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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Vevue 致力于视频版权保护和货币化视频体验的项目开发。 当今视频市场的主流形势为直播或

短视频，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各种桌面和移动平台终端。 跨平台病毒和猖獗的版权盗用给内容创作者造

成了极大的打击并严重影响了这个群体从知识产权中受益的能力。 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的诞生很好的解

决了引起这个混乱局面的根本问题。 

Vevue DAPP 是一个去中心化应用，基于区块链结构化储存的设计用于对原创内容的版权跟踪记

录和内容创作分发。和当前大多数视频 APP 以人为主的定位不同，我们是基于需求的一款应用。 

使用者可以通过 Vevue 在任何位置发起视频拍摄代币悬赏，可以是国内的某个景点，可以是国外

某个向往已久的海滩，也可以是极地极光、海上日出日落或者是一段街头艺术，用你喜欢的方式去定

义拍摄类型，或者航拍，或者延时摄影，只要你喜欢。 

你的这些请求会被 Vevue 统统打包好发送到 Vevue 地图上并推送给符合条件的拍摄爱好者，完

成任务即可领取代币。 

 

我们采用区块链技术完整记录所有原创内容的版权以及版权流向。 

Vevue 代币的作用不止用于佣金和打赏，它也是搭载视频版权信息的基石，当用户发布原创内

容，作为奖励，Vevue 会向视频上传者所属的钱包发送包含版权信息的特殊代币（用户钱包包含两个

分支，一是普通代币钱包，一是版权钱包），这些信息将被存储于 Qtum 量子链中，内容创作者可以

像交易普通代币一样通过 Vevue 版权钱包出售、转让其中的视频版权。 

我们坚信，将版权货币化才是对其最大的保护，而记录版权最好的方式，是完全彻底的公开，而

每个人都拥有对完整版权库的储存，这正是区块链带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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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简介 

 
“在 2015年，世界上最大的出租车公司 Uber，然而它没有车辆，Facebook 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
社交平台，然而它没有内容创作，阿里巴巴作为最有价值的零售商，然而它没有库存，而作为世界上

最大住宿供应商的 Airbnb，并没有房地产。” 

 

通过协作并实现分布式的价值，分布式自治组织（DAO）将将打破传统的中心化商业模式。一场

由区块链技术引起的商业革命即将开始。 

作为 DAO的一员，我们会通过 Vevue 在内容产出、视频佣金预约模式上面向全世界发放代币，

并构建可以将视频版权信息货币化的数据库和 API 来推动新的革命。内容创作方面，Vevue 将通过与

Oculus 等虚拟现实设备联系起来，将 Google 街景视图带入生活并使之成为用户感受视频体验的主

要渠道，这是一种全新的沉浸式旅游模式。 事实上，Vevue 已经开始启动社区建立。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将会对 Vevue 非商业部分开源处理，并开放我们的 API 开发接口，

让更多的视频爱好者享受版权保护带来的本应属于他们的商机与荣誉。 

欢迎加入我们的 Slack 社区或微信群和我们一起见证 Vevue 的成长。 

当前全平台的测试版可以下载试用，已经上架 Android 谷歌应用商店、Android 中国区下载、

iOS 端和微信小程序版，下载及体验方式详见中国区主页 https://cn.vevue.com。 DAO 运作模式

是未来的商业模式，当前科技整合分布式来完成最实用的革新突破。 

本白皮书展示了 Vevue 基于 Blockchain 的解决方案，用于追踪视频版权信息及创作分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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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 VEVUE基金会 
  

Vevue 基金会为 2017年 7月注册于新加坡的非营利组织。 为支撑和扩展Vevue 用于

全球业务资金这一愿景而设立的。我们的软件覆盖平台范围包括Android、iOS、 H5页

面端应用程序和分布式应用（DAPP）。 我们致力于将Vevue 打造为一个功能结合传统

储存和分布式储存的DAPP应用。  

 

 

1.2 代币分发 - 13000 万 Vevue Token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分发 VEVUE 代币，以便在构建网络社区时充分捕获潜在的社交能力。 

我们的代币发行总量为 6000 万。  

我们的第一次代币发行已于 2017 年 6 月完成。Qtum 团队为 Vevue 提供孵化资金支持以及团队在

上海的办公和技术支持，用以换得 1000 万代币。  

在 2017 年 7 月，我们通过朋友和家人完成了价值 5万美元的代币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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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 – 60,000,000 代币 

● 10,000,000 代币@单价$0.025 美元 – Qtum 团队孵化资金 
● 1,000,000 代币@单价$0.05 美元 -  价值$50,000 的朋友/家庭资金 

 
Pre-ICO计划于 2017年 9月正式启动。 
 

发行币种：VEVUE 

众筹时间：9月 14 日 0:00-10 月 1 日 0:00 

发售总额：900 万（占总发行量 9%） 

募集总额：等值 450BTC 

兑换比例： 

1 BTC = 20,000 VEVUE 

1 Qtum = 60 VEVUE 

接受币种： 

BTC：100 

Qtum：117,000（等值 350BTC） 

 
 
正式 ICO计划于 10月正式启动。 
 

● 40,000,000 - ICO @单价$0.20 美元* 
 

在我们 ICO 融资结束后，我们将发布我们的“随机定点打赏”系统。 和 Pokemon GO 的奖励

模式相相似，我们的算法将在世界各地筛选出数百万个受欢迎的位置，并在每个位置引导 VEVUE 的

任务完成奖励。任何人都可以领取任务并获得赏金。随着我们构建的社交网络逐渐成熟，可玩和实用

性将大大增强，这一切得力于我们优秀的开发团队。 

“随机定点打赏”部分的打赏支持是基于 CoMakery 平台建立。 我们很荣幸得到类作为强力支

持 Vevue 开发愿景和野心的 CoMakery 平台。 在 “贡献”模块，我们列出了所有任务列表。 任何

人都可以申请任务并完成它，难度从简单到复杂。 我们为 CoMakery 任务奖励资金池设置 1000 万

代币，这为活跃用户以及软件推广起着关键作用，并且这将有助于 Vevue 过渡到 DAO。 

以下说明显示了我们用于 “随机定点打赏” 3000 万总量 Vevue 代币的近似分布。  

打赏的价格将随着 Vevue 的市场交易值波动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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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0 - “随机定点打赏” 任务系统 

● Beta 测试版 
○ 5,000,000 代币总量上限 
○ 每个请求大概单价 0.5 代币  
○ 10,000,000 的视频总量上限 

● 正式版 
○ 20,000,000 代币总量上限 
○ 每个请求大概单价 0.25 代币（可调整） 
○ 超过 80,000,000 的视频总量 

● 基于 CoMakery 的奖赏机制 
○ 5,000,000 代币总量上限 

 
每当使用者通过 Vevue 发布原创内容，我们的系统将会发放一小部分代币到使用者的版权钱包，

其中包含所有的版权认证信息。我们为版权系统保留 3000 万代币总量，当分发总量达到半数，分发

代币的金额将会达到初始金额的一半，以保证版权记录的最大可用性以及激励性。 

 
版权钱包储备 – 30,000,000 

● 当用户创建原创内容，由系统分发包含版权信息的代币 
● 随时间和总量的变化更新版权代币的单次发放量 

 
我们将 1000万代币发放给我们Vevue 开发团队。 
这些代币将会有 6个月的锁定期，起始日从 ICO关闭当前开始。 
 

10,000,000 – 开发团队 (投资详情) 

● 42.5% Thomas Olson 
● 42.5% Xiangyu Meng（孟祥雨） 
● 5% Kathrine Reyes 
● 5% Joshua Mix 
● 5% Whiz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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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智能合约和关键实现 

 

Vevue 设计为基于在市场担当独特角色的量子链的代币系统。Qtum 是面向移动端智能合约，基

于区块链的分布式开源计算平台。 Qtum 是一种分布式虚拟机，允许用户为事务构建移动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是存储在 Qtum 区块链中的状态应用程序。 这些合约是密码安全的，可以验证或强制执行合

同。 令牌合约是 Qtum 生态系统的标准特征。 

 

普通代币钱包 

 

像大多数虚拟钱包一样，Vevue 设计为所有用户默认提供一个 Vevue 代币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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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预约请求 

 

l 随机定点打赏 

我们的算法将在世界各地筛选出数百万个受欢迎的位置，并在每个位置引导 VEVUE 的任务完成

奖励。  

 

l 用户请求 

所有使用者都可以在世界各点发出视频拍摄悬赏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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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钱包 

 

每当使用者通过 Vevue 发布原创内容，系统将会发放一定量的代币到使用者的版权钱包，其中包

含视频的所有版权信息。和普通代币钱包一样，版权钱包同属于代币钱包，我们坚信，使用区块链解

决版权问题是迄今最好、最优的解决方案。 

用户可以把自己的视频版权转让、出售，就像交易普通代币一样。同时，区块链会完整的记录全

部视频版权的所有流向，这是至关重要的。 

 

 
交易手续费池回流计划 

 

每当使用者提交视频预约请求，应答者完成视频录制回应，Vevue 会从中收取极少量的代币作为

交易手续费，进入交易手续费池，池中的代币达到一定量之后会回流到视频代币发放池，用来激励更

多的原创内容发布。 

  



 

11 

3.0 VEVUE发展路线 

4.0 视频佣金预约模式实例 

 

l 针对普通用户 
 

所有使用者可以通过各种所有终端（Android 和 iOS）发起视频预约请求。 

作为回应，只要你在视频预约请求目标点的周围，即可选择你喜欢的任意录制应用来完成任务以

便赚取奖励。 

 

l 针对视频爱好者 
 

Vevue 为专业摄影师的提供一个全新的交流平台，这是一个跨地域且专注于内容创作和版权保护

的应用。 在微信群或 Slack 群中有许多小规模的团体，这对于圈子整体的交流是非常欠缺的。Vevue

旨在提供一个可供大家分享并交流的摄影师平台，在这里摄影师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小团队，他们可以

像以前一样轻松参与团体沟通，学习和分享。  

Vevue 将使用智能合约技术来保证版权信息的安全和完整。 区块链技术非常强大，视频摄像师

可以将 Vevue 视为内容原创平台，我们将标记上传者的版权签名及其在区块链上的作品。 每个人都

可以看到所有视频的完整版权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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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商业使用  

任何企业都将能够创建一个 Vevue 企业帐号，我们为企业用户提供特殊的标识用以提高辨识度以

及使用者的认可度。我们鼓励专业的摄影工作室把 Vevue 作为自己的内容创作分享和发布推广平台。 

 

l 使用说明向导 

和当前大多数视频 APP 以人为主的定位不同，我们是基于需求的一款应用。 

使用者可以通过 Vevue 在任何位置发起视频拍摄悬赏，可以是国内的某个景点，可以是国外某个

向往已久的海滩，也可以是极地极光、海上日出日落或者是一段街头艺术，用你喜欢的方式去定义拍

摄类型，或者航拍，或者延时摄影，只要你喜欢。 

你的这些请求会被 Vevue 统统打包好发送到 Vevue 地图上并推送给符合条件的拍摄爱好者，完

成任务即可领取奖赏。一切都是那么简单，视觉旅游如果只有眼睛参与那太遗憾了，全身心的参与才

叫体验。 

Vevue 采用区块链技术完整记录所有原创内容的版权以及版权流向，这一切繁重的后台工作，都

由我们来完成，你们尽情享受科技带来的改变。 

在保障原创者利益的同时，普通群众作为最大的消费者，在饱览优秀摄影作品的同时，我们为你

们增加了一个新的纬度来观察这个世界。 

 

l 在全球各地随机结识新伙伴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和要求。 中国因为体制的原因对应用要求极其严格，同时中国也是一个

拥有 14 亿人口的巨大市场。 Vevue 的优势在于，我们的开发团队建在中国上海，我们尤其熟悉中国

软件市场，这为 Vevue 打通世界所有尤其重要。 

 

l VR，AR，无人机以及更多平台的支持 

Vevue 鼓励使用者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完成拍摄，尤其在 VR和 AR 逐渐普及的今天，沉浸式旅游

逐渐成为可能，给使用者提供多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也是我们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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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技术点 

 

l 主要路线 

Vevue 包含 3个主要发展路线 

- 社交路线 

- 视频原创内容产出 

- 深度结合智能合约实现的版权钱包及代币钱包 

 

l 核心功能 

Vevue 提供给使用者多种方式上传视频，当前阶段我们支持 Android、iOS 和网页端。 

Vevue 将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解决随机定点和用户智能分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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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设计 Vevue 的第一阶段设计了处理架构。 现在，它成为 Vevue 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将

不断更新和维护这个计算系统的高速和稳定运行。 作为处理架构的底层，我们选择当前最稳定高效的

技术提供最基本的技术支持，同时我们在 API 层提供更多的尝试和性能提升。 

 
Vevue 在区块链和智能合约部分与 Qtum 进行深度合作。  

Qtum 通过改进的比特币核心基础设施与 Ethereum 虚拟机（EVM）的不可分解版本的结合，

将比特币机制无阻塞的可靠性与智能合约提供的无限可能性相结合。 

考虑到稳定性，模块化和互操作性，Qtum 构建可信赖的分布式应用程序（DAPP），其产品适

用于金融，版权等产业。，其混合性质与首例 PoS 共识协议相结合，使 Qtum 应用程序与主要的区

块链生态系统相兼容，同时为移动终端设备和单片机设备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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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款社交应用 Vevue 支持多种充值方式，包括虚拟货币、银行卡、支付宝和微信等新型钱

包入口。充值接口会在入口处将所有入账被转化为统一的 Token 代币并在 Vevue 内部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