的专利技术

GRSE曾设想开发一种通过数据和人工智能预测金融趋
势的软件技术。

有此概念后，GRSE即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开发这个专利
项目— STAR 系统。

我们在数据分析、机器学习、金融与投资分析和预测
模型领域的专家们，致力于针对未来市场趋势、经济
变化和投资分析构建高准确率平台。

建立更高准确率的主要关键因素是，尽可能收集相关
数据。

STAR系统



STAR系统是用于跟踪、分析和风险评估的技术软件

S软件

该系统使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来准确预测未来结果。

STAR系统

T追踪 A分析 R风险评估



STAR系统的核心

STAR系统的核心包括分析计算技能、各种类
型的机器学习、自我学习和深度学习的高级人
工智能应用，以构建强大的数据智能系统。



机器学习

STAR系统之所以准确的关键因素是，它能够无需编程即可
自动学习并从经验中改进。

人工智能应用、机器学习，专注于计算机程序的开发，它们
可以访问数据并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我学习。

STAR系统的成功取决于以下关键因素:
• 强大的基础设施
• 收集合适的数据集
• 使用正确的算法

我们的目标是向STAR系统提供尽可能多且有意义的数据，
让它能够识别大量数据中的各种模式，以更准确地预测结果。



机器学习与STAR系统

与算法交易类似，STAR系统使用机器学习辅助做出更佳的交易决策。

通过机器学习，STAR系统能够为我们的分析师和交易员团队提供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交易优势。

学习

数学模型 监控 新闻 + 贸易结
果

检测 资产种类移动模
式

预测

资产种类方向
(上或下)

项目决策
卖 /   持有 /   买



预测分析的核心要素

预测建模
所有预测模型的基础均基于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巧妙分类。在从可
靠渠道和来源获得大数据后，我们使用人工智能(AI)验证数据的真
实性和有效性。同时，我们的人工智能(AI)可以在获取和分析这些
数据的过程中自主操作，提高准确性。目前, GTR的STAR系统提
供的人工智能(AI)提供了5倍于AlphaGo的计算速度。

STAR系统如何进行预测分析?

STAR系统

优化算法
依托于我们的专长，我们不断完善优化算法强化STAR系
统，尤其是在金融领域。近年来,我们利用STAR系统成
功预测了股票市场的某些结果,和部分加密货币下降和螺
旋趋势的预警信号。



分销渠道
企业对消费者



GLOBALYTICS TECH RESEARCH (GTR)

Globalytics Research System Enterprise
(GRSE)帮助全球使用STAR系统的大型企业优化了
分析解决方案。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开发STAR系统的用途，以更好的
用于零售行业,我们终于可以与全球分享STAR系统的
技术实力。



GTR公司介绍

GTR是GRSE在2020年推出的重点项目，可让全球消费者
使用STAR技术。

公司注册证

我们的平台包括交易咨询工具、在线
课程和其他特权客户服务。



我们持有哈萨克斯坦支付牌照，有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财政部和中

央银行的官方许可和认证，可为全球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包括付款

服务提供商(PSP)、电子货币机构(EMI)、外汇/经纪业务(FX)、加

密货币交易所。

支付牌照

GTR公司介绍

http://stat.gov.kz 是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的官方网站。

http://stat.gov.kz/


Frank Richards
Frank Richards是GTR的CEO，是一位客户分析专
家。Frank负责公司的所有战略、设计GTR、业务活
动和运营的总体方向。Frank的重点客户分析解决方
案主要集中于验证增长潜力、竞争认知，以及做出
更准确的估值。

通过将GTR的B2C全球市场渗透战略与我们的STAR
产品和订阅增长相结合，Frank将带领GTR成为分析
领域的领导者。

管理团队

- GTR 首席执行官



Eric Williams是GTR的首席分析师。Eric具备多年的

外汇分析师经验，专注于经济趋势研究，并研究数

据和分析的全周期。他为STAR系统及其衍生产品配

置数据战略，并在通过业务转型计划提供策略方面

颇具建树。

Eric的职业生涯涵盖金融和技术两个领域。

Eric Williams 

- GTR首席分析师

管理团队



Joshua Robertson负责GTR的企业战略、扩张和收
购，并担任GTR亚太区的关键项目经理。Joshua在
GTR亚洲市场的扩张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加入GTR
之前，Joshua主要负责业务拓展和收入增长。

Joshua拥有超过9年的财务、并购、战略规划和业务
开发经验。

Joshua Robertson 

- GTR区域业务开发经理

管理团队



软件即服务
(SAAS)

STAR产品



GTR是一家软件即服务(SAAS)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基于自身的STAR系统，为全球消费者开发了交
易软件和应用、STAR产品。

作为一个企业对消费者(B2C)平台，GTR被用于在我们的SAAS计划中向全球消费者推广我们的STAR系统
以及其零售。它也是STAR产品的主要分销渠道。

作为一家领先的分析公司，SAAS是我们渗透入消费者领域的战略关键，也是为STAR产品创建品牌知
名度的关键。

交易顾问产品

GLOBALYTICS TECH RESEARCH (GTR) 服务

SAAS



STAR – 交易顾问工具

对于想采用STAR系统的准确性和和威力的客户,GTR开发
了交易咨询工具，让客户可从自己的桌面和移动平台进行
体验。现在，客户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利用世界级的交易
功能来帮助他们进行日常交易。

我们从独有的STAR系统的精华中创造了这些产品，用于提
高您的交易能力，并引导您成为资深交易员。这些创新的
产品充分利用了我们的三大核心功能—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技术专长。

SAAS产品的目标是用简单的方案解
决复杂的问题!



STAR – 交易顾问工具的优点

• 利用STAR系统的威力并体验其能力。
• 拥有咨询工具，像资深交易员一样进行交易。
• 见证并利用STAR系统的准确性。
• 可完全按照您的需求定制的建议。
• 从桌面电脑和移动设备使用的便利性。



STAR LITE – 全套交易顾问程序

现在，交易者可以体验我们与MetaQuotes (MT4)的历
史性合作，并使用我们创新的STAR系统技术和MT4的知
名交易平台。

STAR LITE基于我们的核心预测分析功能和分析输入而构
建，提供准确和动态的交易顾问功能，并整合到MT4交
易平台中，让客户可以方便地自行交易。

我们的承诺是帮助客户成为熟练的交易员，我们的专利
技术与市场上的其他交易软件大有不同。



STAR MAX – 手机应用交易顾问

移动应用为需要访问实时数据、高级图
表和资产信息的客户提供无缝体验 。

GTR客户现在可以直接访问专业、可定
制的交易数据，以满足在掌心中进行交
易的需求。



市场观察概述

全面覆盖四大资产交易类别 — 外汇、指数、大宗商品和加密
货币。

历史数据

在专用控制面板上访问历史交易数据，查看任何资产和时间框
架内的可视化损益、回报和表现历史。

高级图表

使用具有自定义功能的集成图表和绘图工具。

STAR MAX的功能



STAR数据 - 综合交易数据平台

该平台与全球领先的金融数据公司合作，利用大
数据为渴望了解投资资产信息的业余交易员和专
业交易员提供全面的信号和分析。

STAR数据融合了STAR系统对金融市场的人工智能
预测能力，以及远超我们交易顾问工具所提供的
深度分析和信息。



STAR产品的优势

用户友好

制定有远见的决策
多元化投资类别

便捷易携



• 产品密钥订阅
• 客户特权服务

SAAS 计划



软件即服务(SAAS) 计划

当客户订阅SAAS计划时，客户将根据订阅类型
收到一组产品密钥。

GTR的订阅包涵盖访问STAR LITE、STAR MAX
和STAR数据，囊括股票、大宗商品、外汇、区
块链和加密货币等资产类别，并可访问我们优
质的在线交易课程。

订阅包价格为每账户$1000/月。



GTR还为我们的尊贵客户创建了一项特权服务。
除了分销STAR产品外，部分订阅费用收入将
被分配至资产管理池(AUM)，用于交易。

当AUM达到目标收益率时，该利润将与SAAS
计划下的客户共享。分红的百分比和比例将按
照客户订阅的SAAS计划进行分配。

软件即服务(SAAS) 计划



示例:  如果您以$10,000订阅GT1 级别，您将有权获得GT分红，根据您的订阅金额，
最高可获得8%的GT分红，总金额不超过您订阅金额的200%。

SAAS 计划 产品密钥数量 收益上限

GT0

GT1

GT2

GT3

GT4

GT5

最高6%

最高8%

最高9%

最高10%

最高12%

最高15%

200%

250%

300%

350%

400%

500%

$3,000 - $9,000

$10,000 - $49,000

$50,000 - $99,000

$100,000 - $499,000

$500,000 - $999,000

$1,000,000 及以上

3-9

10-49

50-99

100-499

500-999

1000 及以上

额外产品密钥 GT 分红 (每月) 

NA

10%

20%

30%

40%

50%

软件即服务(SAAS) 计划



GTR 概述

STAR 
系统

GTRGRSE
订阅

SAAS

SAAS 订阅费
$1000/月
• STAR LITE
• STAR MAX
• STAR 数据
• STAR 课程



开拓
未来



GTR – 未来里程碑

GTR始终信奉客户至上。我们一项主要目标是扩大客
户服务范围，为其提供正确的工具和资源，助其满怀
信心地追求财务目标。

随着我们继续提升该技术、交易应用和STAR系统,公
司开发了未来5年的增长计划里程碑。

增长计划

• 用户数据库
• 收入增长
• STAR 学院
• 去中心化经纪



用户数据库增长

全球外汇交易员数量 – 7700万

零售外汇交易员

全球共有7729.6万零售外汇交易员。

在过去10年里，亚洲和中东大约有3500
万贸易员。在未来3到5年里，这一数字
将接近世界总人口的2%，为1.54亿。

北美洲

欧洲

亚洲

中美洲
中东

南美洲

非洲

大洋洲



股票交易员
Robinhood是一款美国经纪服务应用，提供股
票、期权和加密货币等多种投资。自推出以来，
该应用共拥有1300万名交易员。

疫情导致初次进入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激增，
Robinhood自2020年至今新增了300多万个新
客户账户，表现优于竞争对手。

ROBINHOOD全球交易员总数 – 1300万

用户数据库增长



加密货币交易员

全球预计有5300万加密货币交易员。

仅亚洲就拥有全球约27%的加密货币交易
员，其中日本最多。

全球机密货币交易员总数

5300万

用户数据库增长

全球活跃加密货币交易员

北美洲

欧洲 亚洲其他

日本

拉美

非洲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到2022年底，我们的目标是至少为全
球10000个客户提供投资、交易、软
件服务和应用。

仅这三个领域，如果能将0.1%的交易员转化
至我们平台上，我们就能增加14000个新客户。

用户数据库增长



到2022年，我们的目标是将全球SAAS订阅用户数量
增加到10,000个。

这将给客户订阅部门带来高达每月1000万美元
的预期收入。

GTR预计，到2025年年底，全球将增加50,000个账
户，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市场。

收入增长



打破交易世界的规则
GTR的DEFI经纪业务旨在解决当前金融市场实践中的问题，并以技术
进步进行改善。

GTR的DEFI经纪业务是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混合去中心化交易所，使用
DEFI生态系统技术监控连续交易和交易员。GTR的DEFI经纪业务将提
供具备去中心化安全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速度。经纪人所做的任何交
易和贸易都基于GTR自有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进行控制、监控和跟
踪。

如此一来，我们的经纪业务提供了一个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平台，为所
有客户创建了具备完全的透明度和急迫性且值得信赖的环境。

去中心化经纪



如要了解更多关于GTR平台的优势，现在就注册
www.gtr.tech!

GTR 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