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perWorld  

社交AR +游戏通过区块链迎合了用户、
创作者和营销人员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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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交媒体的使用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流行的，但这并不会让用户利益与公司利益一致。广告是社交媒体应用的生存方式，但用户总是不懂广告对他们的好处。与此同时

，内容创作者和网路红人在尽他们的努力来面对这个支离破碎的市场。除了YouTube，几乎没有什么平台允许内容创作者赚钱并分享收入。我们希望创造一种新的经济

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被动的内容观众、内容创作者和营销人员的利益都是一致的

SuperWorld是一款AR社交和游戏应用。我们相信在未来，AR眼镜将会广泛应用，人们通过他们最喜欢的AR应用来观看世界。目前，智能手机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容易使

用，所以我们将专注于SuperWorld的智能手机应用，直到AR眼镜的未来到来。

本文的目的是描述我们打算如何通过区块链技术将内容创作者、内容浏览者和营销人员的利益结合起来。本文的目的是描述我们打算如何通过区块链技术将内容创作者、内容浏览者和营销人员的利益结合起来。

以下是对未来预期的概述:

● 用户只需使用SuperWorld应用程序就可以获得SuperWorld代币

● 内容创作者和网路红人将通过透明的方式进行互动和推广营销活动来赚取SuperWorld代币，且无需与外部各方进行任何谈判

● AR内容和游戏开发人员将获得与SuperWorld开发和集成的资金

● 每个人都可以用SuperWorld代币来购买SuperWorld的房地产代币—这将允许任何人在世界任何地方获得广增实境的土地，

 而且这种独特的租金将保持在以太坊的区块链。

●● 然后，业主可以决定将他们的土地转售给其他潜在买家，或者继续拥有他们的土地。随着这项技术逐渐成为主流，AR贴子和AR广告将通过一个分散化的广增实境应用 

 生态系统放在他们拥有的土地上。区块链的特性使这个所有权是分散化的。

● SuperWorld AR代币可以通过以太坊或者SuperWorld代币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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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进一步阅读之前，您需要相信以下几个核心假设:

1. 与我们在当前市场上看到的相比，调整社交和游戏应用的利益是有好处的。

2. 每个人都将通过AR镜头看到他们想要的世界，这将超越目前存在的以智能手机为中心的范式。

3. 创意经济将会成长，并在未来超越功利主义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消除许多单调重复的工作。但人类的创造力将是世界上更大的一部分。

许多白皮书都很冗长且难以理解。这对我们的团队和所有对新经济模式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一次冒险。我们想让您更容易理解您在做什么。要么是引人注目，要么不是。不

管怎样，您应该可以在没有电脑科学博士学位的情况下理解我们的愿景。

SuperWorld：AR社交+通过区块链调整用户、创作者和营销人员兴趣的游戏SuperWorld：AR社交+通过区块链调整用户、创作者和营销人员兴趣的游戏

1. 动机

 a. AR和未来的社交和游戏

 b. 创意经济和区块链 

2. 产品 

 a. SuperWorld应用 

 b. SuperWorld代币 

  c. 我们区块链为内容浏览者提供的奖励

 d. 我们区块链为内容创作者提供的奖励 

 e. AR房地产代币-与世界分享我们的社区 

 f. 广告网络共享和AR软件开发工具包



动机 

AR和未来的社交和游戏

广增实境仍在初期阶段。大多数人对AR的第一次体验是口袋妖怪Go。尽管如此，考虑到拿着智能手机四处走动并不是很正常事情，这些体验大多还是很笨拙的。AR最适

合的是眼镜，而不是智能手机。谷歌眼镜是一个有趣的先驱，但它长得太怪异了，看起来不太可能被社会接受。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些，所以在未来AR眼镜的外观将够好看

，价格也将足够低廉，成为苹果(Apple)等公司在AR领域的大笔投资。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眼镜将取代手持智能手机，成为我们随手可得的技术。

我们正在为这个未来而努力。现在，我们虽然只是一个iPhone应用程序，但不会一直这样。尽管缺乏常见的理想形态因素(吸引人的AR眼镜)，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可以开我们正在为这个未来而努力。现在，我们虽然只是一个iPhone应用程序，但不会一直这样。尽管缺乏常见的理想形态因素(吸引人的AR眼镜)，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可以开

始建立基础，并测试共享经济框架对广增实境社交和游戏是否具有吸引力。

创意经济和区块链

作为一个技术团队，我们相信探索新的经济模式是很重要的。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在未来操作大部分单调和重复的事情。那我们这些普通人要做什么呢？

我们的论点是，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人工智能和机器无法做到的创造性事情。大部分的创意将用于讲故事，游戏和精彩的内容共享。

这其中的大部分将通过广增实境来实现，因为人们将能够通过广增实境眼镜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和参与这个世界。我们正在努力创造一种经济引擎，为未来的创新经济提

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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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应用程序

SuperWorld是iPhone的广增实境应用，注重于社交和游戏。这是在Apple Store的公开测试版。人们可以创造和分享广增实境的体验。他们还将能够玩游戏和其他AR经验

集成在持续的基础上。最终，当AR眼镜作为一项技术变得负担得起并开始普及时，这款旗舰应用程序将转型。

这款SuperWorld应用程序将拥有一个AR广告市场。人们将能够根据地理位置来竞标广告。我们的广告招标系统也相对简单。任何地理位置的最高出价都是优先考虑的这款SuperWorld应用程序将拥有一个AR广告市场。人们将能够根据地理位置来竞标广告。我们的广告招标系统也相对简单。任何地理位置的最高出价都是优先考虑的

。这些AR广告一直持续到付款的金额殆尽。然后它就会转到另一个出价最高的竞价者(对特定日期有公开出价)。这个广告系统的收入将以非传统的方式进行。稍后将

对此进行描述。

SuperWorld代币

使用SuperWorld的社交网络和玩AR游戏可以让用户获得体验点数。当他们的经验点达到最低门槛的时候，他们的经验点就能兑换成SuperWorld的代币。为什么需要一个

最低门槛呢？这非常重要，因为超级世界硬币的接收方式是，区块链上的交易成本不会超过所获得的SuperWorld代币的价值（从以太坊的天然气成本）。

SuperWorld代币是通过参与和对SuperWorld的贡献而获得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除了高度活跃的用户、开发人员和顾问之外，它是不能取得的。SuperWorld 代币的目标SuperWorld代币是通过参与和对SuperWorld的贡献而获得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除了高度活跃的用户、开发人员和顾问之外，它是不能取得的。SuperWorld 代币的目标

是鼓励参与、发展和其他增长倡议。大多数人会选择使用他们的SuperWorld代币来获得SuperWorld的房地产代币（这将在白皮书的结尾部分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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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区块链为内容浏览者提供的奖励

内容浏览者将收到来自广告收入的10%。想象一下，一个媒体买家为一场活动设定了100美元的预算，该活动向100名用户展示。在这个情况下，与内容浏览者共享的金

额为10美元。它将被分成100个份，因此每个用户观看AR广告都将获得0.10美元。

内容创作者（在SuperWorld应用上发布的人）也将从广告收入中获得10%的收入。让我们再次使用上面的例子。这一次，我们有10个创作者，围绕着由媒体买家创造的AR

资产进行一些叙述。每个人得到相同的收看量。每个内容创作者将从这个广告收入中获得1美元。

这不会直接影响SuperWorld的区块链，但是理解它是很重要的。它是吸引和保留早期用户基础的主要机制之一。

25%的SuperWorld代币被分配给用户，用于被动的内容观看。我们可能会在早些时候以更高的转化率开始。随着用户基数的增加，转化率将随着时间而降低。这也是对25%的SuperWorld代币被分配给用户，用于被动的内容观看。我们可能会在早些时候以更高的转化率开始。随着用户基数的增加，转化率将随着时间而降低。这也是对

早期用户在我们的平台普及化之前使用它的奖励。代币奖励的一个早期例子是运动代币(一种奖励用户运动的软件)。我们相信，类似的激励机制也将适用于社交媒体的

使用。

我们区块链为内容创作者提供的奖励

 Superworld还将拨出25%的Superworld代币用于开发第三方AR游戏和其他高质量的AR体验。考虑这一点的最佳方式是在我们的平台上鼓励开发的风险基金。我们不会

寻找股权来兑换我们的代币。只是，它将作为一种奖励机制来鼓励我们的主应用程序的开发，一个很好的推论是以太坊基金会为开发者提供了解决以太坊发展问题的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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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房地产 

每个人都可以使用SuperWorld代币来购买SuperWorld的房地产代币（ERC721代币）。这些房地产代币中的每一个都与一个由纬度和经度参数限定的多边形相关联。持有

一个SuperWorld 的AR房地产代币可以让买家拥有购买的经度/纬度维度的所有权，以及未来AR帖子和广告将被放置在哪里。这就像广增实境中的大富翁游戏。我们的目

标是收集世界上最好的房地产或您喜欢的地方，并能随着时间购买和出售这些房产。AR房地产代币的目的是为了激励用户锁定我们的生态系统。

SuperWorld AR房地产代币是将我们的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的共同的长期机制。如果内容浏览者、开发人员和营销人员愿意，他们都可以参与购买。

根据人口、人口统计数据和客流量，不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收入。例如，人口密集、富裕的地区很可能会比人口稀少和贫困的地区产生更多的收入。特定的区域也有不根据人口、人口统计数据和客流量，不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收入。例如，人口密集、富裕的地区很可能会比人口稀少和贫困的地区产生更多的收入。特定的区域也有不

同的体验。例如，有更多艺术家的地方可能有特定的AR体验或艺术作品。

广告网络共享和AR软件开发工具包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使用SuperWorld的区块链而不是其他的呢？

1. 我们相信有广告网络共享的规模经济。媒体买家更偏好综合平台，而不是使用20种不同的购买平台。

2.  SuperWorld将在未来为其他组织开放一个软件开发工具包。开发人员将能够利用SuperWorld的广告网络迅速赚钱，并加快他们的开发周期。

重要的是，我们的旗舰产品SuperWorld是第一个连接到AR房地产代币和AR广告网络的应用。然而，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任何愿意使用我们资源的人都可以在未来使重要的是，我们的旗舰产品SuperWorld是第一个连接到AR房地产代币和AR广告网络的应用。然而，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任何愿意使用我们资源的人都可以在未来使

用我们的资源。



总结：分享就是关爱  

我们认为，探索新的社会和游戏模式是值得的。这个市场对于广增实境技术来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这个行业才刚刚起步，但预计将超过移动应用经济。

区块链允许我们创建一种新的经济结构，我们相信这种结构可以在目前的免费增值模式的基础上得到改进。

激励机制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一半的SuperWorld代币会被送给我们的用户和开发者。这就是为什么SuperWorld代币可以用来买卖我们的AR房地产代币——让他们永远

拥有房产（只要他们还留着的话）。

您是头号玩家吗？

SuperWorld团队SuperWorld团队

免责声明

对于任何不正确的钱包ID进行转账，我们概不负责，您和您的代理商人同意不追究我们从直接或间接的转账中的所有遗失或损坏。您已经获得了关于购买AR房地产代币

相关风险的独立法律和财务建议，或者您明知并自愿选择不这样做。SuperWorld有权以任何理由拒绝任何订单，这是我们的绝对酌情权，您在此同意在行使该酌情权时释

放并赔偿我们。您进一步承认加密货币涉及风险，特别是通过价格波动。由于加密货币没有受到任何中央银行的监管和支持，因此存在完全损失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对

不可预见的风险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

Please join our Telegram channel https://t.me/superworldtoken for more news and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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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fire 的创始人之一（游戏即时通讯平台， 2006年通过    

 com/MTV获得1.02亿美元）

• Phizzle创始人之一(移动体育营销平台目前为包括克利夫兰骑士 

 队(Cleveland Cavaliers)和纽约尼克斯队(New York Knicks)在 

 内的NBA球队以及HBO、康卡斯特(Comcast)、福克斯体育频道 

 (Fox sports)和有线电视(CableVision)

 在内的媒体公司提供支持。)

• • Storytime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

 (SKIT! Kids，儿童社交动画应用程序）

• 理论物理博士学位 辍学-剑桥

Max Woon
联合创始人

• 联合创始人和CBDO，流氓倡议，好莱坞电影，电视，VR工作室

• 创立EastLabs公司，这是一家位于乌克兰基辅的领先风险投资基金

• Toptal的资深商业开发/全球传道者，得到了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Facebook联合创始人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s)和Zynga的支持

• Spencer Trask风险投资公司的副总裁和风险资本

• 瑞银投资银行和汇丰证券的投资银行家

• • 管理咨询公司Aon Hewitt的全球业务发展

• 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金融与创业学院硕士/MBA，莱斯大学文学学士

Hrish Lotlikar  
           联合创始人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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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y Tran
 Head of Product

团队

• 手机游戏公司OneAll Games的联合创始人

• 增强现实娱乐公司ARLegends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技术官

• 增长营销机构“Solve Growth”的联合创始人和增长主管，该机 

 构主要与创业公司和倡导组织合作。

• 西贡社联创始人，东南亚第一家社交影响着机构。

• 南加州大学孵化器和GrowthX学院的顾问

Jon Wong
        Front End Engineer

Kenneth To
                 公司增长主管

• Palamida的产品管理，最大的IP软件公司之一

• AR Legends，一家增强现实游戏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 在线奢侈品初创公司Melrose Inc的首席运营官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学位

• 通过极端环境课程与美国宇航局合作

• 通过Alpert Warren医学院共同领导设计+健康课程

• 工业设计学位，罗德岛学院

Luiza Grigorova
 UI/UX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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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no
创意总监和策略 

 • 国际男模

 • DJ和音乐制作人

 • 在夏威夷大学学习国际商业管理

 • 加拿大Showhome家具公司前首席运营和全球采购经理

 • 前马戏团变戏法的人  

Reuben 
Mckechnie
影响者营销策略 

• 25年的资深电影制作人。

• 耐克、路易威登、卡尔文克莱恩、梅赛德斯奔驰、彪马、华纳兄弟、  

 百代唱片、维珍唱片、Zomba Jive、环球、索尼音乐的导演

• Spacemonkeys创始人和创意总监 

• 国际男模 

• DJ和音乐制作人

• 前5x风筝冲浪冠军  

• 汉堡Sehsucht平面设计实习生(客户:梅赛德斯、兰博基尼、奥迪)

Nils Wesch
平面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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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Scoble
 • 以旧金山为基地的连续创业者和黑客。

 • Hired的创始人之一

 • Talkable的创始人之一 

Allan Grant
• 全球权威和演讲者，特别是在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和人 

 工智能(AI)方面 

•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Tobias Ratschiller作为企业家、投资者和顾问，一 

 直活跃在网络和网络媒体领域 

• 他以投资人和ICO顾问的身份参与加密项目，帮助此项目筹集了超过 

 5000万美元的资金 

• 他是加密Coin.News联合创始人兼CEO

顾问

Tobias 
Ratschil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