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区块链，开创广播内容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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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日志

版本/日期

更改

版本 1/2018 年 3 月 4 日

初始版本

格式改进

版本 1.1/2018 年 3 月 6 日

添加其他团队成员
杂项修复

添加其他团队成员

版本 1.2/2018 年 3 月 15 日

包含更改日志
杂项修复

版本 1.3/2018 年 4 月 9 日
版本 1.4/2018 年 4 月 20 日
版本 1.5/2018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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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项修复

TGE 众募条件更新，杂项修复
代币销售发布前，更新代币定价；宣布将在
Qryptos ICO 市场公开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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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背景
请仔细阅读本部分。如果您对自己的操作尚有疑虑，请咨询金融、法律、税务、技术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白皮书（下文简称为“白皮书”）概述 Vuulr 代币（下文简称为“VUU 代币”）在预售和公开发售
（总称为“代币生成事件”）期，由 Vuulr Pte. Ltd.（下文简称“Vuulr”）发售的事宜。代币生成事
件旨在为开发和商业化而提议的代币化生态系统募集资金。该生态系统包含 Vuulr 市场、Vuulr 供应链
及逐步开发的其他类似 Vuulr 产品和服务（总称为“Vuulr 平台”）。

代币生成事件条款和条件 https://www.vuulr.com/Vuulr-TGE-TnCs.pdf（下文简称“条款”）详细
规定，Vuulr 平台成功开发和部署后，VUU 代币之权利仅限用于 Vuulr 平台及与其的交互。请仔细阅
读条款并确保了解您权利和义务的性质以及购买 VUU 代币或参与代币生成事件所应承担的风险。
VUU 代币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域均不构成证券。此外，本白皮书既不构成任何类型的招股说明书或要约
文书，也不构成任何司法管辖区域的证券要约或证券投资征求函。
代币生成事件及向每位购买者分配 VUU 代币将仅依据条款。如果条款与任何其他文档（含本白皮书）
产生任何冲突或不一致，应以条款为准。
除了显示为“Vuulr”字样的商标，本白皮书中所含的所有商标旨在便于读者了解 Vuulr 平台，属于“
公平交易”版权使用例外。Vuulr 不属于本白皮书所示的任何第三方商标。
若未注明“重要事项”内容，本白皮书任何部分均不能复制、分发或传播。

免责声明
本白皮书所述信息仅供参考，并无法律约束力。此类信息据信由可靠来源编制。部分信息可能具有前瞻
性，其根据特定假设而提供。除了本白皮书所述历史事实的陈述，所有陈述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业务战
略和规划、受益或绩效预估及未来运营目标的陈述均为前瞻性陈述。此外，前瞻性陈述一般会使用“可
能”、“将”、“应”、“期望”、“预期”、“估计”、“旨在”、“继续”或“相信”等前瞻性术
语、否定及其他类似术语。
除非 Vuulr 书面明确规定，否则本白皮书所含或提及的信息均不构成条款或任何演示文稿、Vuulr 保修
或保证的一部分。
本白皮书中所述信息均未经监管机构审批，且本白皮书中信息会随时有重大更新、修正、纠正、完成和
修订。本白皮书可能无法传送至禁止分发或传播此类信息的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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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条件
按条款详细规定，如果您无法满足条款规定的资格条件，那么您没有资格在代币生成事件期间购买任何
VUU 代币。例如：您没有资格，如果您是 (i) 中国人民共和国或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居民（纳税或其
他）或绿卡持有者（视具体情况而定）；或 (ii) 是位于或居住于适用法律（包括但不限于任何与反洗钱
金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相关的法律）禁止或限制您参与代币生成事件的任何地理区域或国家。
您有责任让自己了解和遵守可能适用于与任何 VUU 代币购买、所有、接收或拥有或参与代币生成事件
相关的任何限制和法律。

不提供咨询服务
本白皮书所示或所指的信息均不构成行业、法律、税务、技术或其他咨询。Vuulr 不提供有关 VUU 代
币和代币生成事件的、任何形式的咨询服务。如有疑问，您应咨询金融、法律、税务、技术或其他专业
顾问。

其他信息
请参阅条款，详细了解与代币生成事件相关的信息。您应仔细评估条款，其中描述了（除了其他事项
外）与任何 VUU 代币购买、所有、接收或拥有或参与代币生成事件相关的风险。如有任何疑问，您可
将问询发送至 tge@vuulr.co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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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概述
迪士尼、福克斯、亚马逊、HBO、Facebook、Apple、当地广播公司及其他机构相互激烈竞争，旨在
吸引您注意，密切关注内容消费所带来的收入。他们在一件事上达到高度一致：“内容为王”。
放眼全球，该行业每年花费 2,400 亿美元1购买内容2，年增幅达 10%3。
然而，他们依然以传统方式做生意。购买内容要花上 4-5 个月时间，还需要大量人工操作。贸易活动、
高昂的经纪抽成（抽取 35% 佣金）、独家经销合同以及在相互不一致、零零散散的电子表格之间管理
复杂的内容版权，上述这些都是常态。因此，有 35-40% 的价值在贸易摩擦中被耗费掉。
赞助行业年交易额达 620 亿美元4，其情况也类似。买卖双方往往需几个月才能达成交易：几乎别无选
择，还要经过漫长的线下谈判。
交易效率低下的现状给了

Vuulr

良机，于是推出依托于区块链的解决方案，颠覆业界固有的运作模

式。Vuulr 平台采用双管齐下的方法，开创广播内容新经济：
▶▶ Vuulr 市场以数字方式汇聚内容所有者、购买方和赞助商（品牌）。这一方式将促成内容版权在全
球交易，原来需数月完成的流程，现在当天就能在线下完成。
▶▶ Vuulr 供应链依托于以太坊区块链，将提供值得信赖的协议、分布式数据层、一整套 dApp5 作为单
个共享总账来管理行业关键数据并保障其安全。Vuulr 供应链实施行业认可的 MovieLabs 数字化发
行框架 (MDDF)6。
除了会改变当今行业的运作方式，Vuulr 依托于区块链，将解锁行业新机遇7，例如：单一共享可信视图
带来的新收入共享模式。

1

2016 波士顿咨询集团 (BCG) 报告：https://goo.gl/eaoKF2

2

电影、电视内容、体育内容等（内容）

3

2016 波士顿咨询集团 (BCG) 报告：https://goo.gl/eaoKF2

4
5

IEG 年度研究：https://goo.gl/iKCzPb

分散式应用程序 (dApp) 是现存且运行于区块链等分布式系统的安全数字应用程序。请参阅词汇表，了解详情。

6

MovieLabs 数字化发行框架白皮书：https://goo.gl/ZEAqqT

7

德勤区块链研究所报告《区块链 @ 媒体》中有部分描述：

https://goo.gl/wNdVUM
8

PWC：2017- 2021 全球娱乐和媒体展望：https://goo.gl/Ey1KJ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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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ulr 总部位于新加坡，新加坡是亚洲地区电视/电影、金融和科技中心。全球增速最快的 6 个大型媒
体经济中8，有 4 个在亚洲。新加坡内容需求量的增长速度全球最快，可见将新加坡作为总部是理想之
选。
当下，内容属于全球。因此，Vuulr 将在关键媒体之都（洛杉矶、伦敦、孟买和北京）设立办事处，建
立全球网络，依托于 Vuulr 全球平台，将好莱坞、宝莱坞和中国与全球各地的广播公司和受众联系起
来。Vuulr 团队经验丰富，在全亚洲和全球与内容行业关系密切。
Vuulr 应运而生。

我十分高兴 Vuulr 给予良机。通过在线平台分销精彩内容具有巨
大潜力。数量庞大的购买方和出售方有个共同之处，都想更为便
捷实惠去接洽和交易。于是 Vuulr 应运而生。              

Rob Gilby，
Walt Disney Company Southeast Asia 前董事总经理

愿景与市场机遇
Vuulr 愿景是开创广播内容新经济；将内容购买方、出售方、创作者与品牌汇聚于充满活力的综合生态
系统中；普及内容访问，促进面向未来的新创新业务模式。
Vuulr 依托于区块链技术，推出端到端解决方案，为内容发现、购买、赞助、交付和付款带来革命性变
化，促进行业以更快速度达成交易，减少贸易摩擦，消除平白浪费的反复人工操作。
效率提升后，行业在贸易中的价值损失将显著挽回。广播公司和 OTT 将为受众带来更优质的内容，为
内容制作行业带来更高比例的收入，从而促进制作更优质的内容。

中国、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巴西与意大利
9

2016 波士顿咨询集团 (BCG) 报告《电视的未来：OTT 对全球视频制作的影响》：https://goo.gl/eaoKF2

10

8

2016 BCG 报告：https://goo.gl/eaoK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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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内容行业
波士顿咨询集团 (BCG) 报告9指出专业内容制作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内容数量、内容创作者数量及
内容市场价值均高于以往10。
同时，机顶盒设备

(OTT)

联机内容提供商（例如：Netflix、亚马

逊）利用互联网作为内容分发的一种手段。内容呈爆发式增长正颠
覆传统广播公司业务，吞噬受众，侵蚀利润，倒逼行业发生彻底转
变。
行业必须立即降本增效，更为灵活、更为创新、更富竞争力。
这是 Vuulr 的第一个机会：转变年交易额达 2,400 亿美元的内容行
业，降低成本、减少摩擦、提升灵活性、释放价值。

Vuulr 正在解决我们行业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希望平
台能早日上线，让我们尽早使用。
Tham Loke Kheng，Mediacorp
首席执行官

            

赞助行业
鉴于传统付费媒体效能降低，品牌要重新分配大量预算用于赞助。
电视 30 秒广告插播消失，加上数字化广告日益受挫（广告拦截器、广告欺诈等），品牌诉诸于内容/
品牌内容赞助，从而拉近与受众的关系。红牛及其大为成功的品牌内容业务红牛媒体工作室 (Red Bull
Media House)11，是广告行业的典范。
内容、广播公司/OTT 与品牌之间交叉，带来赞助机会。然而，行业当前结构不合理，而且需要人工操
作。因此，很难利用现有的线下机制全面明确和评估赞助机会。
Vuulr 的第二个机会：转变年交易额达 620 亿美元12的赞助行业，提供的市场和技术能高效为品牌、广
播公司/OTT 及内容创作者带来赞助机会。
Vuulr 解决方案是面向电视和电影内容版权的线上市场，其依托于以区块链为核心技术的供应链：

11

红牛媒体工作室：https://goo.gl/6ZfEqt

IEG 年度研究：https://goo.gl/iKCz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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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体系结构
Vuulr 市场（盈利企业）将：
►► 支持端到端商业交易（商业交易和赞助）
►► 与 Vuulr 供应链的使用数据和功能无缝整合
►► 囊括业内所有利益相关方，购买方、出售方和赞助商，无论大小
Vuulr 供应链（非营利13计划，旨在促进全行业采纳）将：
►► 依托于以太坊区块链的开放式行业解决方案
►► 允许行业所有利益相关方访问和作贡献
►► 运用 dApp 及 Vuulr 内容行业供应链协议 (CISP)
►► 按行业认可的规范维护数据14
►► 包含 MetaData Refinery（请参阅下文）

市场
资产交付

供应链协议
与 dA PP

付款管理

vuulr

解决方案体系结构

►► 旨在供希望直接管理数据的出售方使用（与通过市场的方法相反）

谈判
内 容 可 用性与版权管理
筛选与评估
搜索与发现
内容元数据
内容 ID
内容管理

13

该计划将以成本回收定价模式运行，从而加快全行业采纳

14

EMA、MovieLabs、EIDR 等行业认可的格式和规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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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ulr 市场
Vuulr 市场将是与 Vuulr 供应链无缝整合的 Web 应用程序，并使用 Vuulr 供应链的数据和功能。其便
捷、直观、功能强大，内容搜索发现、购买、交付和赞助易如反掌。
Vuulr 市场将支持以下各方：
►► 内容购买方（例如：免费电视广播公司、付费电视频道、OTT）
►► 内容出售方（例如：知识产权 (IP) 所有者、电视和电影工作室、制作公司、任何内容原创者）
►► 内容经销商（例如：分销商）
►► 内容赞助商（例如：品牌）及内容经销商（例如：代理）

市场核心功能
内容购买方
►► 搜索和发现有意购买的内容
►► 筛选和评估
►► 查看可用性
►► 谈判内容许可条款及选择合同
►► 谈判赞助商业条款及选择合同
►► 付款和结案
内容出售方
►► 购买唯一内容 ID（例如：EIDR）
►► 更新和管理内容的元数据、预览版、预告片、第一集等
►► 上传和管理可用性
►► 分销版权管理 - 创建和管理分配给分销商的版权
►► 谈判内容许可条款及选择合同
►► 付款和结案
内容经销商/分销商
►► 购买唯一内容 ID（例如：EIDR）
►► 更新和管理内容的元数据、预览版、预告片、第一集等
►► 上传和管理可用性
►► 谈判内容许可条款及选择合同
►► 付款和结案
内容赞助商
品牌（或其代表）将能参与到市场中。他们将能以多种方式交易挂牌内容：赞助、融资、甚至购买版
权。
►► 搜索和发现有意赞助的内容
►► 筛选和评估品牌“契合度”
►► 登记赞助意向和条款
►► 谈判赞助商业条款及选择合同
►► 付款和结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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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其他功能
Vuulr 供应链功能
市场用户将能无缝访问供应链功能，令市场成为内容管理、内容可用性、内容购买/销售、交付和付款
的端到端解决方案。请参阅下文“供应链”部分，了解其功能介绍。
利益相关方交互
Vuulr 市场将允许购买方、出售方与品牌交互以促进谈判。
其中将包括：
►► 在谈判模块中追加备注
►► 实时文字聊天
►► 实时视频聊天
声誉管理
Vuulr 市场将实施声誉管理，做到公开透明，同时确保各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各方在关键交互点将能
打分/提供反馈，旨在创建和营造自律社区。
私有品牌市场
今天，每家工作室和分销商均建有简要表述业务类别的网站。然而，很少有资源或专业技术将网站扩展
成支持交易的全功能工具。
Vuulr 市场将为电影工作室、制作公司、分销商等出售方提供可标记白名单的嵌入式模块，以便将其添
加至各自的网站。出售方将能运用 Vuulr 技术，在各自网站上展示和交易内容。将在行业供应链的单个
共享总账中提供结果数据。

全球访问便捷，保持数据一致
TITLE A

vuulr

市场技术
TITLE A
TITLE A

A콘텐츠

A콘텐츠
TITLE A

A콘텐츠

vuulr
供应链工具

发布一次

内容创作者
与工作室

Vuulr 市场

工作室网站

分销商网站

第三方托管

内容行业供应链协议 (CISP)
区块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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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将上传和管理与内容相关的数据和可用性。Vuulr 解决方案将确保该信息在包含 Vuulr 市场、出售
方专有网站、分销商网站（指定经销内容）在内的所有接触点表达。
数字资产管理、转码和交付 (DAMTD)
作为付费增值服务，Vuulr 将向市场用户提供强大的、基于云的 DAMTD 服务：
►► 内容摄取和安全资产管理
►► 含维修及合规在内的质量控制
►► 转码
►► 包装（额外资产、元数据、字幕等）
►► 高速交付
委托付款
此前尚未交易过的合作伙伴利用委托付款服务建立信任。委托付款服务要求第三方提供商协调资产交付
和放款。
Vuulr 将与现有委托付款和付款服务供应商整合，作为可选的增值服务。
智能合同驱动下的版权管理
Vuulr 率先运用区块链，为广播内容行业带来无贸易摩擦的经济。依托于区块链的智能合同将通过加密
货币实施版权转让及自动化即时结算。
这次转型首先要成功建立市场，以便实现线上交易。接下来，广泛宣传将促进行业接受智能合同，从而
有效实施内容版权管理。最后，建立使用加密货币结算交易的环境，从而完成行业转型。

推进行业认可智能合同版权管理

交易备忘录法律框架

行业统一

模板化合同
与程序/最佳做法

交易

智能合同
第一阶段：工作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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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ulr 将引领和促进行业采纳区块链和智能合同驱动的交易、结算和自动化可用性/版权管理，借助三阶
段流程，让行业接受这一改革模式。

以下示例为区块链上的工作机制：

vuulr

对 dApp 驱动下的交易愿景
（在 CISP 促进下）

链下
4

链下谈判

第三方托管

1

内容出售方

6

内容与可用性挂牌

10

可用性查询

3

可用性结果

5

收到用于委托付款的资金

7

2

dApp

用加密资金付款

8

触发媒体交付

9

收到加密资金

内容购买方

媒体交付

购买方确认收到

内容行业供应链协议 (CISP)

链上

区块链

链下

面向第三方应用程序的 API 访问

版权拍卖
Vuulr 将引入版权拍卖功能，出售方可挂牌广受热捧的内容，确保实现价值最大化。
内容促销
出售方将有机会付费在市场上促销内容。将包括以下功能：
►► 高端定位
►► 返回热门内容搜索结果
►► 含推播式营销

Vuulr 供应链
Vuulr 供应链采用依托于供应链的现代分布式架构及一整套行业工具，将替代繁重人工处理通过电子邮
件往来的电子表格和 PDF 文件。
将包括：
►► 内容行业供应链协议 (CISP)
►► 按行业认可的规范，管理数据结构15
►► 工具促进版权管理、可用性和元数据，便于出售方直接管理数据（与通过市场的方法相反）
►► MetaData Refinery：充满活力的市场和元数据管理平台

15

EMA、MovieLabs、EIDR 等行业认可的格式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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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行业供应链协议 (CISP)
Vuulr 旗下 CISP 将以开源形式提供给整个行业使用。其将定义实施行业认可规范16的架构和接口，便
于分散的系统读写数据至区块链，并依然以一致的单一共享全局视图查看行业数据。
CISP 旨在全栈实施依托于以太坊区块链的 MovieLabs 数字化发行框架 (MDDF)17。MDDF 是一整套数
字化供应链标准，提供自动化框架，帮助行业高效扩容。
迪士尼、福克斯、狮门影业、NBCU、派拉蒙、索尼影业、华纳兄弟等主要好莱坞工作室，及亚马
逊、Google Play、Microsoft 电影电视、康卡斯特、Netflix、Sony PlayStation、Vudu 等主要数字
平台现已支持18 MDDF 标准。
大家选择以太坊区块链实施 CISP 协议，原因如下：
►► 开放性 - 全行业均可使用，不受任何组织操控。Vuulr 仅以管理员身份参与其中
►► 可信 - Vuulr 将不拥有基础数据数据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属于对应的内容版权所有者
►► 不可变 - 历史记录无法修改
►► 安全性 - 尖端加密技术和以太坊挖矿网络，确保数据安全
►► 私有 - 仅限利益相关方访问信息
将向各大组织提供集成库、工具和 API，以便建立或链接至自己的内容应用程序，实现区块链数据有效
管理，同时带来始终以完整一致的单一共享全局视图查看行业数据这一益处。
Vuulr 旗下 CISP 将定位为面向整个行业的计划。VUU 代币持有者19将能促进和投票决定 CISP 协议的
未来发展的路线图，但始终以 Vuulr 的最终决定为准。
请注意 VUU 代币的投票功能仅作为提议。VUU 代币并未赋予持有者任何权利（无论是否与投票、所
有、股权、分红等相关）或控制任何与 Vuulr 相关的事务。因此，VUU 代币不可作为与 Vuulr 股份有
关的任何权利、选项或衍生品。

16
17

EMA、MovieLabs、EIDR 等行业认可的格式和规范

MovieLabs 数字化发行框架白皮书：https://goo.gl/ZEAqqT

18

MovieLabs 数字化发行框架白皮书： https://goo.gl/ZEAqqT

19

VUU 意指 Vuulr 发行的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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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Worldwide 内容创作既深又广，我们知道内容库中还存有更
多价值。我认为 Vuulr 开发的一系列工具十分有前景，能帮助我们
这样的公司展示内容并实现商业化。
Myleeta Aga, BBC Worldwide
东南亚及印度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

核心供应链功能
唯一内容标识
正如书籍有 ISBN 书号，电视和电影内容需要细化到版本水平（例如：语言、格式、编辑）的唯一标识
符，从而让参与交易的各方有相同的期望和参考。
非营利组织 Entertainment Identifier Registry Association20 (EIDR) 制定了行业认可的规范，并集中
维护记录唯一内容标识符的注册表。

数据来源：EIDR。
截至 2017 年的会员
及合作伙伴

Vuulr 身为 EIDR 成员，将为版权所有者和管理方提供便捷的实用程序，将 EIDR ID 分配给相应的内
容。与 EIDR 集成后，将通过 CISP 在区块链上创建和发布唯一内容 EIDR ID，从而安全建立不可变
的目录。

20

参阅 EIDR：https://goo.gl/LLY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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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元数据
元数据意指在上映收视指南中所见的、有关电影或电视节目的信息：内容、大纲、演员表、制片人、导
演等。每家拥有内容的广播公司和 OTT 需要与之对应的元数据。元数据还用于 Vuulr 市场内，供购买
方在搜索和评估内容时使用。
图像来源：Netflix

元数据

元数据是行业发生重大摩擦的来源，不仅琐碎，而且购买有困难。通常，MetaData 以 PDF、手册打
印件等非结构化格式提供，许多情况下，则完全丢失。
目前，广播公司和 OTT 聘请元数据编辑团队为自己的上映收视指南编写相关信息。因此，广播公司和
OTT 通常相互数次复制作品。
业务遍及全区域或全球的广播公司和 OTT 在该问题上日益严峻，因为元数据需要翻译成多种语言（例
如：Netflix - 20 多种语言！）。
Vuulr 将建立解决方案：
▶▶ 允许内容所有者管理各自的内容元数据
►► 通过 MetaData Refinery 生成缺失的元数据（请参阅下文）
►► 为广播公司和 OTT 创建单一的优质元数据来源
►► 运用 CISP 创建分布式元数据商店
内容可用性与版权管理
可用性/版权管理是指在内容级别，按版权类型、地理、时段和条款（例如：独占性）不断跟踪出售/可
用的内容。
尽管概念简单，但内容可用性与管理在实际操作上较复杂，因为当今全球化内容行业有许多版权类型，
而且广播公司和 OTT 在地域和版权范围上相互交叠。
目前，行业不断在电子表格中跟踪内容可用性状态，浪费大量人工，无法审核且看不到历史记录。更为
糟糕的是，将内容信息保存在电子表格中很可能出错，因此要考虑出错在商业影响方面的风险。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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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利益相关方需要与可用性/版权管理数据交互，其中包括原始版权所有者、其指定的分销商及
现有/潜在客户，但该信息需要保密和安全。
根据设计，以太坊区块链意指安全的状态引擎，成为保持内容可用性状态或整个行业的理想平台。
娱乐商会 (EMA) 为可用性数据制定了行业认可的规范21。Vuulr 已与 EMA 订立合作伙伴协议，且
Vuulr 旗下 CISP 为区块链上的可用性数据执行 EMA 规范。按隐私和安全要求，以单一的共享全局视
图查看内容可用性。
Vuulr 强大的内容可用性与版权管理技术将明确可营销和销售的可用窗口期，实现额外的收入机会。

Vuulr 供应链工具套件
Vuulr 将开发和提供一整套供应链工具：用户友好、费用低廉且易于使用的业务工具，即以 CISP 为基
础建立的 dApp，从而管理市场上未销售内容的信息。
Vuulr 供应链工具将提供以下功能：
1. 登记和管理唯一内容标识符 (EIDR ID)
2. 以可编程的方式访问内容元数据
3. 管理内容可用性（版权管理）
Vuulr 供应链工具套件将以非营利模式提供，以成本回收水平定价，尽可能让全行业采纳（该功能将在
市场免费提供）。
Vuulr 将提供多项专业服务，其中包括教育培训、咨询和实施支持服务，从而为整个行业提供支持。

Vuulr MetaData Refinery
众包元数据管理平台 Vuulr MetaData Refinery 将抓住缺乏可编程优质元数据而带来的机会。例如：维
基百科，但对于电视和电影元数据，该平台则将利用现有的电视和电影迷全球社区。
Vuulr MetaData Refinery 及其开放式接口（通过 CISP）将令该数据成为可交易的资产，形成支持有
力的元数据经济22。

21

请参阅 Digital EMA 的可用性工作组：https://goo.gl/S3Zfa9 及可用性规范：https://goo.gl/uYs22P

22

例如：Cryptokitties。https://goo.gl/UuJx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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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ulr MetaData Refinery 将提供：
►► 为创建、翻译和管理元数据，建立富有吸引力且易于使用的平台
►► 重要且繁忙的社区
►► 游戏化和奖励促进个人用户、内容所有者和广播公司/OTT 参与元数据经济运作
►► 符合标准的23元数据演示促进内容元数据的互通和盈利。
►► 开放式接口（通过 CISP）允许以可编程的方式按需购买元数据。
内容所有者输入元数据时，平台将其标为“官方”，且始终对自有内容的众包元数据具有超级用户编辑
权限。

Bolt 与 Vuulr 的价值观完全相符。双方都高瞻远瞩，
而且我们作为微支付移动内容平台，需要不断扩充内
容，满足未来 60 亿客户的需求。Vuulr 将帮助我们大
量购买内容。
Julian Jackson, BOLT
首席内容官

游戏化与奖励积分
轻松注册后，任何人均能创建和优化元数据，从而作出贡献。参与者将根据各自贡献的数量和价值赚取
奖励积分。
奖励积分在 VUU 代币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请参阅下文“Vuulr 代币”部分。即参与者能在 Vuulr 奖
励计划中将奖励积分转换成 VUU 代币。
赚取奖励积分的示例有：
►► 通过投票以核实信息（例如：汤姆·克鲁斯是否参演了《碟中谍 5》？）
►► 采用部分元数据字段创造新内容
►► 提供额外信息，改善现有内容元数据
►► 将内容元数据翻译成新语言
积极提供优质信息的电视和电影迷在社区中的等级会提升，并将在管理和质量改进流程中发挥更为重要
的作用。成功采用平行模式：Reddit（灵感）和维基百科（注册的提交者、编辑和管理员）。
Vuulr 将运用博弈论原则，创建经济激励架构，促进整个社区创建优质元数据。

23

参阅 MovieLabs 通用元数据规范：https://goo.gl/vKKFTh The 24 Vuulr 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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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路线图
以下为 Vuulr 市场、供应链工具和 CISP 协议发展计划高级路线图。

市场

* 备注：Vuulr 可能根

供应链

CISP 协议

会和限制，随时调整

发布市场原型

发布市场 MVP：端到端之旅

MetaData Refinery 研发

CISP 研发

目录管理工具

发布 MetaData Refinery

CISP MVP：智能合同
dApp/公开链基础设施

2019 H1

2018 Q4

2018 Q3

产品计划。

2018 Q2 2018 Q1

据市场需求及技术机

市场供应链增强功能 – 旨在利用 CISP

Vuulr 奖励计划：赚取积分

核心 MDDF 框架组件

Vuulr 奖励计划：奖励池分配

内容、人员和组织身份管理

业务关系、内容捆绑、报告

自助服务工具

面向第三方集成和扩展的库和 SDK

私有品牌市场

市场发现 AI/ML 智能

2019 H2

CISP 规模改进

数据访问与分析

CISP 区块链基础设施增强

MDDF 框架组件扩展

付款/委托付款服务

dApp/智能合同辅助版权交易

2020

数字资产管理、转码和交付

IMG-WME 掌握的内容比任何其他经纪公司都多，业务涉及
体育和娱乐，掌握内容版权和赞助权。我们十分有兴趣探索如
何借助 Vuulr 进一步提升节目和存档内容资产的价值。我们
希望与 Vuulr 团队合作，探索未来商机。              

Chris Guinness，IMG Media
亚太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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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ulr 代币 (vuu)
为什么选择代币？
Vuulr 的愿景是打造一个全区块链和加密助力的产业，通过智能合同执行版权缔约，并通过从电子钱包
到电子钱包的加密货币实现支付。VUU 代币24是实现这一愿景的手段。
市场和协议 (CISP) 成功与否取决于网络效应。通过使用 VUU 代币作为激励采用、使用和良好行为的
奖励机制，Vuulr 将加速生态系统的发展，从而发挥网络效应。

代币使用
VUU 代币将能定价并在 Vuulr 平台上交易。相比使用法币的用户，选择使用 VUU 代币的用户将享受
优惠定价和高级服务。
Vuulr

奖励计划以公司业务利润为资金来源，运用博弈论形成经济动机，让大家行动、支持和发展

Vuulr 生态系统。
分配给 Vuulr 奖励计划的资金将用于从公开市场购买 VUU 代币，并将以 VUU 代币的形式分配奖励。
（请参阅“Vuulr 奖励计划”部分）。
以下简要列出 VUU 代币的用途：
1. Vuulr 奖励计划
2. Vuulr 平台上交易的面值和结算（例如：购买/出售内容和赞助）
3. 向 Vuulr 支付交易费用/佣金（例如：由出售方/赞助商付款）
4. 支付订阅费用：
►► 增值服务
►► Vuulr 供应链服务
5. 作为激励货币 - Vuulr 将使用 VUU 代币作为激励货币，激励期望能达成的行为改变。

Vuulr 奖励计划
Vuulr 奖励计划是由 Vuulr 赞助和管理的忠诚计划，旨在奖励和鼓励用户继续使用和支持 Vuulr 平台。

加密货币兑换 TGE 之后挂牌 ERC-20 VUU 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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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Vuulr 奖励计划完全免费且出于自愿。完成简要注册后，所有人25均能参与 Vuulr 奖励计划。参与
者将根据各自贡献的数量和价值赚取奖励积分。奖励积分可通过 Vuulr 奖励计划转化为 VUU 代币，始
终需遵守 Vuulr 奖励计划的条款和条件。
Vuulr 奖励计划有三大关键元素：
1.奖励代币池
奖励代币池将包括 Vuulr 赞助的 VUU 代币，其作为 Vuulr 奖励计划的一部分。奖励代币池中的 VUU
代币将用于奖励和鼓励参与者为促进 Vuulr 成功所作的贡献。
在启动和发展阶段，奖励代币池的资金将来自 Vuulr 留作未来使用的 VUU 代币，其专用于市场营销和
发展。因此，奖励代币池的资金将来自 Vuulr 从公开市场所购买的 VUU 代币。
Vuulr 将拿出大部分利润26用于从公开市场购买 VUU 代币。
因此，每个周期 Vuulr 赞助给奖励代币池的 VUU 代币数量将由该周期利润分配及 VUU 代币在公开市
场的当前价格决定。
Vuulr 希望以季度为周期，将奖励代币池中的 VUU 代币分配给参与者。
奖励代币池旨在打造一个大型活跃社区，其中包括：
►► 活跃的 VUU 代币持有者27
►► 元数据参与者/编辑
►► 内容购买方和出售方
►► 内容赞助商
2.奖励代币池的分配
奖励积分28将用于奖励支持 Vuulr 发展和成功的行为。
以参与者名义注册的奖励积分数量将决定参与者从奖励代币池中分配到的代币数量。奖励积分系统将根
据参与者行为的时间、复杂程度和价值来分配积分。
简单行为也能赚取积分，例如通过投票核实信息并达成一致（例如：汤姆·克鲁斯是否参演了《碟中谍
5》？）。

25

遵守除外条款，例如：未成年人及法律禁止参与的国家/地区。

26

本部分中，单词“利润”意指营业利润减去营运资本、临时费用和预期融资所需的相应资金，以支持 Vuulr 及其相关服务的管理和发展。

27

凭在 Vuulr MetaData Refinery 中的行为而赚取的积分

28

这还有利于生态系统代币流动速度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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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持有 VUU 代币，参与者都将有资格根据其行为所赚取的奖励积分，收到 Vuulr 奖励代币池分
配的代币。

拥有 VUU 代币的参与者将有资格使用奖励加速器，将自己的 VUU 代币驻留在 Vuulr 驻留区域智能合
同中。
3.奖励加速器
奖励加速器是可应用于参与者所赚取奖励积分数量的乘数，从而增加从奖励代币池分配到的代币数量。
驻留区域智能合同需要两个关键数据点供奖励加速器计算使用，以便参与者将各自的代币“驻留”于合
同：
1. 驻留的 VUU 代币数量
2. VUU 代币将驻留的时间
奖励加速器将根据两个因素（即驻留的 VUU 代币数量和 VUU 代币将驻留的时间）来增加代币数量。
驻留将促进 VUU 代币长期持有，还将增强代币经济的稳定性。

vuulr

vuulr

利润

奖励代币池分配

交易

操作

Vuulr 生态
系统内
采取的操作

vuu 代币

分配的代币数量

积分

相乘的积分

X

aX

%

bY

%

Z

%

Y
Z
a

无代币驻留

奖励代币池

奖励加速器
乘法计算器

代币池分配百分比

b
Vuulr 代币
驻留区域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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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奖励加速器乘数矩阵29算例分析：
奖励加速器乘数矩阵算

驻留的 VUU 代币总数量

VUU 代币将驻留的时间段（季度）

例分析

Q1

1.00

1.50

2.00

2.50

3.00

Q2

1.30

1.55

2.30

3.55

5.30

Q3

1.48

1.60

2.48

4.85

9.48

Q4

1.60

1.66

2.60

6.66

17.60

Q5

1.70

1.73

2.70

9.29

33.70

Q6

1.78

1.79

2.78

13.17

65.78

Q7

1.85

1.85

2.85

18.93

129.85

Q8

1.90

1.91

2.90

27.53

257.90

按假想场景（仅作示例，实际数量会有差异），含表格背面：
1. 分配给奖励代币池购买 VUU 代币的利润：1,000,000 美元
2. 交易所的 VUU 代币价格：10.00 美元
3. 有 1,000 名参与者拥有奖励积分，其都有资格获得奖励代币池分配的代币
a. 参与者 A 代表普通贡献者（6 个奖励积分）且已驻留大量 VUU 代币 (10,000) 很长一段时间
（8 季度）
b. 参与者 B 代表重要贡献者（1,421 个奖励积分）但尚未驻留任何 VUU 代币
c.

其他 998 位参与者平均驻留 10 个 VUU 代币一个季度并赚取 50 个奖励积分。

Vuulr 将帮助 Dentsu Sports Asia 在多个层面获得竞争优
势，作为数百个体育品牌的版权所有者和顾问，我们将有独特
优势。               
Kunihito Morimura，Dentsu Sports Asia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29

矩阵旨在说明概念，并不代表将使用的实际矩阵。
公式将用于计算奖励加速器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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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ulr 奖励代币池分配

奖励代币池分配按如下方式计算：

算例分析

待分配的利润 (a)：

美元

1,000,000

代币价格 (b)：

美元

10.00

Vuulr 奖励代币池 (c)：

vuu

100,000

赚取的积分 (d)

驻留的代币

代币驻留时长

矩阵乘数 (e)

参与者 A

7

10,000

8

257.90

参与者 B

1,421

0

0

1.00

其他用户

49,900

9,980

1

1.50

相乘的积分 (f=d*e)

分配百分比（g=f/总数）

奖励代币池分配 (h=g*c)

参与者 A

1,805

2.31%

2,312

参与者 B

1,421

1.82%

1,820

其他用户

74,850

95.87%

95,868

总积分：

78,076

100.00%

100,000

假定购买并注入 Vuulr 奖励代币池的 VUU 代币数量为 100,000。
参与者 A，参与度一般但驻留大量代币很长时间，其获得 2.31% 奖励代币池分配，即 2,312 VUU 代
币。
参与者 B，极为活跃但未驻留任何代币，其获得 1.82% 奖励代币池分配，即 1,820 VUU 代币。
Vuulr 奖励计划旨在为 Vuulr 利益相关方提供强大灵活的经济动机，激励他们不断贡献、支持和发展整
个 Vuulr 生态系统30。

30

这还有利于生态系统代币流动速度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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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生成事件 (TGE) 提案
代币生成事件总体概述
vuu 造币数量

1,000,000,000

发售时的代币价格

以太坊*相当于 0.06 美元

融资硬上限

以太坊相当于 18,500,000 美元

待销售的代币

350,000,000（占总数的 35%）

* 销售前定价
绝不会超过 1,000,000,000 VUU 代币。
Vuulr 会在 VUU 代币公开发售结束后不久，将 VUU 代币挂牌于 Qryptos 交易所。

代币分配
以下为 1,000,000,000 VUU 代币分配计划：

代币分配

分配

可供销售的代币

35%

留作未来使用（请参阅下文）

30%

促进采用平台

10%

创始人与员工

15%

顾问

5%

应急与其他

5%

总计

100%

任何未使用的代币分配将归入“留作未来使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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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代币
分配

15%
35%

可供销售的代币
留作未来使用

10%

促进采用平台
创始人与员工

30%

顾问
应急与其他

可供销售的代币：35% 分配量
35% 的 VUU 造币将用于销售。销售将分为私售和公开发售。
私售
私售至少向每位参与者分配 200,000 美元代币，最多分配 1,500,000 美元代币。如需了解详情，请联
系我们：tge@vuulr.com.
公开发售
Vuulr 将在 Qryptos ICO 市场平台公开发售。请在此了解详情：
https://www.qryptos.com/ico/VUU
分配 215,000,000 VUU 代币用于公开发售。分级31奖金规定如下：
▶▶ 一级：18% VUU 代币发售有“一级”奖金
▶▶ 二级：20% VUU 代币发售有“二级”奖金
▶▶ 三级：22% VUU 代币发售有“三级”奖金
▶▶ 四级：余下代币发售无奖金。
公开发售前，Vuulr 将在 https://www.qryptos.com/ico/VUU 宣布以太坊中的 VUU 代币价格。
以太坊、比特币和 QASH 形式的贡献均接受。

31

分配给单个层级的百分比可能有 +/- 1.5%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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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作未来使用：30% 分配量
▶▶ 为平台进一步开发融资
▶▶ 奖励代币池种子融资
▶▶ 普通业务运营
►► 提供流动性
►► 针对未来员工的 ETOP32 计划
平台采用：10% 分配量
▶▶ 激励货币 - Vuulr 将使用 VUU 代币作为激励货币，激励期望能达成的行为改变，例如：
1. 在平台注册（购买方、出售方、赞助商）
2. 会员推介/用户获取（购买方、出售方、赞助商）
3. 出售方上传内容（例如：首个内容，前 100 个内容、前 1,000 个内容等）
4. 购买方购买内容（例如：首个价值 1,000 美元的内容、首个价值 10,000 美元的内容等）
5. 针对购买方和赞助商的 CRM 促销宣传活动（例如：y 日期前消费 x 美元，赚取 z VUU 代币）
创始人与员工：15% 分配量
►► 创始员工与企业目标保持一致
►► 员工股份兑现：2 年内每季度
顾问：5% 分配量
►► 顾问酬劳：
应急与其他：5% 分配量
►► TGE 推介计划激励
►► 用 VUU 代币融资的其他计划
►► 其他

资金用途
以下为前 24 个月（Vuulr 处于启动和发展阶段）资金使用计划。

32

资金用途

份额

管理、财务和专业服务

14%

产品和工程技术

24%

发布、内容和用户获取

24%

全球办事处

23%

税务、应急、合规及其他

15%

总计

100%

针对未来员工的员工代币计划 (E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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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资金用途
24%

23%

管理、财务和专业服务
产品和工程技术
发布、内容和用户获取

24%

全球办事处
税务、应急、合规及其他

管理、财务和专业服务：14% 份额
►► 管理、财务和行政职员
►► 法务、会计、审计和税务专业服务
►► 人力资源
►► 保险
►► 行业协会会员
产品和工程技术：24% 份额
►► 产品/项目管理
►► 关键架构师/工程师
►► 区块链与 CISP 协议工程技术
►► UI/UX 设计
►► 基础设施
发布、内容和用户获取：24% 份额
►► 市场营销人员
►► 媒体预算
►► 贸易活动
►► 收购计划
全球办事处：23% 份额
►► 全球办事处网络：新加披、洛杉矶、北京、孟买和伦敦
►► 赞助和参加当地活动
►► 大众营销与宣传活动
►► 客户支持与培训
税务、应急、合规及其他：15% 份额
►► 未知费用
►► 杂项费用的积聚
►► 用于纳税及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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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创始人及骨干员工
首席执行官：Ian McKee
(https://www.linkedin.com/in/iandmckee/)
Ian 最早在英国 Sun & Oracle 等科技公司任职，后迁居亚洲，于 1997 年在新加坡经营系统集成平台
业务。
2005 年，他成立社交媒体公司，经多年发展壮大，员工达 100 多位，五大办事处遍布东南亚，成为区
内行业领跑者。
Ian 携手 Vocanic 团队设计和建立了区域内售价企业级社交媒体品牌管理平台 Vsocial，其提供社交客
户关系管理 (CRM)、社交客户支持及社交内容日历管理和发布。
2013 年，他成功将 Vocanic 出售给传播巨擘 WPP，并且依然在管理与 WPP 旗下媒体购买领先品牌
GroupM 整合业务。

首席运营官：Ben Heyhoe Flint
(https://www.linkedin.com/in/benheyhoeflint/)
Ben 仅从事过赞助和品牌内容行业行业。他在欧洲工作了 6 年，后在亚洲工作了 16 年。他先后任职于
Lagardere 从事传统体育营销工作，奥美、宏盟媒体集团从事品牌内容工作、尼尔森从事赞助和内容数
据工作，先从事赞助和内容技术工作。
Ben 离开大企业后，在新加坡收购并创办两家数据/SaaS B2B 公司：ASN（赞助数据和情报平台）
及之后的 Maxplora（ASN 业务范围之外的赞助市场）。他原来还是亚洲福克斯体育和 AXN（索尼影
业）自由播音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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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创始人及骨干员工
首席技术官：Chris Drumgoole
(https://www.linkedin.com/in/chrisdrum/)
过去 15 年，Chris 引领软件开发和潮流，领导亚洲工程团队。Chris 在 Vocanic 与 Ian Mckee 共事期
间，担任产品总监，领导企业级社交媒体管理软件（例如：VSocial、Mission Control 控制面板）的工
程设计和产品开发事务。Chris 总是追寻新一代颠覆性技术，重新携手 Ian 开启 Vuulr 之旅。

营销：Liam McCance
(https://www.linkedin.com/in/liammccance/)
Liam 拥有超过 15 年营销经验，专门从事东南亚初创公司发展。
他作为早期合作伙伴加盟

Vocanic，帮助公司发展成东南亚最大的社交/科技营销公司，建立并主导马

来西亚和泰国办事处的发展。

营销：Belinda Ang
(https://www.linkedin.com/in/belindaang/)
Belinda 原为战略传播经纪公司 thinkBIG Communications 创始人兼董事，在其业务领域具有影响
力，同时也是位数字原住民。她在交叉营销和管理领域有超过 15 年经验，以培训师和演讲人的身份积
极参与本地和中国的数字营销和转型计划。
Belinda 之前在北京电影学院接受电影导演培训，还担任艺人和音乐厂牌管理经理 5 年时间，让她有机
会接触亚洲娱乐产业并建立深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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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创始人及骨干员工
商务部：David Holloway
(https://www.linkedin.com/in/davidaholloway/)
在其 20 年职业生涯中，David 在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和美国工作过，先后在 BMG、AOL、Microsoft
等公司担任法务（公司/商业和知识产权）、销售和业务发展职位。他在初创公司方面也有丰富经验。
David 拥有经济和法律学士学位、MBA 学位及 Master Coach 证书。他在哈佛商学院完成创业课程，
同时也是 Google Squared Online 数字营销课程的毕业生。他还是允许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香港及新
南威尔士州（澳大利亚）执业的律师。

亚太区负责人（北区）：Florian Jungbauer
(https://www.linkedin.com/in/flojungbauer/)
Florian 是位业绩斐然的高管和企业家，在欧洲发达市场和亚洲新兴市场成功创办广告娱乐公司并且盈
利颇丰。
加盟 Vuulr 前，Florian 掌管香港环球音乐集团营销和全球数字合作伙伴管理事务。

平台负责人：Dominic Kok
(https://www.linkedin.com/in/dominic-kok-2b50994/)
作为原 Vocanic 团队成员，Dominic 是位经验丰富的全栈软件架构师，专攻企业级应用程序的设计、
建立和扩展，最有名的要数 VSocial。

32

Copyright © 2018 Vuulr Pte. Ltd.

团队
创始人及骨干员工
技术负责人：Kasun Karunathilake
(https://www.linkedin.com/in/kazunn/)

技术负责人：Malitta Nanayakkara
(https://www.linkedin.com/in/malitta/)

软件工程师：Tanu Sikka
(https://www.linkedin.com/in/tanu-sikka-47085a14/)

软件工程师：Dileepa Balasuriya
(https://www.linkedin.com/in/dileepa-balasuriya-0b1280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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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行业顾问/投资人
Rob Gilby
(https://www.linkedin.com/in/robertgilby/)
Vuulr 职位：投资人兼顾问 - 广播媒体行业专家
主要职位：Walt Disney Company 东南亚董事总经理

Vinod Nair
(https://www.linkedin.com/in/vnair71/)
Vuulr 职位：顾问 – 全球电信顾问兼媒体专家
主要职位：Delta Partners 高级合伙人

Natasha Malhotra
(https://www.linkedin.com/in/natasham/)
Vuulr 职位：顾问 – 广播媒体行业专家
主要职位：Disney 印度和东南亚副总裁；Viacom/MTV 亚洲

Jonathan Wong
(https://www.linkedin.com/in/armchairtheorist/)
Vuulr 职位：顾问 – OTT/广播媒体行业专家
主要职位：Rakuten Viki 产品总监

Ken Mandel
(https://www.linkedin.com/in/kmandel/)
Vuulr 职位：顾问 – 初创企业、媒体和营销
主要职位：Publicis eCommerce 总裁、Jam Ventures 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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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行业顾问/投资人
Andras Kristof
(https://www.linkedin.com/in/andraskristof/)
Vuulr 职位：顾问 – 区块链架构师兼 ICO 顾问
主要职位：Yojee 首席技术官、COSS 和 HelloGold ICO 顾问、Change Bank 数字分销架构师

Kshitij Jhunjhunwala
(https://www.linkedin.com/in/kshitij-jhunjhunwala/)
Vuulr 职位：顾问 – 机器学习和数据科学
主要职位：Synechron Business Consulting；MovieTic（联合创始人兼数据分析负责人）

Iris Wee
(https://www.linkedin.com/in/iris-wee-12a16014/)
Vuulr 职位：顾问 – 广播媒体行业专家
主要职位：MNC Sky Vision Networks 首席商务和内容官；CATCHPlay：StarHub

Alex Khan
(https://www.linkedin.com/in/alexkhan/)
Vuulr 职位：投资人 – 数字媒体行业负责人
主要职位：Oath: Platforms 亚洲媒体总监

Nick Waters
(https://www.linkedin.com/in/nick-waters-8b63664/)
Vuulr 职位：投资人 - 顾问 – 媒体/广告行业负责人
主要职位：电通安吉斯集团亚洲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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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行业顾问/投资人
Richard Bleasdale
(https://www.linkedin.com/in/bleaso/)
Vuulr 职位：投资人 – 媒体/广告行业负责人
主要职位：Observatory International 管理合作伙伴

Phil Townend
(https://www.linkedin.com/in/philtownend/)
Vuulr 职位：投资人 – 顾问 – 视频内容行业负责人
主要职位：Unruly 首席商务官

Chris Riley
(https://www.linkedin.com/in/chrisriley28/)
Vuulr 职位：投资人 – 媒体/广告行业负责人
主要职位：Ogilvy Singapore 集团主席

Kunihito Morimura
(https://www.linkedin.com/in/kunihito-morimura-b2315346/)
Vuulr 职位：投资人 – 体育顾问/娱乐行业负责人
主要职位：Dentsu Sports Asia 总监兼首席执行官

Narelle Hicks
(https://www.linkedin.com/in/narelle-hicks-5778316/)
Vuulr 职位：投资人 - 数字媒体行业负责人
主要职位：日本财产保险日本地区首席数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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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
Vuulr 有机会建立交易量达 10 亿美元 (GMV35) 的平台和生态系统，其应代表小于 1% 可用市场预计总
量，并在 5 年内产生 5,000 万美元纯利润，业务遍及全球关键市场，团队规模达 200-300 人。

伦敦:

欧洲、中东、非洲
北京:

中国

洛杉矶:

美洲(北美和南美)
孟买:

印度
新加坡:

东南亚

vuulr
市场拓展

启动生态系统并发挥网络效应
网络效应是市场和协议取得成功的有力促进因素。
关键成功因素包括：
►► 有价值的功能
►► 辅助功能
►► 行业认可的规范/事实标准
►► 市场营销活动促进下的认知和采用

35

商品交易总值：Vuulr 平台每年完成交易的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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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ulr 真是如同及时雨。内容市场如今还是一盘散沙，单一平
台能让我挑选可用的版权，这对数字内容空间及其他相关方面
都同样重要。            
Mohit Lalvani，Eleven Sports
业务发展和合作伙伴负责人

主要市场循环促进交易并发挥数据网络效应
1. 发布第一阶段将开展攻势凌厉的市场营销活动，配合奖励计划，促进购买富有吸引力的内容大目
录。
2. 富有吸引力的内容大目录及攻势凌厉的市场营销活动（配合奖励计划）将促进购买方购买，从而激
活市场循环。
3. 在营销和奖励计划的支持下，富有吸引力的内容大目录及便捷强大的工具将促进交易。
市场将从出售方目录中挖掘更多价值，促使现有出售方挂牌更多内容，同时促使新出售方在 Vuulr 市场
挂牌内容。
二级市场循环促进交易并发挥数据网络效应
4. 在各自网站建立私有品牌市场的新出售方将促进生态系统获取额外购买方和交易。
供应链及 CISP 循环促进下的数据网络效应
5. CISP 带来始终以完整一致的单一共享全局视图查看行业数据这一益处。数据完成度和质量促进发
挥数据网络效应。CISP 巩固市场和供应链工具，并支持行业认可的数据规范，令网络效应达到预
期。
6. 如果版权所有者和分销商不希望在市场上挂牌内容，则可使用 Vuulr 供应链工具管理内容。生态系
统将通过 CISP 捕捉数据。（通过供应链工具托管的内容将可轻松发布于 Vuulr 市场或私有品牌市
场。）
7. 各大组织可运用 CISP 建立或链接至各自的内部应用程序，以便管理区块链上的数据。
这些促进因素有效发挥数据网络效应，将 CISP 建成行业事实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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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模式
免费使用、无需独占权且在成功后付款；Vuulr 业务模式旨在促进行业快速采纳。
1. 出售方可免费发布内容目录。
2. 购买方可免费实施购买交易。
3. 赞助商可免费提出赞助要约。
4. 交易成功后，Vuulr 将收取低于行业标准的佣金 (5% - 15%)，可由购买方支付
除了免费提供的核心功能，Vuulr 还将以订阅方式提供高级服务和增值服务。

作为亚洲领先的内容制作商，Beach House Pictures 始终
对内容技术的重大进步激动万分。我们想尽快看到 Vuulr 对我
们业务及整个内容分销市场所带来的变化。            
Jim Ribbans，Beach House Pictures
业务发展负责人

高级服务和增值服务
Vuulr 市场
多种高级服务和增值服务将包括：
1. 购买方付费订阅后，将比其他购买方早 24 小时看到新内容
2. 内容促销（例如：赞助的搜索排名、推播式营销）
3. 私有品牌市场允许工作室、制作公司和分销商将市场嵌入仅展示自有内容的网站中
4. 数字资产管理、转码和交付 (DAMTD)
5. 委托付款和付款服务
6. 增强型数据访问和分析服务
Vuulr 供应链
对于尚未在市场提供销售的内容，Vuulr 供应链工具将提供以下功能：
1. 登记和管理唯一内容标识符
2. 以可编程的方式访问内容元数据
3. 管理内容可用性（版权管理）
将以非赢利模式提供 Vuulr 供应链工具及教育培训、咨询和实施支持服务方面的配套服务，以成本回收
水平定价，尽可能让全行业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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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行业术语
内容
电视内容、电影内容、体育内容和及格式。未来可能扩大至电子竞技、虚拟现实和其他新兴的娱乐内
容。
OTT
该术语用于描述通过网络连接（宽带、3G、4G

等）机顶盒设备提供视频内容。如：Netflix、Apple

iTunes、Google Play、Amazon Prime Video、iFlix、Hulu、HBO Now、Spuul、Rakuten Viki
等。
版权类型/展示权类型
授权展示的内容：
►► 免费
►► 付费电视
►► 订阅点播视频 (S-VOD)
►► 广告资助点播视频 (A-VOD)
►► 交易型点播视频 (T-VOD)
►► 交通（例如：飞机、邮轮）
►► 等
可用性
内容在版权类型、地域、时间、独占性等方面的展示权。
版权管理
将内容的展示权和可用性合约状态记录保持最新。
版权所有者
一般指原始制作内容并持有版权的工作室或制作公司。版权所有者可指定分销商代表自己销售展示权。
分销商
有权向希望展示内容的购买方销售展示权的实体。
窗口期
版权所有者正在行使权利或通过特别分发渠道授权一个或多个专有权且在授权下一分发渠道之前的时间
段。例如：影院首个运营窗口期是电影授权正在影院上映且在以 DVD 格式分发之前的时间段。
元数据
描述内容的数据。在 Vuulr 和 MetaData Refinery 背景下，内容导演、制片人、演员表、职员表、梗概
等信息全部用多种语言呈现。播放含电视收视指南的内容时，消费者通常能看到元数据。
品牌内容
营销执行，广告品牌（例如：Pepsi、HSBC）融入内容，通常以与品牌相关的植入式广告或脚本化消
息的形式，实现广告、产品和/或服务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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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vuulr

官方网站 https://www.vuulr.com
发送电子邮件 tge@vuulr.com
www.medium.com/vuulr
t.me/vuulr
www.facebook.com/Vuulr/
www.reddit.com/r/Vuulr/
www.linkedin.com/company/vuulr
twitter.com/Vuulr_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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