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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Fanship是一个新的粉丝平台，致力于为粉丝提供更好的与名人

接触的方法。 粉丝可以利用Fanship平台的服务，积极影响和参与到

他们最爱的名人的成就，同时获得忠诚度和参与度的奖励。 粉丝们还

可以在平台上购买其他地方可能无法购买到的商品和服务。 通过去中

心化的区块链技术，消费者可以使用安全可靠的方式轻松地在世界任

何地方与平台进行互动。 区块链代币可以兑换为独特的物品和服务，

也可以用于去中心化的价值中介，投票和预测市场。 

1. K-POP粉丝圈的演变 

 

韩国外交部、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宣布，截止到2016年，全球K-POP粉丝的数量已经超过3500万，并且比2

014年增长了60％。与韩国政府的官方声明不同，有预测称K-POP粉丝已经达到了3亿。韩国文化产业振

兴院预测K-POP产业价值47亿美元。 K-POP市场的增长与数百万名热情的粉丝为他们最爱的明星所做的

贡献密不可分。与好莱坞或美国流行音乐市场相比，K-POP现象更可能归因于这些热情的粉丝。 

 

K-POP 粉丝圈现象以早期在线粉丝俱乐部社区为中心。这些在线社区的加入条件相当苛刻，不仅如此，

即便在加入后，粉丝们根据社区内形成的等级接触和消费重要信息。因此，粉丝俱乐部成员必须表现出

强烈的团结和忠诚感，才能在这些社区中获得更高的排名。这个强大的粉丝社区关系是非常慎重的，并

因其强大应援后盾，很快就变成了对明星所属公司的敌意。同时，他们对明星有所误解，并且没有透明

分配利润。这些在线社区的目的是通过基于电脑端的信息共享来支持线下活动。因此，在线社区对外国

粉丝来说参与困难。这个粉丝团结构可以被称为'第一代粉丝俱乐部社区'。 

 

基于手机端的SNS平台的激增为海外粉丝们提供了一个没有任何地域限制的粉丝圈平台。 粉丝圈文化已

通过“第一代粉丝俱乐部社区”转变为“第二代粉丝社交网络”。 在第一代中粉丝俱乐部社区共享的

信息，通过第二代粉丝社交网络中的SNS平台迅速传播，并通过与各种附加服务的联动，K-POP产业迅速

成长。Flitto，一个社交翻译服务，初期就需要许多志愿者翻译人员， Twitter上的K-POP新闻被快速

翻译，由世界各地的K-POP粉丝共享。



 

 

现在的K-POP粉丝不仅希望分享明星信息，参加演唱会或粉丝会议，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多元化活动能为

他们最爱的明星带来真实的收益，如取得名誉，提升音乐榜排名，在颁奖典礼上获奖，或者获得更多收

入。因此，粉丝团是非常有组织的，并在颁奖仪式中以明星或战略参与者的名义充当捐助者。另外，我

们希望能够通过专辑购买和各种MD购买来将收入分配给明星。如果粉丝对这些粉丝圈活动存在抱怨的话，

那就是关于信任的问题。粉丝们对他们的投票或购买活动是否能够公平地反映在明星的利益上持怀疑态

度。事实上，就投票服务而言，由于担心结果可能被操纵，粉丝们有许多抗议电话和评论。此外，也有

大量的误解和抱怨称，组织者并未将利润公平地分配给他们的明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解

决“信任缺失”问题的平台。 

 

不仅如此，粉丝圈还想要介入到明星的培养和出道过程，而这是娱乐公司的专属领域。许多粉丝在创建

了Wanna One的电视海选节目中以热情的投票参加了很多周的比赛。由粉丝投票而选出的获胜团队Wanna

 One不仅大受欢迎，而且也在被淘汰的参与者中形成了粉丝圈。这些粉丝圈创立了一个落选者的新团队，

并帮助他们变得活跃，从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偶像团体，如JBJ。 

 

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发现了新的问题。当每个娱乐公司有不同的偶像团体时，就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商

业模式来处理合同以及如何与粉丝圈建立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增强信任”，也需要一个平台来支持粉



丝与明星，及前所未有的通过粉丝和明星之间的直接关系形成的辅助机构之间的新商业模式。 

2. 新粉丝圈平台 

 
 

继第一代粉丝俱乐部社区和第二代粉丝社交网络之后，我们提出一个新型粉丝圈平台。这个新平台以区

块链技术为基础，将通过一个新型粉丝圈生态系统和代币，为世界各地的K-pop粉丝们创造一个新的经

济体系。该平台连接粉丝与粉丝，粉丝与明星，且透明管理平台中的所有活动，从而解决了现有的信任

缺失问题。另外，通过智能合约在粉丝和明星之间构建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是有可能的。我们决定命名这

个新粉丝平台“Fanship”，并命名由Fanship发行的代币为“Fan”。 “Fanship”是“第三代明星/粉

丝融合平台”。 Fanship将从K-POP开始，扩展到粉丝所在的所有地区。我们梦想建立一个新的平台，

在那里粉丝与粉丝，粉丝与明星建立友谊的同时，在“帆船”行程中密切交流，共同航行到目的地，征

服打向最爱明星的巨浪。 Fanship平台和生态系统将以体育精神来创建，以这种精神维持粉丝与粉丝，

粉丝与明星之间的关系、友谊以及它们之间的原则和规定。 

 

K-POP粉丝圈对新技术和文化的发展非常敏感。这很可能是因为形成粉丝圈的人群大多在十几岁到二十

几岁，他们能很快适应新的技术平台，发展成全新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Fanship，一个基于区块链技

术的新型粉丝娱乐平台，可以快速吸引全球K-POP粉丝的原因。 



3. FANS 代币的使用 

 

 

发行的FANS代币可用于Fanship平台的以下领域，且随着K-POP粉丝数量的增加，代币的价值将不断增加。 

3.1 投票 

 

K-POP粉丝非常积极地投票参加各种线下奖项、歌曲排名榜和电视试音节目。K-POP颁奖典礼包括首尔歌

谣大赏（由首尔体育赞助），金唱片奖（由Daily Sports赞助）和甜瓜音乐奖（Melon主办）等。在历

史最悠久的的首尔歌谣大赏上，来自全世界的近100万名歌迷在1月20日举行的颁奖仪式前50天左右，通

过投票软件投出数百万票。在过去三年中，参与投票的粉丝数量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参与投票

的海外粉丝比例从2015年的10％上升到2017年的47％。 

 

与当前投票相关的商业模式是参与CPI，CPA广告进行投票，或在手机应用内付款购买投票权。在这个过

程中，粉丝们对投票结果的公正性没有把握，所以他们想要一种更公平的投票方式。组织者也非常需要

引入粉丝们认可的公平投票方法。此外，赞助商不满意在Google Play或App Store上支付约30％的收入。

因此，我们急需一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投票方法。 

 

公正透明的新型投票平台 



 

Fanship允许粉丝购买Fan代币并参与投票。区块链技术允许透明披露投票历史和实时投票状态。这是大

多数粉丝想要的。希望通过投票进行广告的赞助商可以大量购买FAN代币并将其分发给粉丝们。投票组

织者可通过为颁奖仪式当天通过FAN代币投票的粉丝分配特等座，来增加代币的价值。这样的投票平台

可以应用于韩国10个投票活动，并可以扩展应用到由于投票的公平性而停滞观望的各种新投票活动。 

 

除了大型机构组织的投票外，Fanship的投票功能还允许粉丝在该平台内自由设置问题，享受其他粉丝

的反馈，制作有趣的排名等。您可以锁定一枚代币，并以适合参与者的方式进行分配，以便更多的人可

以参与到您的投票。随着创造这些投票的乐趣的增加，代币的价值将会提高。 

• Fanship 音乐大奖& Fanship 流行榜(周榜, 月榜以及年度排名) 

实时粉丝投票可用于各种投票活动，如在线Fanship大奖。 投票结果由粉丝投票结果决定，Fanship代

币捐赠给明星。 

3.2 支持你的明星 

 

在目前的娱乐商务结构中，有很多活动粉丝们无法亲自为自己喜欢的明星去做。 粉丝能做的不过是购

买CD、听音源、购买演唱会门票或购买明星产品。 粉丝们想知道明星能从这些活动中受益多少。 此外，

更大规模的支持，例如在公交站或地铁张贴生日灯箱、大型广告牌或以明星的名义捐赠，都是在粉丝俱

乐部层面上完成的，而参与这样的机会并不容易。 

 

• 直接给明星的捐赠和礼物 

Fanship允许每个粉丝通过Fan代币向任意明星或粉丝群发送任意数量的代币，这些代币会被转至明星的

钱包，整个过程可透明共享。 您还可以参与到Fanship的各种明星支持功能，并在各种明星活动中使用

任意数量的代币。 

• 支持街头艺人&给予小费 

街头卖艺是不出名的明星直接与粉丝见面的唯一途径。 然而，街头艺人和观众都为卖艺现场收取现金

的方法感到有负担。 因此，在与Fanship注册后，这些街头艺人会在街头卖艺网站上发布由Fanship提

供的QR码，现场的粉丝可以通过使用QR码向明星发送Fanship代币作为小费。这些支持的代币可以构建

为商业模式，即在街头艺人变得流行并且产生利润的情况下流通一部分代币。 

• 支持新出道明星 

据估计，韩国有超过一百万的练习生，他们是否能够出道将完全取决于娱乐公司。 即使他们出道了，

如果不通过广播媒体接触到粉丝，将无法与粉丝见面。 以EXID Girls组合为例，她们在2014年出道后



并不是很受欢迎，正当她们几乎要停止活动的时候，由粉丝拍摄并上传到SNS的“Up and Down”表演视

频被共享后，她们升至流行榜榜首，并很快拥有了粉丝圈。 这就是为什么粉丝们需要应该能够直接评

估和支持那些已经做好准备的明星，以便其能够摆脱以娱乐公司或者大众媒体为中心的格局。 Fanship

是一个可以进行这种活动的平台，并且Fanship代币的构造可以使代币价值可以随着明星粉丝圈的增长

而增长。 

• 慈善活动 

以明星的名义参加慈善、捐赠活动，或帮助弱势群体。 

3.3 商务 

 

• l声轨下载 

由于订阅服务的不连续性，在目前的音乐市场中，只有榜首的巨星获取大部分利润。如果您通过Fanshi

p使用Fan代币收听音源，您可以透明且准确地向音源支付费用。此外，Fanship还提供各种附加服务，

例如购买明星的声源或向明星名下的公司捐赠1％的连续播放费用。这个健全的收入分配平台新概念将

成为许多地下艺人的新机会。粉丝们会为通过流媒体购买或收听，从而使艺人获得公平收入而感到非凡

的回报和快乐。 

• l明星商店（演唱会门票，特别活动拍卖，明星商品等） 

明星的商品和演唱会门票可以从Fanship商店购买。特别是为了提升代币价值，您可以出售限量版明星

商品，或出售演唱会门票，为已购买代币的粉丝提供特等座席座位。在明星商店，我们开发了各种特殊

产品，如明星餐，与明星一同旅行，旅行票等，为粉丝们提供新的乐趣，为明星和经纪公司创造额外的

利润。此外，这些产品的开发可以轻松通过明星或其经纪公司进行，从而有助于提升代币价值。 

• Fan-to-Fan (F2F) 交易商店 

交易商店允许粉丝们处理各种明星官方商品。 目前，明星经纪公司对这些交易持有负面看法。 但据估

计，这些交易的黑市规模非常大。 因此发展这样的交易并其透明共享是有可能的。 如果将一定比例的

利润分配给明星，经纪公司的负面观点也将会得到解决。 

在这个交易空间里，不仅是官方明星产品，而且粉丝们制作的各种明星相关作品（粉丝艺术，粉丝图片，

照片，图像等）都可以进行交易，使得收入公平分配给创作者、卖家、附属机构和明星。 同时，也允

许明星在F2F空间里拍卖展品，如果需要的话，也允许明星捐款。 

3.4 创建你的专属活动 

 

在Fanship, 粉丝或者明星可以创建自己的专属服务或活动。 

• 众筹 



粉丝们可以使用代币参与众筹。 粉丝们可以参与筹款活动，如主演电影、演唱会、录音等，并从中获

得收入。 这对新人或地下艺人来说是一个新的机会。 不仅如此，您还可以透明地看到所投资的代币是

如何被使用的。 

• 特别演唱会及粉丝见面会 

粉丝们可以邀请明星举办特别音乐会，或为特定团体举办粉丝见面会。 Fanship平台使这种协议成为可

能，同时也可以轻松管理和共享合同和代币结算。 

• 明星学院 

明星将根据自己的需要开设课程，学生以代币付费，明星在一段时间内教学生唱歌、跳舞和表演。 全

世界各地的粉丝都可以参加课程，无论他们在哪里，都可以通过代币轻松付费。 

Fanship还可以进行明星测验、明星问答及许多其他的服务和活动。 随着越来越多的有趣独特的服务和

活动的创建以及参与者数量的增加，代币价值会提高。 

4. Fanship代币 

 

 

Fanship代币将成为Fanship平台上唯一接受的货币。 这些代币将以去中心化的区块链为基础，使用工

作量证明或权益证明共识。 更具体地说，它可能会被用于现有链条上的资产或智能合约，例如以太坊

的ERC20合同标准。Fanship Foundation将创建并流通100亿枚固定数量的代币。 

Fanship代币概况 

代币名称   FANSHIP代币 

缩写           FANS 

代币发行者   Fanship Foundation 



代币种类   ERC-20 

代币总量   10,000,000,000  

代币价格   $0.01 USD 

4.1 代币流通 

 

 

 

4.2 赏金，社区，空投和合作伙伴 
 

这些代币将作为激励措施分发给服务供应商、社区或合作伙伴。 分配这些代币的一般规则是，分配的

预期值大于由Fanship Foundation决定的市场中代币的稀释。 

 

举个例子，在平台上注册一个新的名人或组合可能需要一些代币作为激励。 但是只要团队对平台的价

值估计大于赋予他们的代币成本，Fanship Foundation就会促进这种交流。 通过这种方法，Fanship平

台能够成功地在各个阶段不断增加新的合作伙伴。 

 

另一种分配方式是空投。 向新成员提供10美元或100美元的代币对于Fanship平台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可以提高认知度，鼓励使用并扩大社区，也将鼓励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入。 

4.3 资金分配 

 



 

 

4.4 Fanship代币的购入与使用 
 

多达20％的代币可以每个0.01美元的价格从Fanship Foundation购买，直到平台发布或售罄。二级市场

或交易平台可能提供收购Fanship代币的资源。所有合法购入的Fanship代币都将被接受为Fanship平台

上的付款方式。 

 

作为早期支持者的奖励，一旦平台运行，在特定项目中，代币可以按照每个0.10美元的价值兑换。 

 

此外，随着平台的增长，代币的用途也有望增长。 Fanship平台上的商家今天可能接受100个代币以兑

换某商品，但将来他们可能为同一物品要价10个代币，因为Fanship代币的价值增加了，而成本保持相

对稳定。 

 

Fanship平台上的商家也可能为拥有特定数量的代币持有者提供特殊的奖励级别和活动访问权限，从而

有助于持续提高需求。例如，舞台后台活动通行证是非常有限的，而这些通行证可能首先向拥有100万

枚的Fanship平台成员提供，然后是拥有10万枚代币的那些成员等等。 

 

由于Fanship代币在平台上为商品和服务所消费，它们也将以现行市场价格或由Fanship Foundation确

定的价格进行回购。 

 

  



5. 路线图 

 

 

6. 法律声明 

 

Fanship代币本质上是一种功能型代币， 除非买方国家的法律禁止该国公民购买任何类型的数字资产，

否则没有任何限制将其出售给任何国家的居民。 购买Fanship 代币，即表示您同意遵守当地法律。 

 

7. 专业术语 

 

1. 区块链 - 一项通过共识机制实现去中心化信任的技术 

2. 买方 - Fanship代币的购买者 

3. 名人 - 一个被广泛认知的人 

4. 代币(Coins) - Token的另一种说法 

5. CPA - 每个广告成本(Cost per Advertisement) 

6. CPI - 每次印象成本(Cost per Impression) 

7. CPM - 每千次印象费用(Cost per Thousand Impressions) 



8. 粉丝圈 - 一群志同道合的粉丝为支持自己的兴趣共同策划的社区 

9. Fanship平台 - 粉丝互动的新平台，接受Fanship代币作为货币 

10. Fanship  Foundation  - 一家离岸注册公司，负责发行和管理Fanship代币的分发和托管，并

确保正确使用资金来开发Fanship平台 

11. Fanship代币 – “FANS”是一个区块链资产或智能合约，固定供应量为100亿个单位，可分为

8个小数位。 

12. 偶像 - 名人 

13. K-POP - 韩流（Korean Pop） 

14. 会员 - Fanship平台的用户 

15. 商家 - Fanship平台上的卖家 

16. 明星 - 名人 

17. 代币（Tokens） - 智能合约中的区块链资产或账户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