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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开始我们的项目 - née'thesocialbet - 赌注的朋友，而不是博彩公司 -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改变在      
线投注的本质。 在线投注时，赌注的原始和固有社会性质将会丧失。 使用在线投注，与用户对立的  
是专业人士：博彩公司。 我们的目标是除去中间人，并提供一个系统，让用户能够正面挑战其他运动 
爱好者，而不受博彩公司的干扰。 

2016年7月，我们将项目重新命名为herosphere.gg（“herosphere”），专注于电子运动预测游戏。 到目 
前为止，超过20万用户在herosphere登记，每天有超过1000个用户流。herosphere为世界各地的电子运
动爱好者提供机会与社区或他们的朋友进行竞争，并且证明他们对于职业电子运动的了解。 

通过热情的团队和heroshpere背后的付款与在线娱乐行业的主要投资者，我们准备通过引入我们的加
密货币：HERO将我们的平台和在线投注社区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HERO的使命强大而简单：建立一个新的信任水平，透明度和安全性，但在网络投注世界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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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herosphe re.gg，我们喜欢游戏。 我们的团队由esport(电子运动)爱好者组成，因此我们为电子运动开

发了一个创新的投注平台。 

如今，体育博彩的声誉并不佳。 信誉不佳的一个原因是欺诈性供应商的存在。 另一个是博彩公司以  
高利润运营，赚取用户的钱。 他们的收入来源是用户的损失。 超过15年以上网络投注制度并没有改  
变，市场缺乏创新。 大量不可信赖的提供商已经降低了人们对当前博彩市场的信任。用户从来没有被 
完全保证能收到他们的奖金。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点， 既是中央集权。集中式系统为用户创造 
了过度的风险，如剥削用户数据，过多法律规定，易受操纵和拒绝提款。那就是blockchain 和 
HEROcoin（'HERO'）发挥作用的地方。 HERO的解决方案是一个分散性的投注系统，将为全球所有 
体育迷带来透明度和可信的投注。HERO的设计为在以太坊块链上分散的ERC20代币，它支持基于点
的总汇系统。不同于现今的在线投注，HERO创造了一个完全透明的网络，允许自己的社区自然扩

充。单身用户可以成为供应商，并为HERO付出努力而获得回报。除此之外，所有的HERO持有人都
将收到所有游戏的回报，这是一个双赢局面。HERO的智能合约不仅能够实现分散式投注，还可以在
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管理整个比赛。与HERO，不再需要博彩公司了。 

HERO实施的第一个用例将是herosphere，但是HERO远远超出了我们自己的平台。 它的设计使任何现 
有的提供商都可以实施HERO，新兴供应商可以在HERO网络和社区上构建他们的系统。这个系统为

社区中的每个人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并有助于发展网络，而且由于供应有限，HERO的价值也可以自然

地增加。投注之所以在整个社会持续了几百年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乐趣！ 我们用HERO把它提升 
到一个新的水平。 

 

 

 

 

 

 

 

首次代币发售 

高达6亿个基于以太坊的“HERO”代币 

根据奥地利法律，有限责任公司byte heroes GmbH在奥地利维也纳的Siebenbrunnengasse 17/7号注册了   
座位，计划于9月14日（首次代币发售）有限报价期间提供交换多达6亿个新的基于以太坊的代币（名
为“HERO”）。 60000,000HERO将在首次代币发售以1400万美元出售。 HERO不是证券，也不附带任  
何与证券相关的版权。 HERO是基于以太坊平台的代币，用于在线投注和游戏，奖励参与多个在线投 
注和游戏平台上玩耍的硬币持有人。 

本白皮书概述了HERO的部分方面及其预期用途。本白皮书和本文所述资料不具法律约束。 首次代币 
发售仅提供于单独文件的基础，该文件将在稍后的时间点与本白皮书一起发布。 本白皮书不构成 
HERO的议案，也不构成为HERO交换任何数量的Ether的邀约。 

开发者打算将HERO列入多个虚拟货币交易所。由于本文所述的HERO的属性和机制，开发者还旨在
使HERO的市场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但是，开发商不能保证市场价值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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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决定以投资形式参与首次代币发售，开发人员会特别提醒您，对HERO的投资风险很高。 有关 
相关风险的描述，请参阅硬币要约文件中的“风险因素”一章。 

 

前瞻性陈述 

本白皮书包含一些前瞻性陈述。 前瞻性陈述是与历史事实和事件无关的陈述。 前瞻性陈述基于对未  
来结果的分析或预测，以及尚未确定或可预见的金额估计。 这些前瞻性陈述是通过使用“预期”，“相 
信”，“可能”，“估计”，“期望”，“意图”，“计划”，“预测”，“项目”，”将“ 等术语和短语和其他类似的 
术语，包括参考和假设。 

这尤其适用于本白皮书中的陈述，其中载有关于HERO未来发展情况的信息，关于HERO是否被市场

接纳或其价值增长的计划和期望。 前瞻性陈述是基于当前的开发人员根据现有知识做出的估计和假 
设。 

这些前瞻性陈述存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实际发展与这些前瞻性陈述中的
预期或假设或假设或描述不同。 因此，强烈建议任何有兴趣参与首次代币发售的人士，请参阅硬币要
约文件“风险因素”一章。 本章将详细介绍可能对herosphere和HERO带来负面影响的因素。 鉴于这些
风险，不确定性和假设，本白皮书中描述的未来事件可能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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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1 基本信息 

byteheroes有限公司（“开发商”）是根据奥地利法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维也纳商业法院注册号为FN 
453848 z。 开发商在奥地利维也纳维也纳的Siebenbrunnengasse 17/7号公司设有公司。 开发人员已经    
开发了HERO网络和HERO，如本白皮书中所述。 

1.2 企业结构 

截至本白皮书当天，Paul Polterauer先生和Philip Peinsold先生担任董事总经理（Geschäftsführer），具

有代表开发人员的法定权力 

1.3 联系方式  

如果您对此首次代币发售，HERO网络或HERO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电子邮件（info@herocoin.io）
联系开发人员。 

  

8/34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lS1WmXVhbgDmwRVfERIS-Zm-gBPUOBxr_b6lXVfVzM/edit#heading=h.gjdgxs


  

业务领域和趋势  

以下是可能影响HERO网络和HERO的业务领域和趋势的总结。此总结基于互联网上公开的信
息。 

1.4 基本信息 

开发商的主要业务领域是电子运动。特别的是，开发者已经创建并运行了社交投注平台
herosphere.gg。 电子竞技是一个相对年轻的行业。 在几年前，电子竞技大多是视频游戏玩家  
的社区，他们会聚集在大会上玩“反恐精英”，“DOTA 2”或“联盟传奇”等竞争激烈的多人电脑 
游戏。 Deloitte Global预计2016年全球收入将达5亿美元，比2015年的4亿美元增长25％。 

大型媒体，如ESPN和特纳正直播竞赛和比赛。回到2014年，亚马逊已经收购了Twitch，在线

游戏广播领先的直播视频平台。 Goldman Sachs估计电子竞技在2016年的价格为5亿美元，预计  
市场将在未来三年每年以22％的速度增长，有机会达到超过10亿美元。 

工业统计数据支持这一估值，并展示其巨额收益的潜力，例如当时瑞典媒体公司“现代时报”集
团收购了8700万美元的Turtle Entertainment公司，也就是ESL Gaming的控股公司。 YouTube通   
过与Faceit签署了一项为期多年的直播协议，大量投入后者的竞赛冠军系列。此外，NBA已经

在2018年发布了自己的赛事联盟。 

 

1.5 电子运动  

1.5.1 观众 

电子运动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 2016年，有超过2.55亿人观看电子运动。预计未来几年，电  
子运动爱好者数量将以年复合增长率增长10％以上。在2014年，电子运动爱好者的数量与冰上 
曲棍球达到同一水平，到2018年，预计电子运动将超过美式足球。 

 

 

资料来源：Newzoo 2016全球运动市场报告。 （同比=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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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全球收入 

在2016年，全球电子运动市场的收入超过4.6亿美元，预计到2019年，Newzoo将增长到11亿美
元。这一点比Goldmann Sachs上面成述的数字更为乐观。 仅北美地区就占有38％的市场份额，  
因为北美继续在这个行业中迅速性的投资。预计收入将超过40％的年复合增长率。 Newzoo的 
市场定义包括以下5个类别（不包括投注和空想）： 

 

– 媒体权利 

– 商品和门票 

– 在线广告 

– 品牌合伙关系 

– 其他游戏发行商的投资 

 

 
资料来源：Newzoo 2016全球运动市场报告。 

如果包括投注和空想，2015年的投资市场总额将超过7亿美元，预计到2018年将增长到超过19
亿美元。 

 

1.5.3 电子运动与传统运动 

电子运动和传统运动之间的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随着运动经济的成熟，它吸引了更 
多的广告客户，直接从消费者那里增加了商品和票务收入，预计每个爱好者的平均年收入将继

续上升到传统运动的水平。 预计2016年的每股收益为3.50美元。 这比篮球还要低五倍（每年  
15.00美元），但高于2014年的2.20美元。以保守的情况来说，每个电子运动迷的年平均收入估
计将于2019年上涨至6.00美元至11.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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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ewzoo 2016全球运动市场报告。 

1.6 体育博彩 

在线投注是一个大型，快速增长和细分的市场。 新技术的发展和进化对全球经济各部门的运 
作和互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这方面，对博彩行业并没有什么影响，基于新技术的增长， 
开放新产品平台和获得更广泛的消费群体。 电脑和移动设备上的在线赌博被视为市场的增长 
动力。 在未来十二个月，流动赌场，实时投注和手机投注预计在博彩总收入（赌注较少）方 
面具有最大的增长潜力，并且预计未来几年将具有很大的潜力。 

全球在线投注是一个庞大的市场，通过受监管市场下调估计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数字，有些估计

显示，这个数量是不受管制的市场的十倍。 像bwin或William Hill这样的公司每年的收入超过  
10亿美元。 预计现金赌博（例如，投注比赛）将从6亿美元（2016年总现金赌场）下降到2020 
年的110亿美元，在四年内增长了二十倍。 

 

1.7 电子运动赌博 

如上所述，预计在未来三年内，电子运动的现金赌博将以二十的因子增长。开发商的另一个重
要市场就是所谓的“表皮赌博”**，玩家将游戏项目用作流通。根据所参考的报告，表皮赌博估
计价值超过60亿美元。表皮赌博市场分布在少数主导产品中。体育博彩风格的投注（投注比
赛）是最大的垂直投注。第二大最受欢迎的是奖金风格的游戏，基本上是彩票，玩家根据其存
放表皮的价值接收奖券。轮盘游戏，硬币翻转游戏和二十一点游戏的简单形式占剩余营业额的
大部分。在市场参与者方面，表皮赌博行业在一年中迅速从少数几百个网站迅速增长。绝大多
数网站是以基本的累积奖励产品主题的变化版本。这些网站的受欢迎程度大大增加，但大多数
的网站似乎没有任何保护消费者的保障措施。去年，面对游戏开发商和执法部门的压力，一些
表皮赌博场所被迫关闭或改变商业模式。 

*“表皮”指在游戏中的物品（如玩家角色和/或物品）上显示的不同颜色和形状，尤其是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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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未来的机会 

自2014年项目启动以来，开发者追求的目标是改变在线投注的本质。 当涉及到在线投注时， 
赌注的本来固有的社交角色就会丢失。 在线上投注供应商，运动爱好者必须挑战博彩公司， 
这是一个平凡的人于专业人士之间投注。 开发人员的目标是提供一个系统，使玩家能够挑战 
其他同一级别的运动爱好者。 

通过块链科技，开发人员有机会除去中间人，提供一个没有赔率和博彩公司的系统。开发商致 
力于在博彩行业创造一个新等级的安全与信任。HERO网络将使人们能够以完全的透明度，信
任和安全的方式与他人竞争。 

HERO网络可用于任何种类的游戏，投注，或扑克系统。HERO被用作HERO网络的虚拟货币。 
HERO的第一个用例将是开发人员的平台herosphere.gg，它专注于电子运动。 全球市场竞争日 
益激烈，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7％。 预计在未来三年，赌场的现金赌博将增长二十倍。 开发者  
预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超过500万人将在herosphere.gg平台上使用HERO 。此外，开发商 
将努力在更多的在线博彩平台上建立HERO，以便能在全球范围内创办公平，透明和可信赖的
游戏。 

无可信赖的系统是一种机制的组合，允许两个或多个方面与另一方进行互动和履行合同，而不
必信任任何反对方。这允许各方之间的私人和商业交易，而不必担心货币或产品损失，无需信 
任对方。在块链上，这是使用所谓的“智能合约”来完成的，这些程序是对每一方必须履行的条
件的描述，以便收到交易的一部分。投注一个无可信赖的系统可以解决当前博彩供应商的所有 
问题：摆脱可能影响结果的中间人和其他参与人，只依靠你自己的双重检查和校对。不需要信 
任任何人，因为块链将代你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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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系统和HERO币 

1.9 HERO的用途 

HERO是与HERO网络结合使用的加密货币。 HERO网络是一个分散式的汇总系统，可以在自 
定义的游戏圈中预测未来的事件。与现今的投注系统不同，开发人员创建了一个完全透明的系 
统，允许自己的社区自然扩充，在HERO网络之上创建游戏（比赛）。 这种新的分散模式给社 
区提供了一部分权力，让用户参与HERO的成功。在设计HERO网络时，开发人员一直在努力
解决以下投注市场目前面临的问题：  

1.9.1 （当前投注系统） 

不公平的条件 - “庄家”总是胜利 

在线体育和电子运动投注是一个快速增长和高度细分的市场。目前，有很多演员在报价上略有 
不同。 大多数知名投注网站只提供固定赔率。 在过程中，投注提供商或投注公司收取高利润  
，玩家失去了他们的钱。该系统基于博彩公司的商业模式，只有在用户输的情况下公司才得到 
收入。 

透明度和信任问题 

开发商认为，今天的博彩系统既不透明化也不值得信任。没有人可以准确地追踪系统中投入多 
少钱，或者创造多少赔率。 此外，即使你技术上赢了一个赌注，没有人能被完全保证得到支 
付。有市场上的诈骗网站以下降支出而闻名，甚至有知名的投注机构禁止专业玩家。 

失去社会性质 

从投注本身历史上能看到一个非常社会化的性质，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在网络

博彩的时代失去了这样的性质。玩家仅针对公司和匿名博彩公司投注，而不是与他们的朋友和
同事打赌。 博彩公司提供不公平的赔率，让用户感到钱被盗走。 

易操作性 

在线投注由于能轻易被操纵而经常涉及丑闻。其中一个原因绝对是现今赌博提供商的集中性特 
征。 集中性系统是由内部和外部攻击的完美目标。 

1.9.2 解决方案（HERO网络） 

受到上述观察的启发，开发人员创建了一个系统，有机会解决一些最紧迫的问题。  

如果社区成为中间人怎么办？ 

 

这是块链技术发挥用处的地方。HERO网络允许双反方对游戏结果进行预测，不需要中间人，
如簿记员或博彩提供者。该系统依赖于创新的汇总系统，使玩家可以直接挑战他们的朋友或社 
区，而不是使用博彩公司的服务。其目标是革新单调的投注市场，并带回失去的社会化思想的
投注。 

以太坊块链允许创建在块链中自主运行业务逻辑的智能合约。这些智能合约可以安全可靠地处 
理所创建的游戏以及其背后的交易结构。 为参加比赛，玩家必须支付买入。 付款将通过以太  
坊块链的智能合约自动处理。 HERO是这些游戏的货币。 所有HERO硬币交易以及所有创建的游  
戏都是可公开验证的，可见的，可以抵制的，不受机构处理风险的影响。 

此外，分散模式降低了交易和运营成本，使HERO网络不仅在安全和透明度方面优于集中竞争
对手，而且使开发人员和其他在线博彩提供商的运营成本比传统博彩提供商通常所看到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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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HERO和回撤系统  

HERO的设计为在以太坊块链上分散的ERC20代币，允许基于点的汇总系统的交换和内部互换，
以打赌未来的事件，如主要电子运动赛事或公共活动。这些事件以预测游戏的形式显示，并在 
没有中间人的干扰下举行。 HERO将被用作参与这些活动的奖励和激励代币。 

所有硬币持有人将为持有HERO的一般硬编码到智能合约的机制被奖励。最低奖励是所有玩过

的HERO数量的百分之一。 

任何希望作为提供者的人都可以在HERO网络上创建一个新的比赛。创建比赛是一种允许投注
电子运动或其他事件的结果的功能。供应商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比赛来增强HERO网络，并且
可以设定自己的奖励的定制百分比。这种“提供者奖励”用来鼓励社区个体成为提供者，并为创

造比赛作出报偿。提供者本身也可以通过回馈与HERO的不同的行动来为他的社区提供奖励。 

 

             我们的愿景 

引入HERO网络和HERO，开发者的目标是破坏网络投注行业，就像我们现今所知道的那样。 开 
发商旨在塑造一个无可指责和透明的投注经济的未来，使其能够恢复当今投注系统所失去的社
会动态和信任。 HERO网络将首先在开发人员自己的电子运动平台herosphere.gg上实施和测试 
，其中HERO将公开于现有的用户数量超过20万的活跃玩家。从那为起点，开发人员旨在迅速
扩大HERO网络，并将其与其他在线投注提供商和私人游戏创作者结合。 最终目标是向所有人 
开放创建在分散式HERO网络上运行和执行自定义预测游戏的可能性。 

上述回归系统为现有和新兴社区开辟了新的机会。 例如，Twitch streamer将能够激励他或她的  
现有观众进行自行定制的私人比赛，并通过HERO网络本身创建比赛获得奖励。因此，HERO网
络不仅为每个人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帮助壮大网络发展，而且网络扩张也因为其有限的供应

而增加了每个HERO的价值。 

HERO的经济选择让社区和HERO网络受益，在公开市场上创造一个自然的需求，从而实现健康
的价值增长。 HERO旨在在公开市场上自由交易和购买。 HERO的价值将由市场变动汇率决定。   
未来，硬币持有人可以随时通过虚拟货币兑换交易来清算其持有量。 

1.11 技术说明  

本白皮书的以下部分概述了HERO网络和HERO工作方式。 

. 

1.11.1 比赛系统 

首先是HERO网络相关单位的概述。 这是单位如何共同工作的简化视图。下面的定义中描述了 
这些单位。 之后，您将看到可能性流程的详细视化图与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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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界面”：比赛界面充当比赛实施方案的模式。 它可以与编程语言中的抽象类进行比较。 它实现

了所有比赛实施方案必须包括的常见比赛属性和界面。 
 
“比赛实施方案”：比赛实施方案是比赛界面的具体实施。 它体现了玩家参与的实际比赛（游戏）。 
比赛实施必须实行比赛界面的所有功能。 当提供者创建比赛时，它被部署在块链上。 因此，它在未

来是可变的和可扩展的。它负责以最简单的形式购买和支付。 未来的实施可能会自主决定获胜者和支

付者是否值得信任和分散化。 
 
“提供者”：提供者提供玩家可以下注或预测的平台。 提供者在块上创建（部署）比赛实施方案，并能

够管理它们。 
 
“参赛者”：参赛者是提供商平台的用户。 他参与了提供商所提供的比赛。 
 
“成交量”：成交量是所有买入的总和。 它在比赛期间存储在比赛实施方案中。 比赛结束后，它将被发

放给玩家和硬币持有人。 

1.11.2  流程 

下图显示了比赛，提供商和玩家将如何使用HERO的流程。 下面将详细描述每个处理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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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的创作 

提供者可以创建新的比赛。 为了做到这一点，提供商部署了一个新的比赛实施方案。 比赛是比赛界

面的实现。 比赛界面定义每个比赛实例必须有至少1.00％的奖励（“一般奖励”）。 比赛实例是可替换

的。 这意味着可以在未来添加具有新功能的新的比赛实施。 这样，开发人员的长期目标就可以一步

一步地达成，而不需要分岔。 未来，开发人员将提供适合不同供应商需求的竞赛实施模板。 因此，

HERO硬币能得到越来越多的用例和应用领域。在比赛设置期间，提供者必须指定所使用的比赛实施

所需的数据。 第一次比赛实施方案将相当简单，只需要以下数据： 

– 提供商的电子钱包ID 

– 提供者的买入回调地址; 

– 提供者奖励（Pot的百分比）; 

– 一般奖励（Pot的百分比，至少1.00％）。 

通过这组数据，比赛可以处理所有玩家的买入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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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加盟 

如果玩家想加入比赛，他或她会在提供者处买入。 提供者从玩家钱包上进行交易。从玩家的钱包转移

到比赛实例的买入，现在是积分的一部分。 买入交易成功后，比赛将召唤提供商的买入回调地址。 
因此，提供商可以保证HERO现在处于比赛的智能合约中，而且玩家已经支付了买入。 最后，比赛智

能合约知道有多少HERO目前在Pot和有多少和哪些玩家（从买入钱包的身份）参加比赛 

 

Contest Finish and Pay-Out比赛的完成与支付 

在提供者知道比赛的所有投注结果后，比赛结束。 提供商现在可以与比赛智能合约进行互动，以完成

过程。 之后，智能合约将积分分为三个不同的分支： 

(a) “提供者奖励”：提供者奖励被定义为积分的百分比。 由与比赛智能合约互动的提供商 
设定。 它应该被视为对提供商的努力的奖励，类似于比特币的采掘。 比赛结束后，提  
供者奖励将转移到提供者的钱包地址，这也是比赛设置所提供的。 

 

提供者奖励=Pot/100×自定义提供商奖励百分比

 

(b) “一般奖励”：一般奖励是所有硬币持有人的奖金。 每场比赛必须支付至少1.00％的成 
交量给所有硬币持有人作为一般奖励。 这是由比赛界面保证的。 因此，最低普通奖励  
为1.00，但在比赛设置期间，可以由提供者设置为较高的价值。 提供者可以使用更高 
的一般奖励来激励社区参与他的比赛。 比赛智能合约计算每个硬币持有人应获得的总 
奖金是多少。这不是一个平等的分配。它由硬币持有人拥有的HERO的金额加权，类似  
于普通股市的回报。一般奖励将在比赛结束后立即分发。 

. 

一般股息=一般股息成交量/HERO总额供应

                                                  普通股（每个硬币持有人）=一般奖励×HERO硬币

(c) “奖金”：成交量的剩余部分是奖金。 他们被分发给比赛的获胜者。 在第一次简单的比  
赛实施方案中，提供者告诉比赛智能合约，哪个钱包地址应该收到大量的HERO。 比赛 
智能合同检查奖金的总和是否等于奖金成交量。 此外，它阻止了对比赛所不知道的钱 
包地址的支付。 这意味着只有进行买入的钱包地址才是有效的付款钱包。 为了让获奖  
者透明化，未来的目标是创造更复杂的竞赛实施方案，这也是处理优胜者的计算，并
增加结果的可信度。 

1.11.3 比赛合同模板 

            开发商旨在为整个在线博彩市场带来更多的透明度，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开发者知道

在提供商之间处理的竞赛非常不同。 然而，开发人员仍然希望能提供可以由众多现有和未来

的供应商以及未来的社区项目使用的智能合约。 因此，开发人员开发了上述架构。 比赛智能

合约是比赛界面的实现。 这意味着比赛界面将与开始时就部署在块链上。此竞赛界面无法轻

易改变。 它将全部比赛的所有属性和行为结合在一起。 实施竞赛界面的所有竞赛智能合约实

例将继承这些属性和行为。 一般奖励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所有比赛应支付至少1.00％成交量

的一般奖励。 这可以通过将此一般奖励特性包装到比赛界面来实现。 这样，所有比赛的智能

合约都必须支付一般奖励。 
 
            这种架构的另一个优点是，开发人员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进一步开发比赛智能合约，并与更复

杂的合约进行交换。 开发人员将通过实施大量的竞赛智能合约模板并将其提供给现有和潜在

的供应商来实现。比赛智能合约将变得更加复杂，并能处理比赛的更多属性和变化。 比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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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根据预测或投注自动计算结果和支出，而不需要任何集中式系统。 因此，从买入和投

注直到支付奖金的整个过程将是无信任和分散性的。 
 
 开发人员将从第一个称为“简单比赛合约”的模板开始。 它将处理提供者奖励，一般奖励和奖金

的买入，分段和支付。 虽然相当简单，但它已经解决了非透明化的买入和支付问题。 下一个

目标是制定比赛模板，自己决定有多少HERO会被玩家收到。 因此，开发人员 - 除了简单比

赛合同外，还将在不久的将来提供三种不同类型（模板）的比赛： 
 

(a) 百分比比赛：最简单的百分比比赛是“双出”或“50/50”比赛。 这意味着排名最佳百分之 
五十的将翻倍，而较差的百分之五十的会输。在这之间有提供者奖励。这意味着，例
如，如果提供商奖励设置为10％，那么不是最好的50％得到双倍，而是最好的45％。 
较差的55％将提供资金给获奖者和提供者。通过将相关设置实现为可变数，此模板可
用于所有不同的百分比组合，如“三重输出”，“30/70”或“10/90”的“最高10％”等等。 

(b) 固定获奖者比赛：这种类型的比赛是另一种实施比赛的方法。它有固定数量的获奖者
，而不是一个百分比。 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实施是“胜利者得到一切”比赛，只有最好 
的才能胜利。该模板将通过实施获奖者的数量作为变数来处理“固定获奖者大赛”的所
有可能性。 因此，通过使用此模板，可以进行诸如“十大胜利”或“前50名胜利”等比 
赛。 

(c) 私人竞赛：一些供应商（如开发商本身）将提供私人比赛。 这意味着玩家可以根据提 
供者提供的事件创建自己的比赛。 私人竞赛可能具有不同于对整个社区开放的竞赛的 
经济。 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提供者想要奖励用HERO创建私人比赛的玩家。 

 

1.11.4  个人玩家奖励 

此外，该实施方案允许在汇集式游戏中的多个单独的激励模式。将包含在平台herosphere.gg中的一个
例子是与游戏相关的奖励。 除了一般的回击系统（旨在奖励所有硬币持有人）之外，游戏相关奖励旨 
在激励玩家的特定平台。因此，在每个平台都可能会有所不同。 一般的目标是根据玩家的HERO的数 
量来奖励他们，所以只有参加游戏的玩家才会收到HERO，而别人不会。 这种奖励不仅支付给那个特 
定游戏的玩家，而且还支持该平台上的所有玩家，具体取决于他们在这个平台上的用量。这是用来鼓
励保持硬币持有人免受囤积，因为它奖励他们在市场上实际使用他们的HERO。 Herosphere.gg根据他 
或她在该月份在平台上玩过的HERO的数量，为玩家提供了回撤。 

 

 

1.12 首次代币发售 流程 - 技术观点 

 

以下概述的过程概述了人群销售如何以技术角度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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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合同 

首先，合约所有者（开发者）必须创建人群销售合同（C1）和ERC20合同（C2）。 人群销售合同用

于收集和授权用户地址，收集ETH支付和计算首次代币发售结束时的HERO硬币余额。 如果最低金额

未提高，则合约可以退还给所有用户。 如果最高金额上调，合同可以停止收取资金。 如果由于任何

原因，合同所有者决定停止人群销售活动，合同可以被退还。 人群销售合同只在特定时期内生效。 

 

首次代币发售注册 

根据法律要求，潜在投资者必须在投资前注册并接受HERO硬币首次代币发售的条款。 此注册需要一

个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用户想要投资首次代币发售的钱包身份证明。 注册成功后，所提供的钱包身

份证明将被列入人群销售，而用户有权投资。 

分发代币 

首次代币发售完成后，ERC20合约以HERO硬币余额初始化，并通过人群销售分发。 现在，参加首

次代币发售的用户可以使用所有参与者的HERO硬币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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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代币发售 

6亿HERO将在首次代币发售上出售。 目标是筹集1400万美元，相当于目前利率的42,000欧元，人民币

价格为0.024美元。 汇率：1 ETH = 14,000 HERO - 这可能会随着ETH汇率的变化而改变。 众议会将于

2017年9月14日开始。其中一些数字可能会随着ETH / USD汇率和波动性而变化，但这些数字是在2017
年8月28日之前是最好的估计。最终数字和固定的ETH量将在人群销售开始前公布 。 

交易过程详情将在硬币报价文件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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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的用途和所得款项  

1.13 以太坊所得款项 

40％的HERO发展 
30％销售和营销 
12％第三方（PR，工程，营销，联盟计划...） 
10％行政（法律，安全，会计） 
8％应急费用（意外费用） 
 

截至本白皮书之日，从初始投标报价中参与者获得的Ether准确数量（“总交易金额”）不确定，
并取决于（i）开发商设定的ETH硬币值，（ii） HERO交换金额。 开发商打算使用总交换金额的  
40％来进一步开发HERO网络，特别是开发额外的比赛智能合约; 总交换金额的30％用于营销和 
销售措施; 总交换金额的12％将用于支付第三方，例如公共关系事务，工程，营销和联属计划;  
总交换金额的10％将用于行政费用，如法律费用和会计，8％用于意外费用。 但是，开发人员 
没有法律义务使用如上所述的收益。 

 

 
资料来源：开发者 

 

 

1.14 HERO的总供应量 

总代币：20亿 
30％代币销售 
15％团队汇总 
20％发展（员工拓展，未来发展） 
20％营销与合作伙伴关系 
8％进口和第三方执行基金 
7％公司冷库和投注储备 - （流动性与备用） 

开发商将创建总共20亿英镑的HERO。 开发商打算在此首次代币发售中交换6亿英镑（占总硬币 
金额的30％）。 其余14亿英镑（占总硬币金额的70％）将用于其他的目的。 开发商明确保留  
交换其他虚拟货币的14亿英镑的剩余部分的权利，或以任何可销售价格在稍后的时间点以欧元
或任何其他法定货币出售。然而，开发者承诺在市场上遵守HERO的使用，交换或销售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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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尤其是开发者将承诺仅交换或出售这样数量的HERO以便不会对HERO的市场价值产生明
显的影响。 

首次代币发售后，创始团队将根据特别的持有条件收取15％的HERO分配。 这些将能确保对

HERO创始团队的长期激励。 此外，8％将分配给第三方生态系统基金，以扩大HERO网络，并
为网络带来额外的提供商。 这个基金的一部分将用于开发商计划举办锦标赛和赞助商团队的
品牌知名度。开发商将所有HERO的7％作为公司基金和投注准备金。 这些代币中的一部分可能
永远不会被发出，但是必须作为有需要时的备份。 在任何方式下，HERO将直接与其持有人进

行接触，以便在任何被保留的代币在进入市场之前寻求其指导。 在首次代币发售结束时，代
币的创建将永久被关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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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路线图 

Q3 / 14开始我们的项目 

Q3 / 16 HERO加密货币诞生了 

Q4 / 17 首次代币发售的开始 

Q4 / 17关闭Beta - 在我们自己的平台上实施HERO 

Q2 / 18正式发布 

Q2 / 18打开其他投注提供商的api 

Q3 / 18发布各种比赛模板 

Q4 / 18完全整合分散式游戏 

加密货币有很多计划，我们将专注于扩大Hero提供的竞赛模板和api的未来供应商，使HERO的实施尽
可能的简单。 在2018年，我们还将主办Hackathon，以在HERO之上建立项目。 

使用HERO的第一个提供商将是我们自己的电子运动平台herosphere。 除了上述里程碑外，2011年第

二季度发布实况预测游戏，以及在2018年第三季度为社区举办私人竞赛的Twitch整合计划。我们还计

划扩大到中国，并于2018年末期举办邀请赛事比赛 以及与世界各地的电子运动社区紧密合作。 

 

 

队伍 

 

 

 

Paul Polterauer, 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在他创建了拥有超过200千用户的用户群的HERO之前，Paul曾在普华永
道企业融资咨询，并购和交易工作。 在普华永道，他目前在奥地利最大
的交易之一工作，并执行项目如欧洲央行银行的资产质量审查项目。 他
在奥地利，香港和夏威夷学习工商管理。是一名对足球，网球和Star 
Craft II充满热诚的玩家。 
 
 
https://www.linkedin.com/in/paul-polterauer-4933a1a0/ 

 

23/34 



  

   

Philip Peinsold, 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 
 
菲利普是HERO创始人之一，担任首席技术官，负责创业的技术性背
景。 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过电子卫生领域的软件开发人员和项目经理。 
他在奥地利应用科学大学学习电子保健。 他是半职业的排球运动员和
Dota的早期采用者。 
 
https://www.linkedin.com/in/philippeinsold/ 

 

 

 

Bernhard Blaha,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 
 
以前创立了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目前还在运营，他知道初创公司如何
工作。 他将经济专业知识和技术知识带入了公司。 伯恩哈德研究了流
动计算，之后是执行管理。 
他还声称向队伍介绍了每日乒乓球挑战，但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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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 Petersson, 块链主要开发人员 

Andreas在企业软件开发方面有一定的背景，自2011年以来一直活跃于

比特币行业，在那里他共同创立了比特币奥地利。 在2012年至2015年 
期间，他曾在Mycelium工作，在那里开发了成功获得25万人的资金的
Mycelium Wallet。 然后，他创立了Minebox，这是一家通过智能合约实  
现分散存储的公司。 他也建议了Bitpanda，一个以安全而受欢迎的 
Bitcoin中间商 

 
https://www.linkedin.com/in/andreas-petersson- 202293b5/ 
 
https://github.com/apetersson 
 
 
 
 
Jerome Rousselot,智能合约开发人员 
 
杰罗姆·鲁塞洛（Jerome Rousselot）是具有多年块链系统，密码学和嵌
入式系统经验的技术执行者。 他是产品经理和Mycelium首席收入官，与
块链连接器组织培训，并成立或共同创立了Nodali，Jita和目的证明。 
杰罗姆生于伦敦，获得瑞士EPFL理论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他喜欢跑步
，瑜伽和旅行。 
 
https://github.com/jeromerousse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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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es Mahler, 营销主管 
乔先前在40多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社区，有超过20,000人加入了在
Comfort Zone上的在线课程。他是马哈勒ARTHA的营销顾问和首席执行官。   
喜欢一切营销的相关方面，他在电子邮件，加盟，社交媒体营销，SEO，文
案和品牌方面都有经验。 
 

 

 

Vladan Vasic, 高级主管开发人员 
 
以创业方式生活，自2001年起，Vladan与其在线多人游戏社区成立了众多
公司，每月有超过一百万的活跃用户，最新的是Snixx-Web和Marketing 
Agency以及KidCo创新服装公司。 他是一位充满热情的全套网络开发人员，
拥有超过14年的开发，营销和SEO经验。 
https://www.linkedin.com/in/vladan-vasic-534579147/ 

 

26/34 



  

1.15  投资者 

 
Michael Altrichter 
 
 

 
企业投资者和Paysafecard and Payolution联合创始人 

 
https://www.linkedin.com/in/michael-altrichter-348703/ 

 
 

    
Hubertus Thonhauser 
 
 
 
 

企业家和投资者。Babil Games联合创始人与 奥地利赌场前任首席执行官
 

https://www.linkedin.com/in/hubertus-thonhauser-b6a43127/ 
 

 
 
 
Michael Eisler 
 

 
 

迈克尔·艾斯勒（Michael Eisler）是奥地利最活跃的商业投资者网络创业

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他成功地出售了他的公司DIG AG，并在洛杉矶和
旧金山工作了几年，在他的创业公司wap.at以及Roman Scharf的
Talenthouse工作。 
https://www.linkedin.com/in/michaeleisler/ 

 
 
 
 
 
 
Gerald A. Hollaus 
 

 
 

商业投资者，连续企业家，维也纳维克恩/克雷姆/ Wr的讲师。 OMV前
绩效经理，JWC董事. 
https://www.linkedin.com/in/gerald-a-hollaus-0914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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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hard Lehner 
 

 
 
 

Bernhard Lehner是企业投资者网络启动300的联合创始人。 他是过去10年
的连续企业家和（共同）创业企业10多家公司。 他是runtastic商业投资

者。 
https://www.linkedin.com/in/belehner/ 
 

 
 
 
 
 
 
Alexander Kuchar 

 
 

私人投资者，奥地利电信集团采购总监，以及奥地利电信公司保费补贴

前首席技术官。 
 
https://www.linkedin.com/in/alexander-kuchar-0a0048b2/ 
 

 
 
 
 
 
 
Rainer Reich 
 

 
企业投资者和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前任高级合伙人 

 
https://www.linkedin.com/in/rainer-reich-7118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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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es Siller 
 
 
 

企业投资者和Ebit创始人 
http://www.mapcon.at/#uebermich 

 
 
 
 
 
 
 
 
 
 
 
Roland Tauchner 

 
 
               BaseTech风险投资主席&DIMOCO欧洲部成员 

 
https://www.linkedin.com/in/rolandtauch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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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顾问 

 
 
Günther Doppler 

 
 

管理咨询与Kalixa Payment and bwin前任首席财务官 
https://www.linkedin.com/in/guenther-doppler-4a50055b/ 

 
 

 
 
 
 
Christian Dressler 
 

 

            bitTex联合创始人，曾为瑞士块链服务工作。 

                 https://www.linkedin.com/in/christian-dressler-08553b96/ 

 

 

 
 
 
 
Erwin Smole 
 

 

 

Grid Singularity与能源网络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如今在块链与能量行业工作。 
 

LinkedIn: https://www.linkedin.com/in/erwin-smole-32721233 

Twitter: https://twitter.com/Erwin_Sm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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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Talos 

 
 

Brandl & Talos合伙人，专注于并购交易和在线游戏 
 

https://www.linkedin.com/in/thomas-talos-4a2a61a/ 
 

 
 
 
 
 
 
 
Oliver Völkel 
 

 

Brandl & Talos合伙人，专门从事虚拟和加密货币。. 
http://www.svlaw.at/en/team/dr-oliver-voelkel-ll-m 

 
 
 

 
 
 
 

Bernd Winter 

 

 

 

BDO税务咨询合作伙伴。 专注于赌博和博彩。. 

            https://www.linkedin.com/in/bernd-winter-ab5985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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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an Fleig 
连续创业者，TableConnect联合创始人 
先前Shipock联合创始人 
 

https://www.linkedin.com/in/stefan-fleig-a5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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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Tertinegg 
Coinfinity and Blockchainhub Graz.联合创始人. 
https://www.linkedin.com/in/tertinegg 
 
 
 
Ken Shishido 
Ken是比特币东京会议组的联合主办单位。 他相信自主，自由市场竞争和小型政府。 
https://www.meetup.com/Tokyo-Bitcoin-Meetup-Group/mem 
- 
bers/92422112/ 
https://twitter.com/kenshish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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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记录 

 

日期 版本 修订 

 V-01  

2017/08/19 V-02 格式和措辞， 

2017/08/29 V-03 团队照片，锚点和ICO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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