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亚币（BYB） 

⾸首次公开募币（私募）⽩白⽪皮书

改变华⽂文娱乐产业⽣生态的数字货币

W Group Holdings



1. 前⾔言
2. 简介

2.1. W集团简介
2.2. 必亚币（BYB）简介

3. 娱乐产业的重⼤大问题与瓶颈
3.1. 跨国⽀支付问题
3.2. 定价问题
3.3. 媒合与付款问题

4. W集团与BYB提供的解决⽅方案
4.1. 数字化⽀支付
4.2. 公开透明的估价机制
4.3. 集中平台

5. 华⽂文娱乐市场概述
6. W集团与必亚币（BYB）的发展机会（产品简介）
7. 技术架构
8. BYB加密货币技术说明
9. W集团经营团队简介
10.结论
11.法律律声明
12.⻛风险提示
13.联络⽅方式
14.版本资讯

!2

⽬目录



BYB chain 将提供给全世界娱乐产业者⼀一个 迅速 透明的去中⼼心化使⽤用平台，⽽而链的
核⼼心特⾊色为我们链俱备弹性，可兼容不不同链的合并，可以做货币传输、智能合约、⼤大数据、
AI，我们将让所有使⽤用者都变成受益者。

BYB chain準备要带给世界的是娱乐产业的颠覆，让娱乐产业纳⼊入区块链⽣生态系，以此带
给此圈⼈人快速、智能和多样化的产业运转机制，导⼊入⼤大数据让产业互动更更智慧化，导⼊入⼈人⼯工
智能让运⾏行行更更具⾊色彩，我们将推⾏行行⼤大数据、区块链与⼈人⼯工智能装置的结合，改变产业⽣生态系。

Dapp W平台会初步作为 BYB chain 在亚洲地区营运的去中⼼心化应⽤用，提供BYB货币初
步应⽤用、娱乐产业者与商品使⽤用者的互动。

后我们将借由BYB coin的发⾏行行希望众者可以共襄盛举，为世界上的娱乐产业跨进历史
上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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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Let your music, like a sword, pierce the noise of the market to its heart.] -泰伐尔



2. 简介

2.1 W集团简介

W集团控股公司（W Group Holdings, 以下简称「W集团」）成⽴立於2017年年，是⼀一家横跨⻢马来⻄西
亚、台湾与⾹香港的专业娱乐传媒集团。集团聚集了了在娱乐与科技⾏行行业借有丰富经验的团队：

⽶米饭⽹网科（⻢马来⻄西亚）成⽴立於2015年年，专业为海海内外各领域商业客户提供⼀一站式科
技咨询服务，并注重于融合先进⽹网络技术，以为不不同需求的客户度身打造专属⽹网站
和⼿手机APP。在短短的两年年内，已替不不同客户度身打造超过⼆二⼗十个⽹网站及APP，其
中包括众筹平台，B2B2C购物平台，O2O线下消费的应⽤用程序，即时通讯APP，活
动售票平台，共享办公司平台及第三⽅方⽀支付平台。 ⽶米饭⽹网科的另⼀一主要业务是专为
多层次传销公司提供后台及前台系统咨询服务，根据个別客户要求运⽤用纯熟科技技
术，打造领先市场的⽹网科成品，让我们的客户引领同业，独占鳌头。

台湾海海王天玺成⽴立於2016年年，致⼒力力於电视剧、电影、⽹网路路剧制作以及发⾏行行、娱乐⾏行行
销和艺⼈人经纪等领域，拥有⼀一⽀支素质精良的专业化队伍，具有丰富的影视⾏行行业经验，
拥有⼀一流的策划、管理理、经营运作⼈人才和资深制作⼈人、导演、演员等丰富的⼈人⼒力力资
源。与⽇日本、韩国、美国等海海外公司拥有版权销售之合作。演艺经纪为海海王天玺的
重点发展业务，⽬目前已旗下艺⼈人，包含许维恩、新⽣生代演员，杜季祥、徐谋俊、⾼高
尔贤、安于晴。


台湾奥玛媒体成⽴立於2007年年。奥玛优势有別於传统的媒体购买公司及⼴广告公司,强调
全⽅方位集成⾏行行销及娱乐⾏行行销,展现出媒体购买及媒体企划以外的资源,创⽴立⼴广告部⻔门,针
对客户需求规划品牌策略略,关键字⼴广告,电视⼴广告,⽹网路路⼴广告以专业的⾏行行销公关资源集
成,包括⾏行行销,品牌定位,记者会,媒体公关,演唱会,跨年年晚会,企业家庭⽇日,跨年年派对等活
动执⾏行行,并与⽇日本东京梦想家影视合作成⽴立⼤大唐影视国际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两岸
⽂文化产业如:电视剧,电影等等项⽬目,充分融合两岸⽂文化及媒体采买计画及媒体采购,替
客户品牌达到两岸操作,是台湾全新型态的⼴广告代理理商,奥玛优势让⾏行行销的预算花在⼑刀
⼝口。

⻢马来⻄西亚国际质雅成⽴立於2013年年，是⼀一家专属打造个⼈人APP的⾼高端科技平台。其
创新理理念应⽤用程序已被各国各地上千的名⼈人、艺⼈人、专业⼈人⼠士、博客等接纳并使
⽤用, 其程式是通过RPM计算程式提⾼高收⼊入及打造名⼈人/品牌⾃自身的身价。

GIB（GIB4U.com）是頂級區塊鏈開發提供商之⼀一，⾦金金融科技團隊持續創新與研
發。 在開發安全應⽤用程序⽅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該公司提供區塊鏈開發服務來來幫
助企業導⼊入區塊鏈或ICO應⽤用服務。 GIB提供區塊鏈諮詢服務，提供概念驗證，並
有助於澄清和理理解複雜技術。 它有助於在競爭對⼿手利利⽤用影響⼒力力技術鍊鍊和⼿手機應⽤用
程序的強⼤大功能，為業務帶來來更更多的透明度之前獲得優勢。 GIB提供Exchange，
dApp，離線錢包和區塊鏈服務，並且對當前的區塊鏈⽣生態系統具有重要影響⼒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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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个团队的经验，聚集了了从项⽬目策划、研发到制作、发⾏行行，富有创造⼒力力与凝聚⼒力力的优秀团体。
⽬目前已发展成为线上/线下，包括电视剧、电影、艺⼈人经纪、动画与新媒体业务於⼀一体，各业务版
块互动发展、全媒体集成开发的⼤大型机构。W Group Holdings预期在2018年年，将有5部以上原创
国际⽔水準⼤大型电影问世，未来将⽤用五年年的时间，打造专业的互联⽹网娱乐平台。

何謂 " W Entertechment " ?

W集团是⼀一家结合娱乐产业与技术相结合的公司，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在艺⼈人管理理，电影或
⾳音乐制作，投资乃⾄至於推⼴广等⽅方⾯面，建⽴立和加强整个娱乐产业的发展。

我们结合了了娱乐与科技，这样的事业模式，我们称之为“W Entertechment”。

W集团旨在通过创建⾃自⼰己的区块链“必亚链”和虚拟币“必亚币”来贯通整个娱乐⾏行行业。 
必亚链将提供给全世界娱乐产业者⼀一个 迅速 透明的去中⼼心化使⽤用平台，⽽而链的核⼼心特⾊色为我
们链俱备弹性，可兼容不不同链的合并，可以做货币传输、智能合约、⼤大数据、AI，我们将让所有
使⽤用者都变成受益者。

W集团準备要带给世界的是娱乐产业的颠覆，让娱乐产业纳⼊入区块链⽣生态系，以此带给此圈⼈人快
速、智能和多样化的产业运转机制，导⼊入⼤大数据让产业互动更更智慧化，导⼊入⼈人⼯工智能让运⾏行行更更具
⾊色彩，我们将推⾏行行⼤大数据、区块链与⼈人⼯工智能装置的结合，改变产业⽣生态系。

分⽀支机构：

W娱乐公司（W Entertainment）

⼀一家完整的艺⼈人管理理公司，积极推动演艺产业发展。包括：歌⼿手、专业主持、影视演员、综艺
表演、形象⼤大使，参与两岸四地多元化的演出活动，更更会联同各⼤大机构团体进⾏行行不不同类型的合
作。每位艺⼈人身价皆由必亚币（BYB）来定断。个合作团体将会以必亚币（BYB）及现⾦金金来⽀支
付艺⼈人的酬劳。区块链内的智能合约，将会代替传统的纸上合约，已让个合作团体与W集团更更
有效的簽署保障各⽅方的合作条件及项⽬目酬劳。

W投资公司（W Investment）

⼀一家以资⾦金金云集式的项⽬目股份投资管理理公司。其公司⼤大幅度的投资世界各国各地与W有关，以
及有利利于未来发展的线上线下的娱乐项⽬目。投资虚拟币将会以必亚币（BYB）及传统法币混合
⽅方式投资到项⽬目。项⽬目的获利利也将以必亚币（BYB）及传统法币⽀支付与W集团。W集团也将以
众筹【物市场营销管理理合约】签署数家公司，让⼤大众能够以⽐比亚币来投资⾃自⼰己喜欢的众筹项⽬目，
区块链内的智能合约将保障各⽅方的利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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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管理理和培訓

電影的投資項⽬目及製作

全⾯面的⽀支援，宣傳和培訓

電⼦子貨幣安全設置

⾼高科技應⽤用程式

優質廣告成效

W⾳音乐制作公司（W Music Production）

致⼒力力於原创⾳音乐制作，发掘培育⾳音乐⼈人才，带动乐坛的发展，是W集团的承诺。W集团建⽴立了了
全⾯面式服务，并与更更多的跨媒体公司合作，制作各类型的⾳音乐活动以及⾳音乐剧等，打造多元化
的⾳音乐平台，以推动⾳音乐事业的发展。平台上的⾳音乐，将以必亚币（BYB）来进⾏行行交易易。W集
团会按执有BYB数量量⽐比例例⽀支付获利利分红。

W科技公司 (W Tech)

由前微软开发⼈人员及科技新贵带领下，以时下 ⽕火热的区块链技术为中⼼心，继续研发及提升必
亚链和必亚币（BYB）传输和安全性。
务必将此技术的应⽤用衍⽣生除了了在W集团内的平台上，也到不不同娱乐企业内。除此之外，W科技
公司也会围绕着BAB⽽而开发个別应⽤用程式，以把BYB的应⽤用及价值提升到极点。

W集团的核⼼心技术

W集团⼀一直坚持打造优质的娱乐产业，成⽴立⾄至今，已荣获多个国际知名的娱乐机构⽀支持，且成为
众多资深艺⼈人/⽹网红都乐意合作的对象。我们拥有以下核⼼心技术，成为持续发展的动⼒力力：

1. ⽹网红/艺⼈人管理理和培训
2. 电影的投资项⽬目及制作
3. 全⾯面的⽀支援、宣传和培训
4. 电⼦子货币安全设置
5. ⾼高科技应⽤用程式
6. 优质⼴广告成效

⾏行行销⽹网络：
W集团主打华⼈人市场，加上中国内地⽆无论⽂文化、语⾔言，或是对于新型娱乐型态的接受能⼒力力，都较
其他区域强⼤大，因此本集团⽀支业务重⼼心将专注於中国内地。



以下为各地区预计营收⽐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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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BYB-Eleve BYB-Sue Ethereum Ripple NEO

Platform W platform W platform Ethereum Ripple NEO

Service

Real time 
transaction

~7.5 < 1s ~15s ~4s ~20s

Transactions per 
second

50 >1400 20 ~1500 >1000

Technology
Consensus 
Algorithm

POW ABFT PoW RPCA dBFT

Smart Contract EVM Cross-platform EVM X muti-language

20%

20%
10%

50%
中国 （包括⾹香港，台湾）
⽇日本
其他地区
⻢马来⻄西亚

2.2必亚币（BYB）虚拟币简介

必亚币（BYB）是由W集团所发⾏行行的加密虚拟币。可以透过股东成员之⼀一的「WTF」平台进⾏行行
安全交易易，其币值将会随着总交易易数量量⽽而起伏。必亚币（BYB）在前期也会在W集团所开发的
APP流通。后期会在其他平台流通，例例如⽹网购平台，直播平台等。

2.2.1 必亚币（BYB）的优势
必亚币（BYB）具有使⽤用简便便、安全、迅速、可靠的特征，并具有多种功能。 以下是必亚币
BYB链技术特性：

1. 去中⼼心化服务平台 
2. 毫秒级⽀支付渠道 
3.去中⼼心化数位资产 
4.交易易合同的智能合约应⽤用。 
5. 去中⼼心化的媒体拨放软体 
6.数位货币结合⼈人⼯工智能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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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 ⼴广告 代⾔言 ⽹网⼤大 电影

短频 ⽹网频 ⾳音乐 ⽹网游 商家

2.2.2 如何使⽤用必亚币（BYB）？

各项与W集团息息相关的业务发展项⽬目，和个別相互相连的娱乐项⽬目，都聚集在「W App」平
台，以必亚币进⾏行行交易易，并直接对各个项⽬目进⾏行行投资。必亚币并可在「W App」平台上，购买各
项商品。



⽹网路路的发展，已使娱乐产业失去国家及地域的区別，⽹网红/艺⼈人的影响⼒力力，借由⽹网路路的传播，可以达
到全球同步。然⽽而，在⾦金金流、定价、媒合、⽀支付等⽅方⾯面，娱乐产业现有的传统机制，仍然存在许多
瓶颈。

3.1跨国⽀支付问题：如何完美⽀支付？

当⽹网红/艺⼈人的⼯工作范围早已跨越国界，他们如何接受付款？传统的银⾏行行汇款⽅方式，在跨国交易易
时，⾯面临⾼高额的银⾏行行⼿手续费，以及可能⻓长达数天之久的等待时间。娱乐产业的跨国⾦金金流，亟需⼀一
种即时、便便利利，且安全的⽀支付机制。

3.2定价问题：如何为⽹网红/艺⼈人定价？

⽹网红/艺⼈人的⼯工作酬劳定价，始终缺乏公正且透明的机制。通常由⽹网红/艺⼈人或经纪公司开价，⽽而品
牌商/⼴广告商则缺乏⽐比较与判断价格是否合理理的参考机制。⽹网红/艺⼈人则可能因为缺乏评估身价的公
开机制，⽽而不不能得到基於⾃自身影响⼒力力所应得的酬劳。

3.3媒合与付款问题：如何媒合品牌商/⼴广告商与⽹网红/艺⼈人，并⽴立即付款？

品牌商/⼴广告商与⽹网红/艺⼈人之间的商业合作，容易易⾯面临两⼤大问题：第⼀一，媒合问题。品牌商/⼴广告
商如何在其经费预算之内，寻找到合适的⽹网红/艺⼈人。第⼆二，付款问题。如何能保障⽹网红/艺⼈人能确
实收到款项，保障其权益。

3.4个⼈人如何完美对接当红⽹网红和艺⼈人？

当⽹网红/艺⼈人的⼯工作范围早已跨越国界， 他们影响⼒力力也传播到全世界， 粉丝和影迷如何⽀支持和打
赏他们？ BYB直接点对点， 不不受任何机构和经纪⼈人阻拦， 让你跟偶像点对点交流。 娱乐产业的
跨国⾦金金流， 亟需⼀一种即时， 便便利利， 且安全的⽀支付机制。

以上四项，都是娱乐产业中现⾏行行的机制难以解决的问题，W集团期望借由BAB的发⾏行行，以及「W 
App」平台的建⽴立，解决这些问题，并改变华⽂文娱乐市场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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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娱乐产业的重⼤大问题与瓶颈



4.1 数字化⽀支付：同时兼顾⽹网红/艺⼈人与付款⼈人的利利益

我们透过BYB的发⾏行行，以及「W App」平台的建⽴立，将使娱乐产业中的⽀支付⾏行行为完全数位化，具
有 ⾼高的安全性、便便利利性，以及时效性。能兼顾⽹网红/艺⼈人与付款⼈人的利利益。

4.2 公开透明的估价机制：客观公正，且符合⽹网红/艺⼈人实际价值的定价机制。

「W App」平台提供⼀一套⾃自动化估价机制：RPM计算程式，依据⽹网红/艺⼈人在第三⽅方平台（例例如：
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微博）上现有的追踪⼈人数（不不重复粉丝数量量）、每年年在⽹网上贴⽂文
总次数，以及前⼀一年年度的平均⼴广告收益(RPM)，计算出每⼀一位⽹网红/艺⼈人的定价。公式如下：

Total Impressions= 不不重复粉丝数量量x每年年贴⽂文总次数
Payout = Total Impressions /1000 x RPM

!10

现有的追随者

第三⽅方平台 当前的追随者

Facebook 1,055,610

Instagram 510,000

Youtube 6,221

Weibo 374,000

4. W集团与BYB提供的解决⽅方案

总现有追随者 1,055,610

每天平均PO⽂文 2

⼀一年年 365

千次浏览 770595.3

平均⼴广告收益RPM US$0.31

总年年收⼊入 US$238,884.54

https://www.facebook.com/geofansclub/
https://www.instagram.com/georgehufanclub/?hl=en
https://www.youtube.com/user/GeoHuMusic
https://m.weibo.cn/u/1840141932?uid=1840141932&luicode=10000011&lfid=100103type=1&q=%E8%83%A1%E5%AE%87%E5%A8%81Geo&featurecode=200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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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集中平台：协助品牌商/⼴广告商找到合适的⽹网红/艺⼈人，进⾏行行影响⼒力力⾏行行销

「W App」将是⼀一个娱乐产业 完整的集中平台，⽹网红/艺⼈人将在「W App」拥有专属频道，
能直接与粉丝进⾏行行互动。品牌商/⼴广告商能在「W App」直接⽐比较不不同⽹网红/艺⼈人的属性，寻找
到 适合其⾏行行销活动需求，并符合其财务预算的⽹网红/艺⼈人，以更更有效的⽅方式进⾏行行影响⼒力力营
销。



5. 华⽂文娱乐市场概述

根据⼀一项於2015年年提出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娱乐产业每年年产值⾼高达620亿美元。这项报告是
根据⽜牛津经济顾问公司（Oxford Economics）进⾏行行的研究得出的数据，以及来⾃自中国政府2014年年
的统计数据，在洛洛杉矶举办的美国-中国合制电影⾼高峰会中，由美国电影协会提报。

另外，据媒体报导，「影响⼒力力营销」预计在未来五年年内将成为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市场。可
以看出，以⽹网红为核⼼心的「影响⼒力力营销」，将成为娱乐产业中⼀一股强劲的成⻓长动⼒力力。

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华⽂文市场，正⾯面临⾼高幅度的成⻓长，⽽而⽹网路路所带来的崭新娱乐项⽬目，如⽹网路路视
频、⽹网路路⼤大电影等，也成为市场成⻓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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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建⽴立更更便便利利的娱乐投资模式：
投资⼈人或⼀一般⼤大众，在「W App」平台上，皆能使⽤用BYB（必亚币）投资於电影、⾳音乐等娱乐项
⽬目。

6.2 建⽴立更更客观的⽹网红/艺⼈人身价计算模式：
通过收集来⾃自社交媒体（⼤大数据）的数据，「W App」平台可以客观计算出⽹网红/艺⼈人的价值，成
为商业合作/⽹网路路营销⾏行行为中，具有公信⼒力力的定价依据。

6.3 建⽴立单⼀一平台，让⽹网红/艺⼈人、粉丝、以及⼴广告商/营销商在此⼀一平台上建⽴立⽣生态循环：
在「W App」平台上，⽹网红/艺⼈人可以与粉丝及商家直接互动，接受赞助或投资，娱乐内容的制作
业者，也能在W平台上接受投资，并直接进⾏行行销售。借由BYB（必亚币）的发⾏行行，这些原本复杂的
交易易⾏行行为，将变得简便便⼜又快速。在「W App」平台可以进⾏行行的⾏行行为包括：

A. ⽹网红/艺⼈人将拥有⾃自⼰己的应⽤用程序，与粉丝保持联系。
B. 粉丝们将能够密切关注他们的⽹网红/艺⼈人，也可以通过⼀一个应⽤用程序与朋友联系。
C. ⼴广告/营销⼈人员将可以搜寻合适的⽹网红/艺⼈人，并⽀支付合理理的⼯工作酬劳。
D. ⽹网上/线下商店数字⽀支付，⽔水电费⽀支付等。
E. 娱乐项⽬目的群众募资，包括电影、⾳音乐、演唱会。
F. 「地主」可透过挖矿获得BYB（必亚币），并从O2O交易易中获利利。

6.4 「W App」平台功能上线进程：

2018年年4⽉月：娱乐新闻、即时通讯（IM）、⽹网红/艺⼈人个⼈人专⻚页、粉丝跟随机制。
2018年年7⽉月：娱乐项⽬目（电影、⾳音乐、演唱会…等）众筹机制
2018年年12⽉月：线上/线下消费功能」、⽹网红与粉丝可进⾏行行视讯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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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集团与必亚币（BYB）的发展机会



必亚链中数据提供者⻓长期提供⽹网路路平台数据获得收益，去中⼼心平台经营者透过提供新的数据
验证演算法与去中⼼心化智能合约使⽤用权获得⻓长期收益，其他所有⼈人⼯工智能装置使⽤用者都可以借由
贩卖⾃自身⾏行行为数据获得收益。

整体必亚链结构会以BYB-ELEVE、BYB-SUE两条区块链为基础，⽽而此两条可以沟通的链都
具有可信数据演算层、物联⽹网合约层和BYB币层，应⽤用层结构为可信数据储存器器与初步将会以W
平台来做为去中⼼心化平台的应⽤用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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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ource User

Data

Companies Authoritative


Media
Data 


demander
Partner


demander
Coin 


transfer
Contract

deploy

Oracle W platform dapps

BYB-ELEVE BYB-SUE

Oracle algorism layer IOT contract BYB Coin

7. 整体技术结构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a	willing	heart. 
(心之所願，無所不成) 



7.1 BYB-ELEVE

BYB-Eleve基於POW（proof of work）共识机制。它包括以下特⾊色：

(1)速度简洁快速。
(2)攻击者必须投⼊入超过⼀一半的计算量量（51％的攻击）才能确保篡改的结果。这使得成
功攻击的成本⾮非常⾼高昂，难以实现，因此安全性相当⾼高。
(3)在⼀一定程度上公平性，你投⼊入的算⼒力力越多，就越有得到区块奖励的可能。

BYB-Eleve挖掘权限是完全开放的，所以任何愿意提供hashrate的⼈人都可以成为挖掘节点。
BYB-Eleve是在完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链结。

BYB-Eleve初始设定为：
• 奖励奖励：每⼋八百万个区块逐步递减，直到发完三⼗十亿颗
• 交易易确认秒数：平均4秒
• 交易易负载：50/s

难度 = 上⼀一个区块难度+(上⼀一个区块难度/128)*max(1-(区块产⽣生时间)//10,-99)

  挖矿⽅方法:
I.下载 https://bybminer.jcw.global/BYBminer-Windows.zip 后解压  
II. 命令提示字元内执⾏行行 BYBminer.exe -F [矿池位置]/地址/节点名称 -G  
范例例：BYBminer -F http://bybminer.jcw.global/:
8888/0xc420bc8e35826f13a5a1ec3648deb6dadffdf7ba/to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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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 BYB-Eleve

Consensus: POW

Transactions: 50/s

BYB-SUE

Consensus: ABFT

Transcations: 1500/s

7.2 BYB-SUE

BYB-SUE 的⽬目的，是为了了解决BYB-Eleve交易易量量不不⾜足的问题，同时也使BYB具有较⾼高的
承载能⼒力力和交易易确认速度。因此，BYB-SUE 的公式⼀一致性算法是⼗十字拜占庭式的授权。

⼗十字拜占庭式的授权将会以微算⼒力力、资产和授权为基础做交易易验证，若要成为节点需要
被议会成员授权，⽽而议会成员为拥有资产的多数，⽽而这些多数者会投票选择出信任者，信
任者根据被投票数减少⾃自⼰己计算区块答案的速度。

可以确认多达2000个的交易易数量量可以解决BYB-Eleve的问题。每秒1500笔交易易的⽬目标。
BYB-SUE 中的节点⻆角⾊色如下：

(1)A节点：授权认证交易易链与链通信。
(2)B节点：同步帐本和⼴广播交易易。
(3)T埠：与其他链沟通的桥梁梁。

7.3Oracle and oracle algorism layer



(1). 数据来源
任何数据提供来源者都可以提供数据做为数据贩售商，只要数据符合起始数据存放的设定格

式，都可以将资料料传输给来源验证智能合约对其数据的可信度与收益做评分。

(2). 数据爬⾍虫软体
数据爬⾍虫软体会⾃自动到各个资料料库抓取资料料，⽽而这些资料料会回传给来源验证智能合约对其数

据的可信度与收益做评分，⽽而借由评分结束。

(3). 来源验证演算法

以上为来源验证演算法中放⼊入智能合约的计算公式之⼀一，此公式将放⼊入来源验证智能合约作
为与数据取得来源的中介桥梁梁。

Ebind: 可信度Scoring评分，此数值越⾼高，则数据的内容可信度越⾼高。
X0: 可信来源评⽐比参数类型⼀一，根据之前数据来源的历史数据为计算标準。
X1: 可信来源评⽐比参数类型⼆二，根据讯息数据资料料的内容计算此数值。

Ebind在被计算后将被存⼊入资料料库后被作为讯息取得者当作筛选条件之⼀一。

(4).数据筛选演算法

以上为数据筛选演算法中放⼊入智能合约的计算公式之⼀一，此公式为放⼊入数据筛选智能合约作
为⼆二者的中介桥梁梁。

PMF: 数据相性筛选值，这个值会因使⽤用者填选偏好⽽而有所不不同。

Data source

Authoritative media (twitter)


Authoritative company (經紀公司）

ClawerClient

1. Choose threshold

2. Choose filter score

Oracle filter

Resource verity

algorithm contract

Oracle consensus

Resource verity

Algorithm contract

1. Choose seed

2. Choose scoring function

3. Choose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BYBpfs data storage BYBpfs data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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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 这个参数会将所有的数据与偏好选项的资料料加总
PMF将成为调阅与购买数据的分数之⼀一，⽅方便便使⽤用者可以筛选出与其喜好相同的数值。

7.4 IOT与⼈人⼯工智能

明星⼈人⼯工智能，明星可以⽤用深度学习装置记录⾃自⼰己的⽣生活作息与表演，⽽而这些装置将会透过我
们的物联装置将这些数据上传透过智能合约验证演算其⽣生活作息的正常性与合理理性，⽽而我们将会
把深度学习演算法放上必亚链，⽽而 终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装置就可以跟明星互动，⽽而这些互动
可能包括:

(1)握⼿手
(2)拥抱
(3)⼀一起吃饭
(4)叫起床

⽽而以上每⼀一种互动都有不不同的收费，例例如说:在⼈人⼯工智能装置跟明星握⼿手，则直接⽀支付⼀一个
BYB给提供数据的明星本体。⽽而这些费⽤用都会以点对点匿匿名的⽅方式直接传送到明星帐户，不不会被
任何机构中介。费⽤用的计算⽅方式与原理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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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装置会有物联芯⽚片，⽽而这个物联芯⽚片会提供资讯给予区块链智能合约做验证， 终
将使⽤用时间与使⽤用的费⽤用纪录⾄至区块链上。

上⾯面的应⽤用将不不会仅仅应⽤用于娱乐产业， 终的⽣生态发展将会引导为⼈人⼈人都可以贩卖⾃自⼰己的
数据借由物联装置，然⽽而这些数据将会带给贩卖者⻓长期收益，⽽而消费者也可以与这些贩卖者所创
造出来的⼈人⼯工装置互动。

5. W platform

这部份我们初步将会释出 W platform。所具备的功能为
(1)娱乐产业数据交易易互换(娱乐资讯、艺⼈人⾏行行情和转案媒合)
(2)智能付款，每⽉月定期⽀支付货币给予簽约⼯工作者
(3)即时通讯与数位货币的移转
(4)商场
(5)娱乐项⽬目众筹
(6)⼈人⼯工智能装置串串接

7.5 技术进程

⽇日期 版本 技术进程

2017 Q4 V0 TE BYB-Eleve Testnet发表

2018 Q1 V1 BE BYB-Eleve Mainnet发表

Data Resource protocol 制定

2018 Q2 V2 BS 与三个公司Data Resource串串联

W 平台发表

BYB-SUE Testnet发表表

2018 Q3 V3 FS Oracle algorithm beta版 launch

IM app（iOS/Android）

W平台扩充众筹功能

W平台扩充数据买卖Beta版

BYB-SUE 第⼀一次 meetup

2018 Q4 V4 TS BYB-SUE Mainnet发表

区块链⼈人⼯工智能装置第⼀一meetup

2019 Q1 V5 HS 区块链⼈人⼯工智能装置第⼆二次 meetup(硬体装置进度亮相)

2019 Q2 V6 HA 区块链⼈人⼯工智能装置演算法protocol公布

2019 Q3 V6 RA 区块链⼈人⼯工智能装置硬体发佈

区块链IOT智能合约佈建测试版

区块链⼈人⼯工智能装置  app 释出

区块链⼈人⼯工智能装置 发售



Ｗ集团将发⾏行行总额为100亿颗之必亚币（BYB），此后不不再增加。在⾸首次公开私募活动中，将释出
30％。另有30％，则以挖矿取得。创始团队将持有其余40％。 

8.1 必亚币（BYB）预计之私募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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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YB必亚币私募进程说明

标志 BYB 总BYB销售额 USD 300,000,000

总发⾏行行 10,000,000,000 兌换汇率 1BYB = USD0.10

接受的付款 BTC， ETH， USD 软顶 USD5,000,000

私⼈人销售期限

2018年年2⽉月9号 
（12:00AM CST) 到 
2018年年2⽉月28号 
（11:59PM CST)

硬顶 USD75,000,000

公开预售期限

2018年年3⽉月1号 
（12:00AM CST) 到 
2018年年4⽉月30号 
（11:59PM CST)

推荐计划
出售BYB的10%将 
被奖励给介绍⼈人

公开发售期限

2018年年5⽉月1号 
（12:00AM CST) 到 
2018年年5⽉月31号 
（11:59PM CST)

提供阶段
第⼀一阶段：1BYB = USD0.025 
第⼀一颗 到 2,100,000,000颗粒

第⼆二阶段：1BYB = USD0.05 
第2,100,000,001颗到 2,300,000,000颗粒

第三阶段：1BYB = USD0.075 
第2,300,000,001颗到 2,600,000,000颗粒

第四阶段：1BYB = USD0.10 
第2,600,000,001颗到 3,000,000,000颗粒



8.2 影响必亚币（BYB）币值涨跌的九⼤大因素

!21

1 项⽬目 在于项⽬目对市场的接受程度及其寿命 是否⻓长久

2 必亚 在于必亚的加⼊入数量量和项⽬目的多与少对接 是否延展

3 粉丝 在于粉丝们对必亚和项⽬目的购买能⼒力力 是否⽀支持

4 资⾦金金 在于投资者对于W App平台的信任和操作 是否透明

5 平台 在于W App平台与其他第三⽅方平台的市场占有率 是否领先

6 计算 在于W对必亚和投资⽅方的计算⽅方式 是否公平

7 系统 在于消费者和品牌商之间通过⽹网路路的交易易 是否安定

8 国家 在于各国对于加密货币的政策和法规 是否宽待

9 媒体 在于媒体对W App平台的谣⾔言和影响 是否真实



Desmond Lee 李李志勇
任职W集团之董事(Director)，负责公司财政业务以及董事会上的决定权。专业活动策
划， 为许多⼤大⼩小企业创造销售神话， 曾经突破美⾦金金⼀一千七百万的销售额！ 於2010
年年， 建⽴立⼀一家媒体公关及活动策划公司。 本身拥有16年年活动策划经营， 在台湾， 柬
埔寨， 中国， 澳⻔门以及⼤大⻢马举办过百场⼤大⼩小周年年晚宴以及推⼴广活动。 ⼤大型的活动超
过两万⼈人参与。 同时， 他也在⼀一年年内举办两场演唱会，即包括张栋梁梁2015⼤大⻢马演唱会
以及台湾著名歌⼿手毕书尽2015⼤大⻢马⾸首场演唱会的创举。此外，他也参与过⼏几部国外电
影的投资及制作，他的团队更更在媒体公关上深获⼤大⻢马媒体的⽀支持，是娱乐界“家喻户晓”
的公司，包办⾹香港，台湾，新加坡，⼤大⻢马，韩国以及泰国电影的宣传策划。电影票房更更
突破⻢马币七百万佳绩。

9. W集团经营团队简介

Chris Wong ⿈黃志璍
任职W Group集团之执⾏行行⻓长(CEO)。国际姿雅（Gorgias Asia)的创始⼈人，该平台与数百
名社交个⼈人应⽤用程序的名⼈人和媒体合作。充满激情和热诚的个⼈人，总是希望通过技术将
娱乐线带到另⼀一个层⾯面。在市场营销⽅方⾯面有18年年的经验，从8岁开始担任歌⼿手，从不不放
弃，始终前⾏行行。以前成⽴立的电⼦子教学学院（移动培训学院），LinkClub（忠诚计划）等

Kean Yeoh 楊建新
任职W集团之⾸首席运营官(COO)，主要处理理公司内部的政策和程序。拥有多年年⽹网络技术
经验，极⼒力力带领团队追求崭新技术，不不断应⽤用于在创造新颖⽹网络项⽬目。早年年从北北美回流
本国，把累积多年年的北北美科技经验，带回本国，联合创办当时流⾏行行于各国的⽹网上团购项
⽬目。此项⽬目在⼏几年年经营得道后，在澳洲ASX成功上市。之后再创办⽶米饭⽹网科，继续带领
团队迈向更更⾼高的科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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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标
稅务专家， ⾼高校教师， 资深数字资产投资⼈人， 投资及参与私募的区块链项⽬目近百个， 

是ECDC闪企链创始⼈人。现任W集团的区块链记市场推⼴广顾问。



9. W集团经营团队简介

Angus Liu 劉劉亭佑
台湾新锐导演、监制 於2010年年成⽴立奥玛优势传媒集团担任执⾏行行⻓长CEO，负责公司业务
发展，推动及策划多部电影宣传及发⾏行行积极与海海外电影公司合作，决意跨⾜足海海外电影市
场、布局亚洲，公司短短8年年发展迅速，成为全台前⼗十⼤大媒体⾏行行销公司，2016年年成⽴立海海
王天玺⽂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致⼒力力於电视剧、电影、⽹网路路剧制作以及发⾏行行、娱乐⾏行行销
和艺⼈人经纪等领域，拥有⼀一⽀支素质精良的专业化队伍，具有丰富的影视⾏行行业经验，拥有
⼀一流的策划、管理理、经营运作⼈人才和资深制作⼈人、导演、演员等丰富的⼈人⼒力力资源，与⽇日
本、韩国、美国等海海外公司拥有版权销售之合作。 演艺经纪为海海王天玺的重点发展业
务，⽬目前簽下多位在台湾具影响⼒力力之艺⼈人，并积极与中国、⻢马来⻄西亚合作投资电影、⽹网
路路电影、⼆二岸艺⼈人双向引进，布局海海外娱乐市场。现今担任W Group Holdings 集团的

⾸首席营销官 (CMO）

Joe Qian 錢⼈人豪
台湾资深导演、监制 ，铁男本⾊色制作公司执⾏行行⻓长CEO 、海海王天玺⽂文化传媒导演负责公
司业务发展，推动制作多部电影，并与中国、⾹香港地区共同投资制作电影，受⾹香港知名
导演陈嘉上⻘青睐，执导多部海海外电影作品与⾹香港美亚、太阳娱乐、七娱乐合作关系密切。
2017年年执导作品，京城81号2於中国创下2.5亿⼈人⺠民币票房，近11亿台币。 现任W 
Group Holdings 集团的电影总监。

C.Y.Wong ⿈黃震原
拥有英国法律律荣誉学位，澳⼤大利利亚⼯工商管理理硕⼠士学位，⽬目前在⻢马来⻄西亚是⼀一名合格执业
律律师，也是⼀一名注册财务策划师。精通於各种法律律事务，包括合资企业事项，公司法，
转售和银⾏行行业务，代理理/分销，住房项⽬目，婚姻纠纷/解决，协助客户解决涉及数千万⾄至
数亿元的建筑合同纠纷并曾在包括联邦法院在内的众多法院进⾏行行过⺠民事诉讼。也为保险
公司和银⾏行行例例如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及渣打银⾏行行进⾏行行关于⺠民事诉讼，贷款回收过程和
买卖/贷款交易易程序的研讨会和提供相关的法律律咨询及解决⽅方案。除此之外，他也曾在
⼀一商业集团服务，为其管理理和监督各事项，即法律律，信⽤用控制，成本削减，市场销售及
营销和其他职责，从中对企业界开展业务⽅方⾯面积累了了很多经验。法律律知识再加上商场经
验，也让他能有效的协助其当事⼈人与其中国同业进⾏行行商业交易易，房地产开发收购和合资
企业的创⽴立。直到⽬目前他还在协助其当事⼈人商讨在中国潜在价值数亿美元的项⽬目。他也
曾为⻢马来⻄西亚权威中⽂文报章即“星洲⽇日报”解答公众对于房地产的疑问，其法律律建议和解
决⽅方案被刊登在“星洲⽇日报”的“财富周刊”上。他也是⻢马来⻄西亚律律师公会的纪律律委员会专

家组的律律师之⼀一，被授以权⼒力力去调查被⼈人投诉的律律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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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华⽂文娱乐产业⾸首次发⾏行行的虚拟货币——必亚币（BYB）的发⾏行行，以及第⼀一个娱乐产业单⼀一平
台——「W App」，W集团凭借现有的娱乐产业实⼒力力，预期将解决下列列的产业瓶颈：

A. 群众直接投资於娱乐项⽬目的难易易度
B. ⽹网红/艺⼈人身价及⼯工作酬劳计算的透明度
C. 娱乐项⽬目集资的难易易度
D. 各项娱乐相关交易易⽀支付的成本及难易易度

W集团基於区块链技术发⾏行行的必亚币（BYB），将成为华⽂文娱乐产业集资及⽀支付的⼯工具，具有使
⽤用简便便、安全、迅速、可靠等特性，必亚币（BYB）的币值亦会随着相关艺⼈人及娱乐项⽬目的发
展，⽽而产⽣生涨跌变化。

以必亚币（BYB）建构⽽而成的娱乐产业⽣生态链，将随着货币持有⼈人的增加、资⾦金金投⼊入规模的扩
⼤大，⽽而逐步扩⼤大其影响⼒力力，进⽽而改变娱乐产业⽣生态及经营模式。

10.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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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白⽪皮书》的⽬目的，是要向潜在的必亚币（BYB）持有⼈人介绍必亚币（BYB）及投资项⽬目。

本⽂文档中提供的资讯并不不完全，且并不不意味着合约义务。其⽬目的是向潜在的必亚币（BYB）持有
⼈人提供重要和详细的资讯，从⽽而使他们能够对公司作进⼀一步了了解，并带着可能进⾏行行收购的⻆角度，
对必亚币（BYB）的主要报价作出决定。

本《⽩白⽪皮书》的任何部分，均不不得解释为任何类型的发⾏行行或投资报价的募股说明书。本《⽩白⽪皮书》
中的本《⽩白⽪皮书》报价，并不不是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出售或购买之证券的报价。

我们不不向没有⾜足够法律律⾏行行为能⼒力力或参与⾸首次公开募币(私募)能⼒力力的⼈人⼠士提供购买。我们也不不向其所
在居住地法律律（如果有适⽤用法律律）规定不不能购买BYB必亚币的⼈人⼠士提供购买。如果您不不确定您是
否有资格参与私募并购买必亚币（BYB），请联系专业的法律律、财务、稅务或其他顾问。

本《⽩白⽪皮书》在準备期间，未考虑任何旨在保护投资者之管辖权的⽴立法或监管⾏行行为，且未受这些
法规的管制。

本《⽩白⽪皮书》中的各项声明、计算和财务指标，均属于预测性的初步资讯。它们是以已知和未知
的⻛风险因素和不不确定性为基础，因此实际情况和结果可能存在著较⼤大差別。

您参与私募属于完全⾃自愿。私募的核⼼心是⼀一次资源众筹集资运动。要参与其中，您必须接受
《BYB必亚币私募参与条款与条件》。请在参加私募之前仔细阅读，并确保您了了解此处描述的条
件和⻛风险。此外，您通过在参与⾃自愿众筹筹款活动中接受《BYB必亚币私募参与条款与条件》提
供的保证，是参加私募的先决条件，我们将信赖诚实的保证。如果您不不能提供上述任何保证或声
明，我们将拒绝您参与私募及购买必亚币（B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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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律律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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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风险提示

1. 系统性⻛风险：
是指由于全局性的共同因素引起的收益的可能变动，这种因素以同样的⽅方式对所有证券的收益产
⽣生影响。例例如政策⻛风险——⽬目前国家对于区块链项⽬目以及私募⽅方式融资的监管政策尚不不明确，存
在⼀一定的因政策原因⽽而造成参与者损失的可能性;市场⻛风险中，若数字资产市场整体价值被⾼高估，
那么投资⻛风险将加⼤大，参与者可能会期望私募项⽬目的增⻓长过⾼高，但这些⾼高期望可能⽆无法实现。同
时，系统性⻛风险还包括⼀一系列列不不可抗⼒力力因素，包括但不不限於⾃自然灾害、计算机⽹网络在全球范围内
的⼤大规模故障、政治动荡等。

2. 监管缺乏⻛风险：
包括必亚币（BYB）在内的数字资产交易易具有极⾼高不不确定性，由于数字资产交易易领域⽬目前尚缺乏
强有⼒力力的监管，故⽽而电⼦子代币存在暴暴涨暴暴跌、受到庄家操控等情况的⻛风险，个⼈人参与者⼊入市后若
缺乏经验，可能 难以抵御市场不不稳定所带来的资产冲击与⼼心理理压⼒力力。虽然学界专家、媒体等均时
⽽而给出谨慎参与的建议，但尚⽆无成⽂文的监管⽅方法与条⽂文颁发，故⽽而⽬目前此种⻛风险难以有效规避。

3. 监管法规颁布⻛风险：
不不可否认，可预⻅见的未来，会有监管条例例颁布以约束规范区块链与电⼦子代币领域。如果监管主体
对该领域进⾏行行规范管理理，私募时期所购买的代币可能会受到影响，包括但不不限於价格与易易售性⽅方
⾯面的波动或受限。

4. 团队间⻛风险：
当前区块链技术领域团队、项⽬目众多，竞争⼗十分激烈烈，存在较强的市场竞争和项⽬目运营压⼒力力。集
团项⽬目是否能在诸多优秀项⽬目中突围，受到⼴广泛认可，既与⾃自身团队能⼒力力、愿景规划等⽅方⾯面掛钩，
也受到市场上诸多竞争者乃⾄至寡头的影响，其间存在⾯面临恶性竞争的可能。

5. 团队内⻛风险：
W集团汇聚了了⼀一⽀支活⼒力力与实⼒力力兼备的⼈人才队伍，吸引到了了区块链领域的资深从业者、具有丰富经验
的技术开发⼈人员等。团队内部的稳定性、凝聚⼒力力对于W集团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在今后的发展
中，不不排除有核⼼心⼈人员离开、团队内部发⽣生冲突⽽而导致W集团整体受到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6. 项⽬目统筹、营运⻛风险：
W集团将不不遗余⼒力力实现⽩白⽪皮书中所提出的发展⽬目标，延展项⽬目的可成⻓长空间。⽬目前W集团已有较为
成熟的商业模型分析，然⽽而鉴于⾏行行业整体发展趋势存在不不可预⻅见因素，现有的商业模型与统筹思
路路存在与市场需求不不能良好吻合、从⽽而导致盈利利难以可观的后果。同时，由于本⽩白⽪皮书可能随着
项⽬目细节的更更新进⾏行行调整，如果项⽬目更更新后的细节未被私募参与者及时获取，或是公众对项⽬目的
新进展不不了了解，参与者或公众因信息不不对称⽽而对项⽬目认知不不⾜足，从⽽而影响到项⽬目的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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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技术⻛风险:
⾸首先，加密货币基於密码学算法所构建，密码学的迅速发展也势必带来潜在的被破解⻛风险；其次，
区块链、分散式帐本、去中⼼心化、不不同意篡改等技术⽀支撑着核⼼心业务发展，W集团不不能完全保证
技术的落实；再者，项⽬目更更新调整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有漏漏洞洞存在，可透过发布补丁的⽅方式进⾏行行
弥补，但不不能保证漏漏洞洞所致影响的程度。

2. ⿊黑客攻击与犯罪⻛风险
在安全性⽅方⾯面，单个⽀支持者的⾦金金额很⼩小，但总⼈人数众多，这也为项⽬目的安全保障提出了了⾼高要求。
数位货币具有匿匿名性、难以追溯性等特点，易易被犯罪分⼦子所利利⽤用，或受到⿊黑客攻击，或可能涉及
到⾮非法资产转移等犯罪⾏行行为。

3. ⽬目前未可知的其他⻛风险:
随着区块链技术与⾏行行业整体态势的不不断发展，W集团可能会⾯面临⼀一些尚未预料料到的⻛风险。请参与
者在做出参与决策之前，充分了了解团队背景，知悉项⽬目整体框架与思路路，合理理调整⾃自⼰己的愿景，
理理性参与数位货币众筹。BYB不不具有法尝性与强制性， 有极⾼高额度价格波动⻛风险， 强烈烈建议您在
⻛风险⾃自担的前提下谨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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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联络⽅方式

+0060-18 - 9686 708

W-Entertechment

byb@w-entertechment.com

www.w-entertechm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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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版本资讯
2018/1/5 ver. Beta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