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人类制造的更多人类互动 
  

一款鼓励社交网络的现实生活手机游戏 
一个基于以太坊区块链的项目 

  

 



摘要  
 
 
 
本文介绍了Enzym：一款新的现实生活手机游戏，能够让玩家在现实世界中结识新朋友。不论

是否有增强现实，玩家都可以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上响应游戏任务，这么做的实际目的是让他们

和新朋友进行社交。 
 
Enzym的游乐场是玩家所在地区，他们在附近活动，这使得应用程序能够符合玩家在手机上的

主要习惯：即时性。任务通常在私人场所或公共场所开始或结束，使玩家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

结识新朋友。 
 
Enzym鼓励玩家创建一个他们经常一起玩的社交网络。玩家声誉的关键作用在于，通过无党派

的方式，确保控制玩家之间的互动。它是通过合计客观结果（例如未能答复的消息数量）和主

观结果（例如见面后其他玩家的满意度）构建而成。这种机制鼓励积极的行为以及向玩家提供

足够的信息，从而使他们能够确定自己是否对一次邂逅感兴趣。 
 
Enzym是一个基于具有透明特性的以太坊区块链的应用程序。ZYM的ERC-20代币是应用程序

的燃料：大多数动作要么需要消耗ZYM代币，要么让玩家能够赢取它们。 
 
企业将能够购买ZYM代币，并在他们的经营场所内组织分发，从而鼓励Enzym社区去发现它

们。根据直接从区块链中获取的信息，他们将能够查阅关于分发活动参与率的精确统计数据。

Enzym将提供其他工具来提升有关目标获客及其留存的认知，同时始终尊重玩家的机密性。 
ZYM及其分发模式使玩家能够访问免费应用程序，没有任何推广宣传和高级帐户设置，并且

维持一种稳固且可靠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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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较之过去的一个世纪，过去十年的社交生活已经变得复杂得多。 社会化通常受持久性观念的

支配。在一个传统社会中，个人终其一生都从属于一个社区。这样的从属观念塑造了他们的生

活方式、价值观、以及社会关系。现代生活通过让社交和地理移动制度化，突破可能性的限

制。一方面，经济等级制度不那么严格，社会进步得以成为可能，个人相对从从属关系中解脱

出来。另一方面，距离和某个社区的归属感不再是人际关系的障碍，个人频繁地换工作和换住

址，他们的社交生活从广泛的全球化选择中受益。 由于社区成员持续的更新换代和不断的重

组，社区概念受到削弱。归属感趋于衰落，有利于多种可能性之间的竞争。反文化盛行，在日

益分化的群体之间产生了误解，促使了价值观念的差异。 

如此一来，社交生活成为一个不确定的领域，在那里，友情有时仅仅持续几个月或者几年，足

够勇敢地站到台前去自我营销将非常必要。社交网络的去物质化让这一事实更加具体化：人类

发现了匿名表达、虚构身份和虚拟友谊的乐趣。那些不那么谨慎的人也发现，人类的孤独是一

处金矿，利用孤独是一件相当有利可图的事情。自在线互动开始以来，诈骗和虚假个人资料的

泛滥就一直是一项主要问题。网站和约会应用程序的用户中有75％表明他们希望这些网络更

安全，更普遍的是，92％的美国网民担心他们的在线私人数据未来的遭遇。  12

Enzym旨在通过一种基于用户当地邻里关系的区域锚定，回答这些问题，从而确保一个没有

伪造个人资料的网络，以便用户进行更加真实自然的邂逅。一个去中心化的透明平台，向用户

保证他们的私人数据不会被盗，也不会被用于商业目的。最后，它使用来自游戏世界的接口和

机制，去构建一种环境，让邂逅能在其中变得更加简单和有趣。  

1  https://www.datingsitesreviews.com/staticpages/index.php?page=Online-Dating-Industry-Facts- 
Statistics  
2 https://www.trustarc.com/resources/privacy-research/ncsa-consumer-privacy-inde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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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的简要概述 

社会化的发展演变 
 
传统的社会化 

 
 
人类生活在社会中，不单单是为了共享技能和改善生活方式，还要去满足他们想要分享自己的

情感、经验和观点的深切渴望。社会化不仅有用和必不可少，还能令人愉悦和感到欣慰。 

这就是文化的出现如何旨在于团结个体，将冲突减少到最低，让每一天的生活都愉快和充实。

哪怕是最无政府主义和最严苛的社会，都能够保证他们的成员可以分享一些观点，关于什么是

公平，什么是权力，以及什么是乐趣。通过这些共同价值，个人学会尊重同样的法规，尤其在

传统社会中，分享价值观念和文化参考必不可少。通过分享，社区成员能够从某种程度的信任

和熟悉中受益，不论他们之间可能有什么差异。 

 
现代社会化 

 
在工业化国家，建立信任和熟悉变得越来越复杂。价值和文化已经走向稀释和破裂。尽管同一

个地球村的想法仍存在于理论层面，但是以法国青少年为例， 较于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确和

美国青少年有更多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参考。对比分享社会或代际间的价值观，互联网、电

影、音乐和视频游戏在全世界年轻人中创造了更多的互动。 

 
文化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的淡化已经在我们社会生活中造成了巨大影响。地方社会化变得不那

么频繁，不那么自发，而且很难找到分享我们价值观和参考评论的个人。对于很多人来说，网

络已经成为遇见拥有相似兴趣的人的地方。这些邂逅完全是虚拟的也并不重要：共有的兴趣几

乎足以让它们和有血有肉的现实邂逅同样重要。 因此，透过屏幕进行社交的能力已成为普遍

5 



现象。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化已经过时，但它意味着虚拟的社会化已经成为整个社

会化中一个正常且常规的部分。 

目前的问题和趋势 

 
 
在2000年之交，网络约会因其虚拟的本质，被视为轻佻的行为，或多或少只被害羞的人或者

自由派使用。如今，人们的态度已经改变，大家普遍认为网络邂逅工具对于各类人的会面都通

用。成立于2002年的Meetup项目的想法是连接拥有相同的爱好和兴趣的人，由此证明网络交

友的可行性，这为大约30个网站和替代性应用程序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最近的Next door

是一项创建于2010年的社交网络，目的是将邻里联系到一起，目前已经成功进入80%的美国

邻里社区，以及英国、荷兰和法国。 它成为了一个急速发展市场中的领导者，有大约10个替3

代应用程序紧随其后。 

虚拟邂逅引导和鼓励越来越多人走向真实邂逅，而不是替代它们。更加“经典”的网站证明了这

个趋势，人们在这类网站上组织现实生活中的活动（晚会、工作坊、旅行……）已成为常态。

用户已经厌倦了“全部虚拟”和“一次性”这些在线邂逅早期的特征。例如，Once就是建立于这种

厌倦之上。自2014年开始，这个应用程序已经成为“慢约会”的冠军，这要归功于一个系统，在

这个系统中，用户之间的亲疏关系由员工而非算法决定，而且每个用户每天只能选择一个潜在

的邂逅对象。对于广大公众而言，邂逅的消费主义维度正在从边缘不断瓦解。 

用户偏爱那些看似建立完备、管理得当的网站，他们还希望获得保护，让自己避开谎言和诈

骗。今天的互联网用户和20年前已不再相同。他们消息更灵通，要求更高；法律制度开始对

这些要求作出反应（例如最近采用GDPR——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尽管如此，仍存在一

些影响在线社交生活的基本问题：2015年，53％的约会网站用户在个人资料上造假。 利用伪
4

造的资料，无论是简单的机器人还是被盗账户，都已变成一项利润丰厚的普遍活动。与此同时

，最多样化的骗局使用的欺骗或勒索的伎俩越来越复杂。 

伴随着社交生活的广泛虚拟化，今天的青年人已经长大。这意味着他们不仅非常了解其中的不

利因素，还被自我品牌文化误导，并且对早年学会掌握的互动和关系网络的不同方式感到舒

适。他们对于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宣传和消费主义习以为常，他们不会在Facebook上用与

3 https://techcrunch.com/2018/01/31/nextdoor-is-expanding-to-france-to-connect-neighbors/ 
4 https://www.eharmony.com/online-dating-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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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c”上不同的资料。因此，数字工具不仅完全融入了他们的社交生活，还融入了他们的私

人生活。50％的美国青少年至少有一次表达过对社交网络上某人的兴趣。  5

 
直到最近，没有多少年轻人是约会网站的成员。年轻人是最不关心约会需求的年龄组，因为他

们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邂逅。这一趋势已完全逆转：2013年至2015年之间，这类网站上的年

轻用户数量几乎翻了两倍。  这次的始作俑者是“Tinder”：这款应用程序于2012年推出，彻底6

改变了在线约会，让它变成一项无害和有趣的活动，让用户可以将潜在伴侣的照片随意向左或

向右滑动。 “Tinder”打开了面向年轻一代的约会市场，随后，出现了许多其他专业应用程序，

例如其中一些针对大学社区，这证明了年轻一代的在线约会是一种普遍且被广泛接受的现象。

  7

总之，在线约会应用程序的普通用户已经相当年轻化，他们十分渴望更高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这并不意味着“Tinder”很快就会过时。“AdopteUnMec”让它的女性成员在一个男性市场成为消

费者，它的持续成功表明存在着一个能够识别出人类关系中消费主义层面的可行空间，特别是

当它以幽默的形式呈现。然而，一种鼓励真实互动、鼓励用户做自己的严肃网络需求在全球出

现，这一领域的趋势似乎正在下降。 

 
  

5 http://www.pewinternet.org/online-romance/ 
6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2/29/5-facts-about-online-dating/ 
7 https://www.thecrimson.com/flyby/article/2011/5/2/students-date-school-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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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Enzym  ? 
 
新的邂逅往往浅尝辄止，Enzym提供的那些会一直是一种有趣和真实的体验。设计它的目的

是以新的虚拟社交准则来吸引人们，通过提醒他们如何与他人互动，将他们待会现实生活。大

多数年轻人如今已经习惯了玩乐和即时性。智能手机、移动应用程序和表情符号现在是他们基

本语法的一部分， 而这种“科技语法”仅仅是在恳求被用于支持社交互动。 

我们相信面对面的人类互动是宝贵和不可替代的，我们相信现实和虚拟的互动可以相辅相成，

而不是争锋相对。我们已注意到，现实生活中的互动更加复杂，但是虚拟空间能够用以让现实

世界更加令人愉悦。我们的目标是促进互不相识者之间交流的自发性、简单性和愉悦性。 

我们的挑战是让用户想要走出他们的舒适区，跨越技术障碍，尽可能自然地互动，从而建立起

一个基于真实邂逅的朋友网络。我们想要他们返璞归真：相遇，互动和建立关系网络。这需要

耐心。我们主动提出利用游戏的力量，让这项技术的使用具有吸引力，并且缓解任何会被感受

到的紧张局面。  

为此，我们提供一种基于本地化的社交网络，让会面变得更容易，促进与新朋友的即时互动。

实体参与的要求和声誉系统都可以保护用户，让他们免受欺诈和不当行为的损害。ZYM代币

流通可以稳固地保护用户数据，以确保用户交互的隐私和机密性。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技术，平

台作为一个整体，将逐渐向尽可能更去中心化和透明化地方向发展，首先就是“区块链”。 

这款应用是一个游戏，它充分利用游戏化的优势，包括发展、成就、奖励、约束、分数和对创

造力的激励……始终为了培养胆量，使真正的空间更有趣。用户将无需花费任何费用，仅仅使

用ZYM ERC20代币，就能使用应用程序的所有功能，代币可以在使用时通过操作免费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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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社交类现实生活游戏 
  

模糊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 
  
现实与虚拟的结合是娱乐历史中一种新奇独特的可能性。通常，就游戏来说，这两个概念截然

相反。玩玩具车或玩具士兵需要使用想象力，但是玩跳房子或者《几点啦，狼先生？》却是身

体刺激。Pokémon Go等应用程序的成功开创了第三种方式，即真实和虚拟相辅相成。 

这种成功归因于我们所珍视的两个元素之间的联系：接近与魔法。走在街头并不是特别令人兴

奋，毕竟在Pokémon游戏中捕获皮卡丘的情况也不多。另一方面，在人们居住的街道上捕捉

皮卡丘却是新的体验：现实世界充满了新的挑战，虚拟的魔力让它的魅力焕然一新。

Pokémon Go的所有趣味在于，它能让你看到皮卡丘突然从自家厨房的水槽里冒出来，所以现

实世界是游戏的核心。现实是游戏中最丰富也最强大的一面。之所以最丰富，是因为它依赖于

一个不可能通过虚拟再现的世界，构成它的细节是无限的。之所以最强大，是因为沉浸于现实

世界中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我们已经在现实之中了。感觉和情绪显而易见......因此更加强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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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Enzym的一部分，现实与虚拟之间的桥梁有两个部分。一方面，用户扮演双重角色：他们

既是玩家，又是人。寻求新的实体邂逅时，用户同样参与寻求自己游戏化身的有趣进展。另一

方面，增强现实进一步模糊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边界。它让用户去重新发现一个习以

为常的环境；它将我们对于熟悉事物的爱和惊讶的乐趣汇聚到一起。它使我们周遭的食物变得

更有趣，也使更有趣的东西距离我们很近。这种接近概念是它能够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结合

在一起的关键。 

 

 

挑战 
  
在有趣的环境中会面 

  
这款游戏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欢乐的环境”，即一种对于正常陌生人充满善意的环境。游戏具有

建立、信任和打破社会障碍的非凡能力。正是出于这一考虑，Enzym已被视为一种游戏，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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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现为一种游戏。更准确而言，Enzym是一种派对游戏，即一种简单易玩的游戏，可以在

社区中使用，并且让用户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容易。 

这款派对游戏的核心是一系列挑战和迷你游戏： 

- 挑战是Enzym的核心，因为挑战创造邂逅。这些挑战起引导作用，并通过提供清晰、

简单和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建立于增强现实之上。除了身体上动员用户之外，挑战还

激励探索和发现，调动用户的思维和观察力，增强他们的社交技能。它们引导人们会

面，并且总是包含通经历一次关系建立的渠道。还应注意的是，每次挑战中可以禁用

增强现实，使用简化版本。 
  

- 迷你游戏是微型版本，一种普遍且被证明是经典的“Enzym 方式”，源于桌游（画圈打

叉游戏、drafts、pucket……）或视频游戏（俄罗斯方块、Pac -Man、炸弹人......）。

它们的作用是丰富聊天功能。尽管这些小游戏对交互抱以开放态度，但它们促进了彼

此不认识但属于同一组织中的用户之间的自发交互。 
 
Enzym的游戏是免费的。用户可以（通过界面）发起挑战或（通过聊天）邀请彼此来玩迷你游

戏。应用程序自身定期向用户提供挑战和邀请。这些应用程序的创新将从一些特殊问题中收益

，如增加收入或改变执行条件。 

以下是Enzym提出的两个挑战案例。 

 

 

案例一: 寻宝 

用户请求或者被邀请参与一次寻宝活动。系统将联系位于附近的另一位用户，并告知对方有关

宝藏的信息。如果对方接受，猎人会收到有关宝藏的信息（照片，虚拟的......）。猎人必须按

照（增强现实）箭头路径寻找到宝藏。一旦他找到了，就会通过扫描智能手机上的二维码来确

认成功。两位玩家都赢得了代币及其他奖项，一次友好的邂逅也已发生不久。因为这两个人都

在那里，他们俩都可以喝酒聊天。 

……或者不这样。是用户定义了他们想要如何去玩，以及如何和彼此互动。这种挑战最重要的

部分不是发现宝物，而是搜寻，更准确而言是因其而发生的和陌生人的接触。正是这个部分，

游戏化的益处最为明显。如果这通过一种有趣的背景得以证明，那么逛酒吧，凝视他人和在飞

行途中问问题将变得容易得多。通过一次任务邀请去熟悉陌生人的事实，不适感被愉悦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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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当你身陷于游戏之中，你喜欢为了赢而赢，哪怕赌注微不足道。走出你的舒适区变得既更

加容易，又更加有趣。在这种情况下, 这类挑战鼓励用户在发现新地点和新面孔的同时，提升

他们的社交技能。这对于猎人来说很令人激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宝藏的嘉赏。 

 
 
案例二 : 废弃城镇 

 

游戏开始时至少有5名玩家，位于半径长度最多1公里的范围之间。每个人拥有一个信息碎片

，而目标是在几小时的倒计时结束前收集完碎片。如果玩家们成功，他们将获得与自己碎片数

量成正比的奖励。倒计时结束，或者一名玩家获得5个碎片时，游戏终止。 

玩家不能互相沟通，只能在某个场所附近看到其他玩家。如果玩家四处走动，其他玩家必须根

据他去的场所预测他的行踪。这取决于玩家在移动（因而对其他玩家不可见）和待在某一场所

（因而冒着游戏结束时拥有较少碎片的风险）之间的机智选择。如果他们选择第二个选项，那

么可能在等待同时喝上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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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名玩家在一个场所里面或者前面相遇，他们可以互相交换自己的碎片，如果他们愿意，这

也是一个互动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在游戏结束时，系统将向玩家推荐一个地理坐标点，以便他们在某一场所内会

面。 

 
  
  
关于挑战的更多信息 

 
我们之所以只选择展示这两个挑战，是因为他们的简单性和标志性。受到如Ware-Wolf或

Cluedo这类桌游的启发，我们也有其他挑战的计划，但在这里介绍它们似乎有些跑题。此外

，我们想要留心Enzym社区的意愿，他们将让我们知道如何丰富现有挑战，以及提出新的挑

战。 

请注意，玩游戏的时候，用户将收到随机生成的小奖励和可选择的挑战，以使体验总是略有不

同。类似地，随着玩家的体验，挑战的复杂度也会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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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们还将提供“私人聚会”（仅限和联系人一起）。这些聚会能让你根据特定的游戏标准

去定制挑战。 

奖赏和收益 
 
Enzym鼓励用户认识陌生人，而不是朋友的朋友。它的作用是支持用户，提升他们在社交生活

中的自主权。因此，使用Enzym本身就有价值，首先是通过邀请人们去探索、发现和重新发

现，其次是通过它培养一种轻松和控制感。 

这种奖励表现为两个方面： 

-    一方面，通过多种令人愉悦的视觉或声音效果，提高了用户的行动。在这个领域中，我们

的榜样是《马里奥》和《塞尔达传说》的最新系列，他们能够不断满足玩家的感知，从而

出类拔萃。受他们作为例子和很多其他游戏的启发，我们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有趣、响应式

和闪闪发光的世界。 
  
-    另一方面，根据玩家的行为，发放虚拟收益。对于玩家努力的奖励，除了代币，还有各种

各样的功能和虚拟商品（见以下列表）。奖励系统同时也有助于鼓励用户间的互动和增强

他们收集新功能的渴望。 
  
这两种奖励玩家的方式将他们带入正反馈循环，例如，一连串相互促进下的行为和奖励。玩家

的愉悦和对于游戏世界的认同感同时得到了增强。 

以下是现已考虑的4类奖励： 

- 个性化 , 让用户能够改进自己的游戏化身，并且根据他们的品味去调整界面。 
我们希望使用虚拟配件，还有视觉及（或）声音主题。 

-  表达方式，让用户能够丰富他们在邮件交流中使用的指示标志。 
我们正在考虑表情符号、贴图、GIF图和声音片段。 

-  迷你游戏,让用户能够在两次邂逅之间不觉得无事可做，尤其是在两次邂逅之间或者距

离较远时开始小游戏。  
我们正在考虑画圈打叉游戏、国际跳棋、 捕捉游戏和扫雷。 

-  奖杯, 让用户能够庆祝自己的成就，并且发布它们。这些奖杯相对稀少，除了没有严

肃目的的幽默奖杯，它们总是和真实的进步与成就相关。  
我们正在考虑徽章、奖牌和其他更加特殊的荣誉区分（牌子、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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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它是本地化的！ 
 

更私密，更即时，更自发！  
 

丰富亲密环境 

  
Enzym的追求是回应自发性自然会面的天然渴望。在家庭周围建立社交纽带已经变得困难，但

是仍然存在不计其数的未充分利用的社交空间。通过让现实世界变成新邂逅的游乐场，

Enzym旨在让用户重新发现他们的本地环境和所有构成它的要素：它的邻域、它的场地、它

的场所，当然还有邻居们。通过使用Enzym，增加用户的归属感，对这个环境的认同将对于他

而言变得更加重要。 这一现象将通过即兴会面的增加而丰富起来：在应用程序上、街上或者

在某个场所里偶遇人将变得更加普遍，这增强了我们对于邻里社区的归属感，在那里“我们彼

此了解”。  

一些人对于这种方式更加敏感，因为他们已经在渴望这种本地归属感，却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Enzym将为他们提供他们目前缺少的机会，尤其是他们将遇见已经参与到他们的邻里本地生活

中的其他人。后者会发现他们的兴趣，因为地方场所的领导者将直接接触他们的邻居，并且招

募新的志愿者或支持者去支持他们的行动。又一次，通过Enzym，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得以融

合。 

更广泛地说，项目的本地维度直接回应了移动需求，无论移动需求是由于学术、职业还是出于

婚姻。如今，学生课程经常引导他们去旅行，并且通常表现为一个或多个国家或国际间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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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学生每隔两三年就会换一座城市，而且每次他们都必须重新探索环境和重建一个朋友

圈。有工作变动或婚姻变动的个人同样值得关注。他们通常在社交方面很孤独，即使是在很短

时间内，无法选择的情况下转移到某地并不容易，如果是跟随配偶而没有进入工作场所的社交

空间，那么就更加困难。因此，Enzym看起来是一个简单和令人放心的工具，用于在这类用

户仍然不知道的某地，加速这些移动个人档案的汇集过程。 

  
加速在本地环境的使用 

  
通过建议个体间的真实互动，Enzym的使用部分受制于地理限制。同一地区的玩家数量越多

，互动数量和增强的游戏体验也就越多。随着距离在玩家之间变得微乎其微，这一现象将更加

严重，千米很快会变成玩游戏的障碍。更重要的是有可能迎接挑战和结识新朋友的速度。即时

性是移动游戏的一项基本要素，让用户等待或者邀请他们参与一项距离起点过远的挑战既不可

能，也不可取。使用应用程序的即时性直接决定了用户留存。事实上，只要我们想要，就可以

随时沉浸在挑战之中，自发感也将得到增强。  

玩家之间的地理位置邻近是决定性因素，让他们几乎可以立即进行互动，同时消除潜在的等

待。这个因素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我们首先会更关注指定地理空间内参与者的密度，而不

是全球用户群的演变。因此，本地锚定既是该项目的核心目标，也是其成功的条件。 

 

场所：一种自然的聚会地点 
  
在欧洲，当人们在网上相遇并决定在现实生活中见面，67％的人会在酒吧或餐厅，18％在户

外环境中，10％在家中。 这些数字表明，大多数人和某人首次见面时，更喜欢安全和人群密8

集的环境。那些有食物和饮料的地方提供了一个空间，在那里，两个人可以分享有形的东西，

以及享受一个既亲密又公开的时刻。 

Enzym应用程序帮助用户在地理上邻近的社交空间结识新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所有向公

众开放的私人场所作为目标：酒吧、咖啡馆、夜店、赌场、旅馆、美术馆、体育场、体育俱乐

8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768772/place-meet-use-websites-meet-applications-dating-speciali
zed-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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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节日和活动 ……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根据自己所在位置看社区地图，这将帮助他们选择

前往哪里。  

 
此时此地的新关系 

  
每个场所都与一个小型本地社交网络有关联，该网络只能从场所内部访问。一旦进入其中，应

用程序就会显示一份当前和潜在感兴趣用户的列表。当用户加入时，可以选择他们个人档案中

自己希望展示的部分：姓名、照片、兴趣等。他们还可以说明他们在寻找什么：新朋友、约会

对象、一起讨论话题的人或一起玩某个特定游戏的人等等。一个名为“嘿！”的公开通知系统同

样能够吸引其他用户的注意。用户可以浏览列表，阅读公开个人档案，并可以发起对话。 

 
 

只有出现在某个场所中的用户，通过地理定位和快速无线检查被确认，才会交换消息。除此之

外，还有两种例外情况：互相添加为联系人的用户和已经见过面的用户。第一种可以自由操作

，第二种需要花费一些ZYM代币（见这一部分：ZYM：应用程序的燃料）。 

保证真实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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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向另一个玩家发送消息，你必须至少满足以下3个条件之一：、 

-   预先将他们添加到联系人， 
-   已经和他或她已经玩过或者交流过 
-   出现在同一个场所内 

  
这些条件让Enzym能够保护它的用户免受半自动化远程骗局的恶意人士之害。用户无法模拟他

们的在场存在。这对于应用程序提供的体验和发送给场所所有者的数据的可靠度至关重要。基

于点的地理定位让用户更容易向某个场所报到进入，但是这将不会被视为足够的数据。因此，

通过与理论上实际出现在同一场所的其他用户的自动化交流，一名用户的实际出现得以确认。 

除此之外，将落实随机的去中心化控制。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检查充足但不过度，一位内我们不

想要过度使用用户的智能手机资源。我们还想要建立一套考虑到账户信任的系统。这将超越其

他较传统的区块链系统，它们无法充分利用它们用户的关系网络、邂逅和彼此之间的了解。 

以下是用户可根据他们是否出现在场所内的状态而执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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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社交游戏 
  

建立关系网络 
 
Enzym将让用户能够管理他们的关系，标记和追踪他们喜欢的地方。Enzym的人际关系网络

的特殊性在于，它只由实际见过面的人构成。 

Enzym不会成为一个社交网络，你不能把一个看起来很友好的人添加到你的朋友名单中。在

Enzym上，我们将某人添加到我们的朋友列表中，是因为我们和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我们打算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我们想要避免系统聚合范式，这是如今社交网络的主要特

征，会导致一味追求数字。这种趋势混淆了真朋友和肤浅关系之间的区别。  

现今的大部分关系都是稍纵即逝。与一个人分享美好时刻，然后再也见不到对方，这并没有什

么伤害。 传统的社交网络，始于Facebook，回应了维持联络的需求。Enzym通过提议一种社

交关系网络让用户完成使用，尽情享受当下，而非对社交生活进行记录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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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Enzym是一个有人员周转的网络。罗宾·邓巴的社会理论完全适用于这里，它声称一

个人不能与超过150人保持稳定关系。如果你的Enzym网络中的联系人数量非常重要，那么这

意味着你没有和每个人真正地建立关系。你的联系人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是未来几个月

里你可能会和对方共度一个晚上的人。这一愿景将由一个复杂的系统来实现，该系统不鼓励用

户在没有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建立和中断关系，而是鼓励他们保持最新和相关的关系网络。这个

系统的基石是ZYM凝胶。当用户向他们的关系网络添加联系人时，他们的一部分ZYM会被锁

仓，即被保留下来。如果用户想要解锁ZYM，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删除已被淘汰的联系人，从

而取回他们的代币。 

Enzym声誉 

 
会面过后，系统要求用户对它进行评级，说出他们对于这次会面是否喜欢，或者是否感到不舒

服。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这些数据以及其他信息，如发送的消息数量和回复百分比、有多少

用户拉黑了该人或被他们拉黑、他们被举报了多少次等，用户的声誉将自建并公开显示。 

收集这些信息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我们希望尽快制裁不适当的行为，因为它们是应用程序使

用的主要障碍：一次糟糕的会面可能导致用户离开应用程序。我们不想限制用户的行为，他们

必须尽可能自然地自由表达自我。因此，我们将特别关注阻碍会面顺利进行的行为，如侵略、

暴力和侮辱。 

第二次机会很重要。Enzym不会有用户禁止系统，不良行为会被逐渐遗忘。最重要的是，用

户会考虑声誉，决定是否想要参加一次潜在的风险会面，就像他们获得了坏名声，也可以选择

自我救赎。尽管如此，可以指出，重复不当行为可能会减少挑战推荐。 

无论如何，用户将能够在任何时候无理由地拉黑任何人。这将切断相关人员之间的沟通，并确

保他们不会看到彼此或一起挑战。 

此外，会面评估将使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用户的偏好，从而了解如何将他们聚集在一起。这将

让我们能够基于成功匹配的统计数据，衡量随机匹配的选择，并拉近相似团队的距离。尽管如

此，这种性质的配对仍然是温和的，因为我们承诺的是自发，并且有时是不期而遇的的邂逅。

与此同时，我们计划中的一部分是鼓励高知名度用户会面，以奖励他们的积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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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将由一个进度条总结。像许多电子游戏中的等级一样，用户将根据他们的声誉分级，这将

会带来奖励（参见《奖励和收益》一节）。一旦达到某个级别，用户将无法返回到以前的级别

，除非有人反复举报不当行为。我们依靠对进步和奖励的渴望，鼓励用户尽可能愉快地会面。 

不论如何，“Enzym声誉”算法是根本，它将是开源的，并且能够在我们社区建议的帮助下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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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系统的优点 
 

让会面变得更加安全，让用户更加放心 

 
原则上，评估会面并不是很正常。然而，我们很快就能得出结论，出于几个原因，一个声誉系

统是非常必要的。 

一方面，对于会面质量的反馈将有助于改进以用户为导向的应用。例如，一些挑战可能不利于

会面，而一些场所可能不适合与陌生人会面。 

另一方面，当和陌生人会面时，担忧是一个重要的障碍。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是在会面期间建立

的，因此，用户必须首先信任平台才能够冷静地与新人会面。显然，对于每天都受到骚扰的女

性朋友来说，这种担忧尤为突出。为了使Enzym的会面成为自由和交流的空间，所有声誉将

是公开的，并将为用户提供检查他们将遇到的陌生人的不良行为的手段。 

 
 

培养诚信和自然 

 
通过声誉系统，我们想避免今天的社交网络、约会网站和应用面临的批评问题。 

对恶意的人来说，社交工具代表着一群脆弱的人。他们创建虚假档案来贿赂用户、敲诈他们的

钱财。在美国，12 %的约会网站和应用程序用户受过骗。  一方面，Enzym的使用应该会带
9

来实体接触。因此，要保守真实身份秘密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对于诡计得逞的人来说，声

誉系统将很快处理这些恶意行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自己的形象。他们采取行动只是为了在网

络上传播他们，展示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的幻想身份。“个人品牌”是一种通过宣传自己的成功和

技能来提升自己形象的做法，在职业和一般社会生活中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求职面试或与陌生

人的会面会引起对判断的恐惧，因此个人会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断修饰自己甚至撒谎。 

9 https://www.consumerreports.org/dating-relationships/online-dating-romance-sc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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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约会应用程序的用户“过度推销”自己，并依赖于对方有多天真。这种态度是正常的，但是

如果这种态度太过分，且如果这种不对称对于真实身份来说过于重要，那么这将会变成互动的

阻碍。欺骗本质上是暂时的，对其发送者和目标对象来说都很耗时。快速进入真实会面在很大

程度上纠正了这一现象，因为面对面会面中欺骗的可能性比虚拟交流中受限更多。与此同时，

声誉系统将不断通过惩罚过于有心机的档案来自然纠正这种行为。用户将逐渐养成新习惯，以

积极的方式提高自己的声誉。 

区块链和去中心化应用（DApp） 

Enzym是一个DApp，一个数据去中心化的移动应用程序。它基于以太坊区块链的智能合约，

以确保用户之间的数据传输。作为一种ERC20代币，ZYM是应用程序操作的核心：用户可以

执行的大部分操作都花费ZYM或者获得ZYM。 

区块链和数据保护的选择 

调节玩家之间互动的机制将通过智能合约在区块链中实施：挑战、会见大使、添加联系等。这

些交流中的每一项都会导致一定数量的ZYM在一个或多个用户、机构、Enzym或区块链之间

流动（代币冻结）。 

我们选择依赖区块链有三个原因。 

首先，我们对这一创新技术非常感兴趣。区块链已经展示了其强大的潜力，提供了传统经济体

系中原本不可动摇的模式的替代方案。我们相信，区块链的应用程序才刚刚起步，它还存在许

多未被发现的可能性。 

其次，Enzym应用程序旨在确保用户的动作和反应不断更新。毕竟，互动是人际关系的核心。

因此，ZYM是通过调动用户的行动而被获取。 

第三，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模范的社交网络。社交网络上的个人数据问题从未如此热门。2018

年4月，马克·扎克伯格参加美国国会提到了8700万用户数据销售的问题，欧盟的GRDP（通用

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年5月生效，让公司重新思考他们处理数据的方式。我们认为，去中心

化是确保个人数据保护的最佳方式。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他们的数据，为什么还要存储它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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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合约使我们能够通过用户之间的交流来确保个人数据的发展。因此，没有必要集中个人数

据。 

ZYM，应用程序的燃料 

使用Enzym是“昂贵的”，但也是……免费的。实际上，用户执行的一些操作消耗了ZYM，而

其他一些操作可以赢得ZYM（见下表）。用户界面可以查看的股份的演变。为了赢得ZYM，

我们向用户提供付费挑战或邀请他们去分发代币（大使、合作伙伴机构）。 

请注意，与陌生人交流是昂贵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垃圾邮件行为。 

用户行为是通过规范的演变来指引，我们的目标是促进代币分发。首先，用户可能更愿意回应

挑战提议。然而，随着用户变得更有经验，这种行为将会变少，如果他们希望玩出更多的花样

，这将鼓励他们通往ZYM分发。 

 

使用Enzym并不需要了解区块链。事实上，投资组合随着用户账户的创建而产生。用户也不需

要以太币来支付交易费用，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B2Expand已经设计了一种解决方案，让区块

链的交易费用直接用代币支付。掌握区块链的用户将能够从他们的Enzym帐户中访问他们的私

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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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 

Enzym团队只能访问匿名元数据，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公开的。这些信息使用户能够了解不同位

置发生的交互量，并让我们发现什么最有效，同时也能够发现潜在的故障。公众可获得的元数

据被最小化，因此对外部个人和组织来说是无用的。 

每个用户都可以完全控制他们的个人数据。他们选择他们公开分享的东西，尤其是当他们进入

某个具体的地方时。他们还会选择与朋友分享他们的通知和历史信息。使用强加密的私钥确保

了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和他们交流时的机密性。聊天信息只能由收件人阅读。使用的加密算法至

少相当于： 

- RSA 2048用于非对称加密； 

- AES - 256用于对称加密； 

- SHA - 256用于整体。 

 

哪些部分仍然基于中心化系统？为什么？ 
 
地理位置用于一些移动的挑战，将不会去中心化，但这种数据不会通过Enzym服务器：智能手

机的操作系统将根据它的设置查询服务器，为我们提供所在位置。 

Enzym将定期为用户提供挑战。这是由Enzym团队管理的中心化服务，但这项服务并非独占

：晚些时候，个人和第三方服务也可能提供这些挑战。 

不必要的服务可能仍然在服务器上运行，如果没有这些服务，需要更长时间或更复杂的流程。

例如：加密数据可以存储在服务器上，以确保在用户网络中那些可能不充分的区域的高可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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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Enzym上数据的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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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典型路径 

我们想要用户通过不同方式体验Enzym。他们必须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表达方式，调整应用

程序的使用。为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辅助功能将丰富应用程序。尽管如此，本文件中提

到的主要特征已经介绍了两种常见标准途径的定义: 

路径类型1：参与挑战 

挑战是赢取ZYM最简单的功能。这是用户最喜欢的路径，它可以用来填满他们的行动量表，

乐在其中。 

 

路径类型2：场所内互动 

进入一个场所后，用户将被通知有其他玩家的存在。根据要求或通过邀请其他玩家参与迷你游

戏，用户可以使用Enzym作为与在场用户互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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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Enzym具有特殊的经济地位，这既不是基于现有市场的演变，也不是基于新市场的开放。作为

一款为满足人们会面和建立当地社交网络而制作的移动游戏，Enzym存在于一个混合空间之

中，横跨三个快速增长的市场: 

● 移动游戏市场 

● 网站和约会应用市场 

● 社交网络市场 

 

移动游戏市场 

移动游戏市场目前正在实现一次重大飞跃：2018年视频游戏市场带来的1379亿美元收入中，

70.3 %将来自移动游戏领域。 这是移动游戏市场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游戏机和PC市场的10

总和。这是异常快速进化的结果。自2007年推出第一部iPhone以来，手机游戏每年都有两位

数的增长，预计这一现象将在今年达到顶峰，增长率为25.5 %。尽管2014年移动游戏市场仍

是最小的市场，但据估计，2021年移动游戏市场的收入将达到1000亿美元。  

10 
https://newzoo.com/insights/articles/global-games-market-reaches-137-9-billion-in-2018-mobile-game
s-take-h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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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移动游戏是掌上游戏机和一些包含在第一代手机中的初级游戏，我们离那个时代已经很

远了。耗费在移动游戏上的时间现在占智能手机使用总时间的43 %。 它已经深入我们的文化11

中，吸引着各种各样的形象，它与电子游戏中的男性和青少年的用惯的陈词滥调不同。65岁

以上的人占手机玩家的23 %。13—24岁的人已经成为其中一个年龄组，其重要性与25—34岁

和34 —44岁的人相当 。虽然年龄组不同，但移动游戏观众仍然非常女性化，因为63 %的手12

机玩家是女性。 

公众也很善变，通常会频繁安装和卸载应用程序，这由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不断驱动，在这个

市场中，免费的服务比比皆是。用户的留存率很少超过5 %，最常见的原因是游戏体验缺乏更

新，社交能力弱或社交能力缺失。在Enzym的案例中，约会市场（高度社会化）与社交网络

（高留存率）的交集似乎与确保高留存率尤其相关。同样，真实和虚拟之间的游戏提供了身临

其境且要求苛刻的体验，这与当今移动游戏市场上普遍存在的娱乐游戏截然不同。 

  

11  https://www.go-globe.com/blog/mobile-gaming-industry  
12 http://mediakix.com/2018/03/mobile-gaming-industry-statistics-market-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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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网站和应用市场 

在线约会市场包括以下活动: 

● 婚姻介绍服务，针对长期关系 

● 非性行为的约会服务 

● 一般邂逅服务，其中用户的动机各不相同 

● 朋友会面服务，用于组织聚会和活动。 

这个市场预计将在2018年产生50亿美元的收入，达到4.6 %的年增长率。基于亲密关系的约会

服务和美国部分占据了这个市场最大的份额，预计收入分别为28亿美元和17亿美元。  这一13

收入的大部分来自用户为访问这些服务或其中最有趣的地方而支付的各种订阅。 

会面付费阻碍了这个市场的发展。尽管Tinder或Happn提供的付费服务可以免费获取，但对

于那些将邂逅作为社交性质合法空间的用户看来，会造成困惑和顾虑。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力

求不同于其他约会应用的商业模式，Enzym市场定位是不付费服务。 

 

社交网络市场 

超过一半的人口现在可以上网，超过三分之二的互联网用户使用一种或多种社交网络。 未来14

三年，用户数量预计将持续平均增长4.8 %。这些网络的广告收入今年预计将达到680亿美元

，增长率为28.4 %，用户的平均收入应为23美元。  15

普通互联网用户平均每人拥有的社交网络账户也从2012年的3个增加到了2016年的8个。 这
16

种账户的增加尤其可以通过平台的多样化和专业化来解释：普通网络的使用越来越多地被其他

专业网络的使用所补充，如专业关系、近距离关系、分享图像、想法、爱好等。智能手机的广

泛使用也极大促进了网络服务的兴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访问性、便携性和即时性。 

今天，九成用户通过移动设备访问社交网络。  17

13 https://www.statista.com/outlook/370/100/dating-services/worldwide#marketStudy 
14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8414/number-of-worldwide-social-network-users/ 
15 https://www.statista.com/outlook/220/100/social-media-advertising/worldwide# 
16 https://wearesocial.com/blog/2016/12/multi-networking-on-the-rise 
17 https://wearesocial.com/blog/2018/01/global-digital-report-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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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是市场领头羊，2017年从目标广告和数据销售而来的收入高达407亿美元。 其他大18

多数社交网络都有类似的商业模式。这种基于个人数据的商业模式现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

监督和监管的威胁。 

 

来源：statista.com 

18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7229/facebooks-annual-revenue-and-net-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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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竞争，Enzym的竞争地位 

我们发现，通过在这三个市场之间确立自己的地位，Enzym能够基于一个市场的优势回应另

一个市场的限制。这种市场定位的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性：这三个市场之间产生的空间提供了一

个调整Enzym定位的回旋余地，包括这些市场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可能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变

化。 

与Enzym的市场定位类似的应用程序很少，但是我们研究了两个最接近的应用来预测可能的市

场重叠： 

Peachy——约会App 

在beta测试中的应用约会场景，Peachy为用户提供了通过回应小挑战来相互了解的机会。目

标是使会面重新人性化，尽管有虚拟界面，但见面仍有其自然和真实的一面。因此，Peachy

与Enzym的目的大同小异。然而，市场定位和方法不同。 

首先，Peachy显然是Tinder的替代品，但是它很难与Tinder区别开来，甚至它的标语也会让人

想起后者:“你比一次翻牌更有价值！”（“不止一次配对，一颗桃子！”）。因此，在Tinder占主

导地位的市场中，它被定位为Tinder的直接竞争对手。因此，在约会市场中，更晚出现的

Peachy瞄准利基市场才最有希望。 

第二，Peachy显然是针对女性观众的，这一策略和两个原因相关。一方面，约会网站和应用

程序的男女比例不平衡，一般为75比25（例如，2016年7月Tinder为68比32 ）。另一方面，19

女性要求更高。因此，异性恋男子要获得与异性恋妇女同等数量的约会机会，他必须比女性多

刷18次。 尽管如此，Peachy的战略定位显而易见，它会让应用程序进一步推向利基市场，20

这是一个重大风险，其关键用户数对于确保用户留存在约会应用程序上至关重要。 

到目前为止，Peachy凭借一个卖点脱颖而出，它增加了一个新功能：发送小挑战的能力（通

过做一张脸、拍一张脚的照片等自拍）。这些小挑战旨在帮助人们在真正会面之前更好地了解

彼此。这个功能没有拉近用户的距离，而是将他们移开，给实际的邂逅增加了一个新的虚拟条

件。这与Enzym的目标相反，后者旨在鼓励尽可能多的真实的实际接触，Enzym的挑战是尽

19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607430/tinder-gender-distribution-usa/ 
20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tinder-man-swipes-right-on-200000-women-with-
little-success-a7168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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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邀请陌生人见面。Enzym的方法使会面变得更加自然，因为它的性质（友好、友爱、专业

……）是不确定的，都将在会面期间确定。 

 

Pokemon Go：一款带有增强现实的移动游戏 

2016年7月初，Pokémon Go的发布取得了巨大成功。该应用在发布后的一个月内赢得了最大

下载量的手机游戏记录，收入最快达到1亿美元的手机游戏记录。 这一成功产生了惊人和意21

想不到的效果，玩家潮水般涌入绿地，道路事故数量也因此增加。  22

对于大多数尝试过的玩家来说，Pokémon Go的发现就是增强现实的力量。这也是发现一款

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完全陌生的人进行真正交流的手机游戏。这款游戏极其病毒营销的特

点导致玩家相互窥探和识别，并在他们之间进行即兴和愉快的交流：“不要去那里，除了响尾

蛇和毛毛虫没有什么可抓的了……”，“你的神奇宝贝也用完了吗？”。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到，

一方面，Pokémon Go创造了陌生人之间的交流和同理心，这是Enzym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

，我们也注意到这种现象是游戏的极端病毒营销性质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创造者的意愿。 

尽管Pokémon Go现象只持续了一个夏天，但它现在已经是市场上第三大盈利手机游戏。 然23

而，令人惊讶的是，它没有成功地永久驻留在第一位。它设法留住了坚实的观众，并产生了显

著的货币化效应，但是它的病毒特征很快崩溃了。App的工作室Niantic第一年出现了技术问题

（漏洞、过载和故障）、有争议的设计选择和重大的沟通错误。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同时

21http://www.guinnessworldrecords.com/news/2016/8/pokemon-go-catches-five-world-records-439327 
22 https://gizmodo.com/study-estimates-that-pokemon-go-has-caused-more-than-10-1820776908 
23 https://www.superdataresearch.com/us-digital-games-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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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更重要的因素是糟糕的游戏性，这基本上归结为玩家在屏幕上点击收集Pokémon和可选

战斗。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Niantic严重忽视了游戏的社会层面。 

正是在2018年6月，即应用程序发布近两年后，更新版本创建了玩家之间的网络和交流系统。

以前什么都没有，或者几乎什么都没有。游戏的社交层面是拍一张位于朋友头上的神奇宝贝照

片，并在社交网络上分享。2017年7月，拉力赛系统投入使用，允许玩家联合起来对抗强大的

神奇宝贝，但是在没有网络功能的情况下，这被证明对于玩家而言兴趣有限。最近，社交层面

在界面和游戏中的整合使得人们对游戏重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然，要重现这种狂热已经太迟了。Pokémon Go将会被人们记住，这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非

常短暂的趋势。Niantic团队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但未能利用这一趋势让它长期持续下去。

尽管存在许多问题，并且严重忽视了这一社会层面，但该应用程序相对成功，这一事实表明，

它的概念有多强，以及对Pokémon许可证的同情程度有多高。 

Pokémon Go可能是手机游戏和社交网络交叉的先锋，同时也在宣传会面。偶然，Pokémon 

Go几乎在Enzym之前发明了Enzym。这个应用程序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它注定会停滞不前，

并被Valor和QQ Speed这两个在西方几乎不为人知的中国游戏夺得移动游戏市的首要位置。尽

管Enzym没有宣称在移动游戏市场上占据优势，但它受益于一种社会层面完全整合的策略，

因为它是应用的核心。 

 

34 



Enzym的定位合成 

总之，Enzym能提供的东西非常特殊；它正是位于三个市场的交叉路口，这三个市场如此不同

和强大，似乎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找到Enzym的直接竞争对手。然而，由于Enzym

项目是基于三个不同的市场，所以并没有设计为对市场开放，因此有许多间接竞争对手。

Peachy和Pokemon Go的案例是很好的例子，因为和Enzym有一些志同道合，这证明了我们

方法的好处。然而，它们在回应挑战方面和Enzym有很大差异，这种不同于Enzym的方式，

在Peachy的案例中显然太谨小慎微，而在Pokemon Go中则显得笨手笨脚。 

Enzym的三个市场可能会迅速发展，甚至可能让人大吃一惊。为了更好自保，Enzym的收入

来源并不是基于这些市场的内在特征，正如我们将在下面一节中看到的那样。 

 

商业模式——收入来源 

常规收入——与用户活动成比例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部分，我们建议先阅读子部分：《ZYM，作为应用程序的燃料》。 

如前文所述，用户之间的大多数交互都会带来代币交换。因此，我们的第一种收入来源直接依

赖于区块链，因为它回收了每次交易中交换的2 %的代币。这个百分比小到对游戏性的影响微

乎其微，但是所有交易的税收加在一起是一项主要收入来源。这一选择似乎更加相关，因为它

邀请我们鼓励玩家数量的增加和互动的增加，因此它保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Enzym的经济

利益和玩家的利益不可分割。 

这种收入来源有三个优点： 

- 规律性：这种收入来源根据应用程序上的活动而变化，但因为它是无限的即时微型收

入的总和，所以仍然保持了规律性。这极大地促进了财务监控，在现金流方面为

Enzym提供了保证，并允许更好的投资预测。 
 

- 自动化：游戏操作的简单性有助于好奇的用户理解（从而获得批准），但最重要的是

让税收实现自动化。因此，它不取决于销售团队或计算机器的效率，而仅仅取决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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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合同的编写质量。 
 

- 模块化：这是最具战略性的一点。如前文所述，交易成本的金额由Enzym决定。我们

将特别关注这种影响应用程序游戏性和代币价值的杠杆作用，并同时关注Enzym的收

入带来的直接价值。 
 

 

私人场所的代币分发 

分发代币而吸引社区 

我们的第二种资金来源来自场所。说服场所的主人购买和分发代币。通过分发、鼓励用户入

场、评价场所并与其他用户互动。虽然不能保证顾客的忠诚度，但这是一个机会，所有者可以

随时展示他们的场所并举办活动。 

这些销售收入来自10 %的税收，以当地货币记录。所有者可以自由调整自己分发的代币数量

，以及组织大型活动和“加速器”小活动，从而针对订阅者和附近用户发出通知。 

大多数Enzym的挑战发生或结束于一个场所中。因此，我们通过向场所指派更多用户来奖励

使用Enzym服务的企业主——当然这取决于在这些场所中会面的质量。 

分发平台 

Enzym只打算在交易平台和采购Zym的机构之间充当中介。Enzym服务在应用程序种提高了

场所的曝光度，也是一个用户可以购买代币、配置代币分发和获取效率统计数据的可进入界

面。 

用户可以知道合作伙伴场所的位置以及他们的ZYM分发时间。如果他们的量化表分值很低，

对他们来说有益的办法是去其中一个场所去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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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市场数据 

广告、Google、Facebook甚至Nextdoor的主要供应商提供平台关注度的付费服务，以及适用

于数字支持的跟踪工具。这样，他们的客户可以计算他们的投资回报。然而，没有一家供应商

能够给出为当地企业收购新客户的平均成本，因为跟踪不完整，主要是因为缺乏关于转化率的

信息。 

如今，据估计，在800亿美元的在线广告市场中，至少有20 %是欺诈性的。因此，Enzym的

解决方案不是数字广告，而是ZYM的分发。对ZYM的投资允许现场分发，其近距离营销和数

字营销效果差不多。数字移动营销市场（200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用于地理定位数字营

销）以每年38 %的速度增长，但是不存在提供最终结果的服务。 

换句话说，Enzym对场所的承诺是100 %有保证的：它不提供招揽新顾客的可能性；它确保了

一定数量的新顾客在一定的时间以一定的价格迈进这些场所。 

这一承诺是可靠和可验证的，并得到匿名和准确统计数据（ROI、留存率）的支持。因此，所

有者可以在Enzym的界面上查看前来他们场所的用户的统计数据。这是一个真正的分析工具

，具有实时信息，显示Enzym用户的数量、留存率（基于用户在场所种的出现）、按天数或时

间的分发质量、场所中要求最高的挑战类型等。一些额外的服务让所有者可以和在他们的场所

中或者曾经光临过的用户进行交流（投票、实时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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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服务 

除了这两种收入来源之外，第三种收入来源是为了完成金融配置。一旦应用程序证明它在公众

和场所中获得成功，且应用程序的技术方面稳定下来，它将在稍后实施。第三种来源基于商业

服务。 

 

活动服务 

对于任何类型的专业活动来说，Enzym应用程序的结构确实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基于Enzym

应用程序，我们将能够提供适合任何类型需求的专用应用程序。该工具将能够根据客户期望采

取不同的形式，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应用示例： 

 

- 贸易展览：促进这些活动的交流，其中互动需要在场人员的积极性。通过邀请参展商

在展览会的应用程序上注册，有可能极大增加他们的互动，从而确保与会者之间更好

的关系。 
- 团队建设：作为大型集团总部的一部分，或者作为一项长期运营，该应用程序将为员

工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在不同挑战中进行更多的互动。 
 

B2C市场服务 

Enzym将拥有一个大型的匿名用户数据库。这些用户的身份将受到保护，但将允许Enzym获

取汇总数据（如果并且仅当用户想要共享时）。这样，就有可能向用户发起意见调查，保证他

们的匿名性，用户可以换取一些ZYM。这些调查的主题将取决于公司的需求（如产品、意

见、兴趣）。 

这些服务不会限制应用程序的使用和可玩性。 

  

38 



Enzym的整体方案 

下面是Enzym的整体方案，涉及到融资模式、Enzym的流通和用户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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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策略 

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生活在西方国家主要城市的18至35岁的男女。三年后，我们的目标是占

据约会和网络市场的1 %，在移动游戏市场渗透大约200万用户。这表示在应用程序推出后的

36个月内，大约有1000万用户。 

营销策略基于一种地理方法，它控制着营销系统的要素范围。 

地理方式和行动边界 

为了确保用户的留存，Enzym的使用必须是流动的。这意味着用户必须能够在没有等待的情况

下定期开始玩游戏或会见他人。因此，在给定的地理区域，玩家的密度非常重要。在获取用户

的第一阶段，我们将更加关注少数作为目标的主要城市玩家密度，而不是全球用户数量的演

变。 

这个阶段使用的策略是基于毛细管作用的膨胀逻辑，就像晕开的墨点。因此，我们将瞄准附近

的一两个大城市，同时“征服”它们，紧接着是附近的大中城市。一旦在这个地区实现目标，我

们将开辟一个新的地区。例如，以下是为法国设想的领土策略： 

-第一（A区） ：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开放A区：里昂-格勒诺布尔。 

随后是克莱蒙-费朗-里昂-格勒诺布尔-日内瓦轴线A区的延伸。 

-第二（B区）：在巴黎领土上开放B区：巴黎。 

随后是B区在轴线上的延伸，奥尔良-巴黎-兰斯-里尔。 

-第三( C区）：地中海地区C区的开放：马赛。 

随后是C区在蒙彼利埃-马赛-尼斯轴线上的延伸。 

应当指出，这一策略将在每个新的国家领土开放时被复制。 

我们的长期商业策略将集中在法国大型城镇，然后扩展到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首都，最后

扩展到俄罗斯、南美、亚洲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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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策略：展示和活动 

由于这种地理方法，营销战略的第一个主要阶段基于当地组织。它允许对指定地区的用户进行

针对性获取，并且有着“推广”和“安全订阅”的并行目标。 

这是一个“正常化”Enzym存在及其主要关键点的问题，用来“促进”需要某种形式的教育，最终

促进它们并使它们具有吸引力。它的衡量是基于实地或网上目标的反馈。 

“安全订阅”是基于接受Enzym存在并尝试它的愿望，这是一个让好奇心演变成行动的问题。

目的是下载应用程序，它的反馈来自于从Google Play商店和AppStore的下载次数。 

应该注意的是，街头营销的逻辑是Enzym活动计划的核心，原因有几个：推广邻近性、有影响

力的替代信息、可接受的成本和运营盈利能力。 

户外物理展示活动 

Enzym有许多创新方面，需要用户教育。然而，它不仅是一种产品，也是一种理念的推广，有

必要让目标用户适应Enzym的存在，增加其在潜在用户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并在日常生活中

创造一个进入Enzym的机会。 

物理展示设备分为三个阶段，总是采用大格式（A0或A1，取决于展示空间），带有醒目的

Enzym色（黄色背景，粉色文本），并且非常强调文本（大尺寸字符）。 

以下是一个潜在活动的示例： 

- 第一步：“你会用Z做什么？” 

目标：适应颜色和标志（Enzym的特性）或创造质疑和等待（悬念），问号的出现增

强这种感觉。开放式问题自发地激发了阅读者的创造力，从而加强了视觉元素的使

用。 

- 第二步：仍然是同样的问题，但是有三个基于字母Z的荒谬回应建议（在框内勾选）。

例如：“我会给我的生活增添一种疯狂的激情（Zest）！” 

目标：保持在场并回应悬念，通过幽默创造凝聚力。 

- 第三步：仍然是同样的问题，但是有三个反应建议，展示了Enzym项目的要素。例如

：“我会有很多新的邂逅！” 

目标：宣传项目，邀请下载Enzym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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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组织 

在展示的第二阶段启动的同时，我们将在公共空间启动促销活动。目标将是多重的: 

- 解释产品的特性 
- 分发免费代币以激发用户尝试的欲望 
- 发现实时应用程序并将其安装在手机上 
- 获得海报活动的反馈 

 因此，我们将成立专门的团队，还有绚丽的ENZYM色彩，用来搭讪路人并向他们展示Enzym

。语言元素将基于发现、娱乐、数据保护、缺乏承诺和免费。这些团队将位于我们的市场目标

附近，例如非常活跃的街区，靠近大学和学院。与此同时，我们将接触该市最具象征意义的机

构，为它们提供免费的ZYM，并组织与业主合作设计的更先进的活动。渐渐地，一种动态将

会出现，当地的用户社区将会出现。 

 

全球策略：社区、社交网络和媒体 
 

社区方式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我们希望培养Enzym和社区之间的关系。我们依靠它来支持应用程序

基本模块的开发，比如挑战或者恶名算法。为了确保这个社区的建设和维护，我们不仅会提供

一个平台和工具给社区使用，倾听社区的期望，还会有不同的方式来感谢他们的活动（ZYM

、礼物、大使身份等)。在这样做的时候，Enzym将有一个活跃的跨国社区陪同，他们会围绕

这个项目进行动员。 

大使身份会奖励给最活跃的成员，这将让我们能够一个鼓励“占领”某些地理区域的用户网络。

通过代币奖励大师们的行为，他们将通过分发令牌给新人，推动社区和Enzym。他们将是先行

者, 让我们能够根据分配代币数量指导我们的领土征服策略，这和Enzym在各个城市的利益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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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方案 

社交网络，（根据需要）从Facebook、LinkedIn、Twitter和Instagram开始，将是Enzym通过

付费广告进行的第一次传播，始终根据我们的目标，在地理和人口统计上进行定位。 

付费广告将达成两个目的： 

一方面, 它将呼应当前每场市场营销活动, 加强它们的影响力并将其扩展到数字空间。渠道的

增加拥有增强每条消息的说服力效果的效果, 这一方法和Enzym更加相关，因为它位于真实与

虚拟之间。 

另一方面, 各种活动将根据幽默、娱乐和竞争而独立举办。他们总是会导向礼物, 这一策略在

社交网络上被证明有效，可以创造承诺。礼品将以当地印记 （附近的音乐会或节日邀请, 这一

地区标志性的美食餐厅等等）为标志，他们的有效性将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 以确定哪些最有

动员力。 

应该指出的是, 大使的地位也可以通过这一方式获得。 

 

影响策略：新闻部署和战略伙伴关系 

影响策略是双重的, 因为它基于获得两个截然不同的市场目标核心： 

- “加密狂热者”（Cryptomaniacs），定义在于对于加密货币世界的强烈兴趣，并且通

常也用于新技术。这些人大多是50岁以下的男性。除了这些标准，他们的社会学特征

也有较大差异。 
- “千禧一代”，18至35岁之间，对于社会变化敏感。他们好奇、跨学科、数字友好（但

不一定是技术爱好者），而且相当社会化。他们不断寻找惊喜和创新。 

说服这两种市场目标的方法类似。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找到有影响力的人和专业媒体进行正

确转播的问题。 

对于“加密狂热者”，必须优先重视技术新闻的转播渠道：计算机科学、创新和新技术，数字经

济……除此之外，还有加密货币和新技术世界的影响者们。关于加密货币的专门论坛也是向这

一目标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 

43 



对于“千禧一代”，必须优先重视生活方式、街头生活、流行文化、时事新闻和资讯娱乐节目等

的新闻媒体。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影响者，首先是博客主和视频博客主，他们能够找到使

用的数字工具、“生活黑客”、新趋势和视频游戏等等。 

这两种新闻活动不会被分割，如果他们并行实施，我们可以计算交叉效果。 

大众媒体的新闻活动也考虑到了，但会在后面的阶段。 

我们还计划与地理移动有关的其他组织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数字广告展示将会针对伊拉斯

谟或大学信息的网站，外籍人士的网站，以及陪同人们在新城市安顿的网站。 

 

 

规划制订 

代币分发 

不同阶段 

我们拥有10亿ZYM代币，他们的销售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私募和ICO。 

 

私人促销活动于12月1日开始，将于2019年2月1日ICO推出时结束。在此阶段，买家将获得50

％的折扣。 剩下的ZYM将转移到下一阶段。 

ICO将于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运行，为期59天。 

ICO的减少将减少35％。 减少量将每天减少0.6％，因此在ICO的前59天后减少将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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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时间表和代币估价机制： 

 

 

由于不同国家的ICO法律监管原因，我们将不接受来自中国大陆地区和美国居民的ZYM订单。KYC信息

将被要求、记录和验证，从而让ZYM的交付有效。 

令牌Zym价格日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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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級別的ICO和籌款 

卡波特：確保項目可行性所需的最低金額為800,000美元，或約5,000 ETH（按2018年11月15 

日的價格換算）。如果我們沒有達到80萬美元的目標，這些資金將退還給投資者。 

中上：憑藉12,500 ETH的價值，中鼎為Enzym提供了實現研發和業務快速增長的機會。 

硬頂：25,000 ETH是可以籌集的最大金額。這將是國際市場快速發展的理想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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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分配 

ZYM分配如下： 

 

65%将用于代币销售（私募和ICO）。 

10%将保留给顾问。 

5%将保留给赏金计划参与者。 

10%将保留给平台开发者。 

10%将保留给团队。 

 

代币的逐步分配 

ICO之后，只有在募资期间获得的代币才能在市场自由交易。其余的代币（那些没有在ICO卖出的代

币）将用于Enzym社区的开发，并将通过智能合约逐步解锁。 

48 



 

资金使用 

Enzym想要成为加密货币和本地社交网络的先驱。它的开发需要相当大的努力和一个顶尖的研

发部门。ICO期间所募集资金的40%将用于Enzym平台的开发。 

根据我们加密货币的波动性，公司高达20%的资源将担保为信托货币（美元和欧元），以保证

项目在前6个月的功能性。 

下图是针对募集的500万美元的场景，覆盖了欧洲和北美的启动和市场营销成本。额外的拓展

每个大洲需要2500ETH，加上每种语言需要200ETH（翻译和针对当地文化的深度适应性调

整）。 

更多细节，请参阅《路线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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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 

 

 

 

40%——开发Enzym平台、区块链和智能合约。为会面场所或网络中的交互创造挑战和技术基础。 

 

25%——创造具有强度病毒传播潜力的高质量内容。这将包括制作视频和组织活动。 

 

18%——促进支持会面的场地所有者的社区，聚集Enzym的国际代表和确保分发地点的传播支持。 

 

17%——法律费用，商标备案，会计费用，服务器费用，运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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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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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nzym不仅是移动游戏、会面和当地社交网络的工具，还提供新颖的独特服务，此外，它还在

投资的各个市场上获得了非常有利的地位。它扮演着负责任和有道德的角色：它的目标是让它

的用户在物理和本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真正保护他们的数据。 

第一次，虚拟为真实服务；第一次，约会应用程序不被错误的个人资料阻碍；还是第一次，应

用程序被设计，让它的商业模型和自身用户的利益一致。 

随着Enzym现象在不同地方社区发展起来,它的收入将成倍增加,而提供给用户的服务不会受到

影响。一种新的动力将在和Enzym互为驿站的场所中出现: 玩家将聚集到那里，和陌生人进行 

交流。这种新的社交形式不会止步于各种场所及其门外, 它将影响到建立Enzym业已建立的社 

区的整个生活, 鼓励自发交流, 使邻居之间更加亲近。这款应用的成功将会向公众展示区块链  

可以提供什么, 以及在Enzym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其他更加大众化的DApp。 

但是，如果没有团队，Enzym的前景是难以想象的，它的团队多才多艺，共同致力于应用的出现。每个

人都有一技之长，但彼此之间悉心相伴，尽己所能相互辅助。毕竟，这就是Enzym的全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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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 

Enzym公司 

Enzym是一家法国公司，成立于2017年7月11日，注册资本为38100欧元。公司位于阿尔卑斯

山脚下的塞西内帕里塞。公司的注册地点位于“8C avenue Pierre de Coubertin - 38170       

SEYSSINET-PARISET”。它注册在格勒诺布尔，编号为830 854 630 RCS。 

 

团队 

 

Yannick Barnel 

联合创始人—CEO 连续创业者和加密货币爱好者 

Yannick曾创建过数家公司，包括Bubble Diving SA (60名股东）   

，并且管理过数次募资活动。他热衷于人际关系和区块链技术革

命，并相信他能够帮助制定出目前社交网络的替代品。他喜爱长

期的意识形态辩论，但更倾向于具体目标的实现。 

 

 

 

Sylvain Duchesne 

联合创始兼CTO （资深）软件设计师，密码学背景，企业家，新 

事物爱好者 

Sylvain是区块链和加密的重度粉丝。在研究了计算机安全和密码

学之后, 他加入过几个初创公司, 成为复杂移动应用领域的专家。  

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和狂热的规划爱好者, 他通过寻找最佳工具 

和协调团队的进展，优化我们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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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in/barnel-yannick/


 

Jeremy Coleman 

首席市场官（CMO） 

Jeremy拥有里昂科学研究生学位，擅长公共关系和数字营销。他曾在

阳狮集团担任内部和数字公关工作。之后，他负责过里昂灯节许多的

投资者沟通和公共关系。最后，作为数字转型的狂热支持者，他和各

种当地协会合作。 

 

 

Alfred Gautier 

艺术总监 

Alfred作为平面设计师从AFPA毕业后开展了大量旅行。这丰富并巩固

了他对各种文化和美学的鉴赏能力。此后，他为巴黎著名的机构Axio 

Graphic定期工作，并致力于Enzym的整个视觉形象。 

 

 

 

Théophile Batoz 

软件工程师 

Théophile在格勒诺布尔国立计算机科学与应用数学学院完成计算机

科学的学习后，在加利福尼亚州担任Apple公司的软件工程师。 回到 

法国后，他担任BétonDirect的首席技术官，但仍有时间处理复杂的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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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in/duchesnesylvain/
https://www.linkedin.com/in/jeremycolemanscpo/
https://www.linkedin.com/in/alfred-gautier-036147152/
https://www.linkedin.com/in/theophilebatoz/


 

 

Bertrand Viricel 

UX和网页集成设计师 

Bertrand是前端开发人员, 在最新技术方面也处于前沿。他最近热衷 

于由 Facebook 开发的React和React Native语言。他的优势在于模型   

集成，是我们的参考。 

 

 

 

 

Sophea Sock 

界面和用户体验设计师 

Sophea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设计师。 他专注于界面和网站的设计，是 

名牌设计师和人体工程学功能性分析的追随者。 他参与过许多传统或 

另类的项目，这让他能够设计出专注于人类的创造性体验。 

 

 

 

 

Octave Rolland 

编辑兼翻译 

Octave是一位专注于分析电子游戏的历史、文化和美学的作家。 他 

在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的学习经历教会了他学术和新闻写作、语言哲

学、符号学、人类学和其他人文科学。 这使他对于分析文化和传播有 

了很强大的品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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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in/bertrand-hello-world/
https://www.linkedin.com/in/sopheasok/


Pauline Rochette 

社区运营经理 

Pauline是内容创作者和策展人，打造出在互联网占绝对优势地位的

原创内容品牌，让对手惭愧蒙羞。 Pauline学习艺术、语言和交际， 

并将所有这些与数字营销硕士学位相结合。 她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对Enzym项目充满热情。 

 
 

 

Kevin Fuks 

社区运营经理 

Kevin是一名IT工程师，全职工作之外还研究区块链。 作为加密爱好 

者和3个不同区块链项目的社区运营经理，他在这个领域工作得相当

开心。 凯文离开了6个月，居住在加拿大完成他的学业，并喜欢在节 

日庆典中发现新的国家和新的文化。 

 

 

 

Guillaume Larochette 

社区运营经理 

Guillaume是一位拥有财务经验的社交媒体经理，他在一家法国银行

工作了6年，然后决定去澳大利亚和亚洲开展为期一年的旅行。 之后 

，他加入了两家初创公司，接受社交媒体管理培训，并且支持新的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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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in/pauline-rochette-624ba210b/
https://www.linkedin.com/in/ke-fu/
https://www.linkedin.com/in/glarochette/


顾问 

B2EXPAND —— 技术和市场顾问 

B2Expand在一年前成功启动过一次代币发行，开发了具有区块链技术的视频游戏，在货币化

和游戏维度都很成功。团队还提供咨询服务，在研发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作为一家由加密货币

出资的公司，B2Expand通过在ICO、ICO投后管理和区块链视频游戏设计方面的专业知识，

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导者之一。 

 
Eric Burgel 

B2Expand主席 

 

 

Manon Burgel 

B2Expand CEO 

 

 

Rémi Burgel 

B2Expand CTO 

 

 

Nicolas Paillet 

法律和财务顾问 — 特许公认会计师 

Nicolas是一位专注于ICO的特许公认会计师。 他评估风险，并分享他 

在国际法律问题方面的专业知识。 由于热爱新技术，他以个人名义投 

资了几种加密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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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in/eric-burgel-a4313b5/
https://www.linkedin.com/in/manon-burgel/
https://www.linkedin.com/in/r%C3%A9mi-burgel-1999ab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