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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LiveEdu是一个分散的点对点项目学习平台，旨在帮助人们在未来技术中提高工作技

能。 LiveEdu正在建立YouTube在线教育。我们正在从YouTube中选出一个类别，并将 
其构建为一个更大的类别。就像Twitch把游戏带出YouTube并将其打造成自己的大型

垂直网站一样，LiveEdu正在将YouTube的在线教育列入其中。该网络的主要参与者包

括、内容创作者、受众、主持人、API 开发者、高等院校、学校、图书馆、企业和第 
三方在线教育公司。我们是一家现有企业，团队成员来自亚马逊和Y-combinator。
LiveEdu正在从七大主题着手构建世界上最大的项目学习网络，即：编程、游戏开发、

数据分析、设计、增强和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我们的网络将在2019年面

向所有主题全面开放。我们的目标是开发一个分散式的在线学习网络，不依赖于学习

理论，而是通过使用真正的完整项目实际的职业技能。项目创建者创建教育项目以获

取每月收费，及通过观众从项目中学习而获得终身使用费。我们正在模拟Steemit的标

记模型并将其应用于LiveEdu。本文中，我们对项目学习、区块链LEDU智能合约代币

的代币机制，以及我们计划如何将LEDU全面整合到整个网络中所能带来的好处进行了

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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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言和执行摘要 

1.1.执行摘要：  
LiveEdu 是一个分散式的点对点项目学习网络，旨在帮助人们在未来技术中提高工作 
技能。该网络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内容创作者、受众、主持人、API 开发者、高等院 
校、学校、图书馆、企业和第三方在线教育公司。我们是一家现有企业，通过该域名

www.liveedu.tv可以对我们的网站进行访问。我们正在将 Steemit 引以为傲的博客应用  
到在线教育市场。我们的团队成员来自亚马逊和 Y-combinator。LinkedIn 以 15 亿美    
元的价格收购了 Lynda.com，而 Lynda 是在 20 年前成立的。LiveEdu 今天正在打造      
下一代的 Lynda.com。自 2015 年底推出我们的 Alpha 版本以来，来自 194 个国家的        
1,000,000多名用户使用了我们的产品，他们重点关注的是软件开发项目。超过13,000 
个流媒体（内容创作者）创建了 20 多万条视频内容。2017 年，我们推出了旗舰项目   
，并增加了六个新的主题：游戏开发、数据分析、设计、增强和虚拟现实、人工智能

和加密货币，从而扩大了主题的数量。  
 
LiveEdu 主要有两种类型的项目，即旗舰项目和非旗舰项目。就ICO本身而言，只有旗 
舰项目才会被标记化。与非旗舰项目不同的是，旗舰项目是教育性的、叙事性的、结

构良好的，并且生而就瞄准教学这一唯一目的。它是 LiveEdu 已开始集中关注的主要  
项目类型。  
 
还没有在线项目学习平台来教授（已通过初学者阶段的）大学生和专业人士如何创建

完整的产品。LiveEdu并非针对初学者，而是针对在一个领域具有基础入门知识的人

士。大学生和从事该行业的专业人士会使用 LiveEdu。他们来自美国、中国、欧洲、 
巴西，会利用项目来学习如何创建完整的产品。  
 
区块链公司分为两种类型，协议和应用程序块链公司。LiveEdu就像99％的公司运营

ICO，是一家应用程序区块链的公司。我们正在使用ERC20标记化机制在现有区块链

（即以太坊）之上构建我们的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LiveEdu正在使用相似的区块链智

能合约机制Steemit。 我们在我们的网络中使用LEDU区块链智能合约进行支付和奖 
励。 大约三年后，我们将在建立我们的外部生态系统之后推出我们自己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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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Edu网络是一个非常适合区块链智能合约标记化的经典模式。区块链使供需双方的

关键产品开发决策分散化。标记化将帮助 LiveEdu 在供需双方更快地构建自己的网络  
： 
 
供应方 

● LiveEdu 本身并没有塑造任何内容，反而它提供点对点项目学习网络联合了世
界各地的流媒体和受众。 

● 我们计划使用标记化作为关键方法来解决“鸡与蛋市场”（chicken and egg 
marketplace）的问题，那就是以LEDU代币和金钱作为激励苏给早期创造项目
者。 

● 标记化会让 LiveEdu 与内容创作者纠合，因为双方都会有长期的共同兴趣在于
LEDU代币。 

● 我们也计划采用那些在ICO有专业领域的投资者来创造项目。因此我们看待ICO
是一个能与有潜在的创造项目者建立深厚关系的方法。 

 
需求方 

● LiveEdu 的成功率就要靠创造受众所要求的内容。目前为止，流媒体所定下的
项目常常偏离受众所要观看的。标记化会让受众（也就是使用代币者）提交或
以投票方式来决定项目。这会把 LiveEdu 从一个供应方驱动的市场发挥成一个
要求苛刻的市场。 

● 标记化能使 LiveEdu 拥有自己的付款货币，深深嵌入了自己的产品以及可以被
使用在各各支付交易。 

● 标记化能让 LiveEdu 奖赏网站支持者，版主和API开发者透过使用LEDU代币，
并不会失去金钱价值，减少业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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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U代币持有者受益于： 
● 年收入的20％用于从市场回购代币。 
● 收到订阅LEDU代币的10％被烧毁 
● 投资者能使用LEDU代币对网络中的关键决策进行投票的能力。 
● LEDU网络通过增加中文，俄文和西班牙和葡萄牙文项目的增长。 
● LEDU网络在2019年开放，涵盖所有主题。 

 

LiveEdu 并没有与任何现有在线学习平台竞争，那是因为它本身专注于实际项目（项

目学习）和那些已经通过初学阶段的使用者（初学者，中间人和专家）。和间接竞争
者（Lynda,Pluralsight,Udemy）相比: 

● LiveEdu 并没有昂贵的内容制作成本。 
● LiveEdu 的项目完成速度快（少于一个月）。 
● LiveEdu 只使用项目学习。 
● 确实的实际项目和实际生产水平的工作。 
● 学习者可以观看怎么样建立一个完整的产品。 
● LiveEdu 具有实时的交互式问答聊天。 
● LiveEdu 是一个点对点项目学习网络(分散式),这一点给予更广大的内容创建

者池。 

 
LiveEdu 是个已存在的开发产品，具有货币化模式和经验丰富的团队。 LiveEdu 由 
Dr.Michael J.Garbade （创办人和CEO） 带领 。有史以来自从公司被建立，我们的主
要团队（Alex Zhukov 和 Ilya Toka）已在共同合作。身为一个年轻的组合，我们的团

队具有业务人员，教育工作者，后端IT工程师，前端IT开发人员和技术营销人员，他
们都拥有在亚马逊, General Electric, Photobucket, Rebate Networks, Lashou 和 
Mail.ru的工作经验。因此，我们的组拥有广泛的领域专业知识在于教育以及视频流空
间。此外，我们的组花了两年的时间创造了LiveEdu，已经收集大量的用户获取，内容
管理，货币化模式，无价值的用例和市场数据。  
 
LiveEdu 商业模式的唯一改变就是将焦点从非结构化的随意流式传输（非旗舰项目）
转移货币化项目（旗舰项目）。我们拥有周全的设施与能力根据 ICO 扩大 LiveEdu 网
络和业务： 

● 我们拥有具有着体验建设教育和视频流产品的完整队伍。 
● 我们的队伍在于技术上强大。我们的流媒体和视频基础设施使用了50全球边缘

服务器从头设立起。 
● 没有团队风险 – 是由一个完整队伍组织。 
● 没有产品开发风险 – 不是从零开始做起。 
● 广泛的数据，经济高效的用户获取渠道。 
● 完成了获利实验和订阅模式。 
● 超过13,000个内容创作者，无需付费营销。 
● 现有用户可以被具有吸引力的经济模式有所保留。 
● 强大的受众对满足其需求的项目感兴趣。 

 

我们的目标用户者是对现场和视频流有所熟悉的。现场和视频流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的活动。流媒体平台，例如：Twitch, YouNow and Meerkat， 已普及现场直播，此外
Youtube 普遍了视频流。这些流媒体渠道提供了网上娱乐；而 LiveEdu 把焦点注于在
网上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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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Edu 将会创造世界上最大的项目学习网络。自学电子学习(e-learning)在2016年全
球收入产生大约466亿美元。  LiveEdu 的任务具有大胆性，聚集焦点在在线学习市

1

场。我们将焦点聚集在开发一个分散的在线学习生态系统，不依赖于学习理论而是实

际的职业技能，通过使用真正的完整项目。点对点项目网络可以联合了世界各地的流
媒体（内容创作者）和受众（学习者）。流媒体将会创造教育项目。每当受众观看流
媒体的项目，流媒体可赚取终身每月的特许权使用费。 
 
LiveEdu也试图通过教育大学生和专业人士关于加密货币来向大众推广加密货币；通过

涵盖基础，区块链挖掘，比特币（Bitcoin），以太坊（Ethereum），安全和ICO的实

际项目。 
 
LiveEdu 的代币叫“Education token”（教育代币），缩写“LEDU”, 基于以太坊（

Ethereum）ERC-20标准。LEDU 代币将会被完全集成到 LiveEdu 的所有核心模块和事

务中；它将会用于在金融交易的付款方式来奖励项目拖缆，受众，站点管理员和API生
态系统开发人员。至于在预先ICO阶段，只能以ETH,BTC,LTC和金钱（欧元，美元，

Paypal）采购。但是在于公开发售只有BTC，LTC和ETH将会被接受。对于ETH投资来

说，有100万美元的软限制和800万美元的硬限制（非ETH投资不计入硬限额）。为了

执行这个ICO，LiveEdu与有信誉和经验丰富的ICO技术咨询公司“New Alchemy”合作，

指导 LiveEdu 在ICO的各个方面。LiveEdu 在 Mashable，Venturebeat，TechCrunch，
Habrahabru，Spiegel，Opensource.com，Pingwest，Businessinsider以及中国，巴西

和俄罗斯的许多领先的科技博客中都有被展示。  
 
 

1.2 项目历史和阶段性成就 
LiveEdu 目前存在。在2015的年尾，在 “Livecoding.tv” 的名字下我们已经推出我们的

测试版本，当时我们专注在于编程课之类。在2017年，我们更名为“LiveEdu”，扩大了

内容主题，专注于货币化项目。自推出以来，LiveEdu已被194个国家的100多万人使

用。超过13，000位内容创作者已创造多过20万个视频内容。一些主要的项目阶段性

成就包括：  
● 在2015年底推出了Livecoding.tv。 
● 宣布在Reddit上启动，其中包括3000人的预注册。 
● 加入Y-combinator。发布导致添加HTML5流媒体和LiveEdu API的测试版本。 
● 添加亚太流媒体群集，自适应比特率流媒体（Adaptive Bitrate Streaming）。 
● 在2017年重新打造LiveEdu品牌，增加订阅模式，项目，六个新主题并发布新的

网站设计。 

 
 

1 "ELEARNING MARKET TRENDS AND FORECAST 2017-2021."  
Docebo E-learning. 
https://eclass.teicrete.gr/modules/document/file.php/TP271/Additional%20material/docebo-elearning-t
rends-report-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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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团队，ICO顾问和合作伙伴 
LiveEdu.tv 的母公司是在加利福尼亚州（CA）旧金山（San Francisco）合法注册的 
LiveEdu Inc.。LiveEdu Inc.拥有英国子公司Livecoding Ltd。我们是一家远程分布式公
司，团队成员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我们的年轻的组合具有业务人员，教育工作者
，后端IT工程师，前端IT开发人员和技术营销人员。我们的核心团队成员自推出以来
一直相同; Dr.Michael J.Garbade，Alex Zhukov 和 Ilya Toka。 
 
Dr.Michael J.Garbade是一位连续创业者，混合业务人员和Python工程师，喜欢在
Python，Django和Sencha Touch中构建应用程序。他共同创立并退出了电子商务现金
返还平台Kyuda，并为Rebate Networks的多家初创公司经营业务。他曾在亚马逊，通
用电气和Photobucket工作。从过去的项目中，他在使用Wowza，NGiNX RTMP和Red5
构建现场音乐和视频流应用方面经验丰富。他拥有商业管理和物理硕士学位以及金融
博士学位。他会英语和德语，曾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工作过。在LiveEdu，他是CTO，
也负责业务运营。他参与了多个比特币和加密货币初创公司。几年前，他在Android，
iOS和网上构建了比特币教育测验手机APP Bitcoinmillionaire。最初是作为个人项目创

建的，他计划将其添加到LiveEdu的项目列表中，并开放源代码，以便其他开发人员可
以进一步开发它。 
 
Alex Zhukov是一位经验丰富的Python和Django（从Django 0. 96开始）开发人员。除
了Python之外，他还使用了现代JavaScript，React.js，Go和Erlang / OTP。他是一位
自学成才的程序员，拥有放射物理学硕士学位，他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ISP公司（包括
诺夫哥罗德数据通信公司 Novgorod和Alphacom公司）担任软件，系统和网络职位。
在LiveEdu，他开发了后端Web应用程序。 
 
Ilya Toka是一位经验丰富的JavaScript开发人员，具有构建React.js应用程序的经验。
除了JavaScript，他还会掌管HTML，CSS，Jekyll，Django，Sass，Gulp，Webpack和
Git。他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程序员，曾在多家公司（包括Criterion和NGO）担任不同
职位。在LiveEdu，他开发了应用程序的前端部分。 
 
贴上ICO后，我们计划扩大我们的团队以填补关键职位，包括经验丰富的营销主管，
销售主管，产品经理和课程负责人。运行技术上完美无瑕的ICO对于以前从未做过的
创业公司来说是一个挑战。因此，LiveEdu在早期与知名和经验丰富的技术ICO咨询公
司“New Alchemy”合作，他们指导LiveEdu在ICO的各个方面，包括：智能合约，代币

安全，代币机制，代币分配，白皮书和代币部署。董事总经理,Peter Vessenes ,领导

New Alchemy。他在2011年推出了第一家由风险投资支持的比特币公司，是比特币基
金会的联合创始人，并拥有反比特币的匿名专利。他在New Alchemy的团队成员是业

务发展，投资银行和筹款领域的专家。New Alchemy 经营并且管理筹集了2亿美元的
多个ICO，包括Monolith Studios，Funfair和TokenCard。 Funfair ICO在四个小时内筹
集了26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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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问题和产品解决方案 
许多学生和专业人员的梦想是建立真正有实际用途的产品。但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并不
多，因为他们缺乏从编程，游戏开发，数据分析，设计，增强和虚拟现实，人工智能
或加密货币等领域构建产品所需的真正技能。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在网上进行任何
主题的入门课程，并说他们成功的完成了。Udemy和Lynda并没有教导学习者如何从
始至终建立真实的产品。许多学习者在学习基础课程之后就放弃了，因为他们缺乏真
实的学习应用。初学者可以在网上轻松找到学习地点，比如在 Udemy，Pluralsight或
Lynda.com学习基本入门课程。那些课程是基本的，并不一定教会学习者建立实际产

品所需的实际技能。学习者被卡住的地方是每当他们学习初级课程完毕后想要建立真
正的产品的时候。网上并没有平台教导学习者如何构建真正的产品。这是LiveEdu所要
解决的确切问题。专注于已经具备基本知识的学习者，LiveEdu使用实际的项目来教导

学习者如何从头开始构建真实的产品，并给他们下载和练习的项目文件。LiveEdu 本
身并没有塑造任何内容，反而它提供内容创造者一个用于教授项目的货币化网络。使
用LiveEdu学习者可以： 

● 观看并学习如何构建完整的产品。 
● 观看会议现场或作为存档视频。 
● 下载视频和项目文件来练习。  
● 在交互式实时聊天中获得问题的即时答案。 
● 建立一个有支持性的点对点知识共享社区。 
● 提高就业市场技能，在职业生涯中赚更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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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市场与竞争分析 
 

截至2015年，全球电子学习市场总值达1650亿美元，并准备“在未来十年以年均复合
增长率7.2％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25年达到约3250亿美元”。  自学电子学习在2016

2

年创造了466亿美元的全球收入。这收入来自一些的地区包括北美，亚洲和欧洲。目
前这三个领域的收入分别为23.3美元(北美)，10.9亿美元(亚洲)和90亿美元(欧洲)。   

3

 

 4

 
在这个市场中，一些最大的玩家包括作业帮，决胜，轻轻家教，网龙，Udemy，
Coursera，Udacity，Lynda和Pluralsight等平台。在中国，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

在内的几家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也已经与大学合作进入商业和电子教育市场。全球更多
的人正在采用这些学习平台，以提高他们的技能，以满足一些新的工作的实际要求，
以及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行业中出现的趋势包括实时流式学习，点对点学习，高级自
学，项目学习，导师式学习，游戏化学习和小组学习。请留意，增强和虚拟现实、人
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教育的市场是新生的，并没有被任何玩家所覆盖。 LiveEdu不直接
与现有的在线学习平台竞争，因为我们专注于实践项目（项目学习）和已经通过初级

阶段（职位初学者，中间者，专家）的用户。 
 
LiveEdu专注于中级到高级的教育水平，而其他现有的在线教育网站主要专注于初学
者。我们解决受众开始学习新技能的主要原因：构建产品。我们不当Coursera，
Udemy或Udacity作为竞争对手; 而是作为有潜在的合作伙伴。我们将他们视为客户和
分销合作伙伴，并计划通过我们的API将我们的内容联合起来。这些网站对于初学者学

2 “E-Learning Market Size- Industry Share Report, 
2023.”https://www.gminsights.com/industry-analysis/elearning-market-size 
3 "ELEARNING MARKET TRENDS AND FORECAST 2017-2021." Docebo E-learning. 
https://eclass.teicrete.gr/modules/document/file.php/TP271/Additional%20material/docebo-elearning-t
rends-report-2017.pdf. 
4 Ibid. 

8 
 



习理论和介绍性主题非常有用。LiveEdu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内容，而是强调教会那些
高于这些网站水平的受众如何构建一个完整的产品，例如VR游戏，AI Bot，比特币自
动交易商。你可以相像Coursera，Udemy和Udacity是幼儿园，而LiveEdu是高中。 
 
与Lynda，Pluralsight和Udemy等间接竞争对手相比： 

● 间接竞争对手的内容制作成本很高，而LiveEdu的成本低于500美元，以创建一
个完整的项目。 

● LiveEdu的项目生产速度快（少于1个月）。 
● LiveEdu只使用项目学习。 
● 真正实用的项目。真正的生产水平工作。 
● 您可以学习如何构建完整的产品。 
● 交互式问答聊天实时讨论。 
● LiveEdu是一个分散的点对点网络，可以给予更广大的内容创建者池。 
● LiveEdu灵活，可以更快地创建新兴技术项目。 

 

2. LiveEdu 网络 和 API 生态系统 
2.1 主题和类别列表 
LiveEdu 涵盖7类主题: 编程，游戏开发，设计，数据科学，虚拟和增强现实，人工智
能和加密货币。这七类主题中的每一个都包含着自己的子类别。 LiveEdu最初专注于
編程主题的项目。目前为止，编程仍然是内容量最大的主题。2017年8月又推出了六
个主题，LiveEdu正处于开发重要内容的初期阶段。部分ICO收益将被用于激励流媒体
来创建项目。 
 
 
編程 数据科学 人工智能 虚拟和增强

现实 
(VR & AR) 

设计 游戏开发 加密货币 

目前在 
LiveEdu 

数据可视化 
 

机器学习 移动VR 标志设

计 
游戏开发 加密货币基础 

 大数据 机械操作 桌面和控制
台VR 

智能手
机APP设

计 

游戏制作 区块链挖掘 

 数据分析 自然语言
处理 

 

VR游戏 Web应
用程序
设计 

虚幻引擎 
 

比特币 

 文字处理 自驾车 
 

增强现实 艺术和
插图 

Love2D 
 

以太坊 
（Ethereum） 

 数据仓库 电脑视觉  UX设计 Unity 安全和黑客 
 数据挖掘     ICO 
 Wolf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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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产品特点：直播、视频、聊天 
LiveEdu的内容是围绕项目组织的。每个项目都包含一个直播频道，视频项目播放列表
和实时聊天窗口。每个直播流都会自动以视频形式存档。 LiveEdu为内容创建者提供
了通过直播或离线录制来交付项目的能力。LiveEdu 主要有两种类型的项目；即旗舰

项目和非旗舰项目。交互式实时聊天是内容创建者和受众之间的问答交流的主要模
式。学习者提出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并与其他学习者交流。学习者打开直播时，他
可以看到直播频道，聊天窗口，项目说明，课程表和下载资源。直播可以预先安排或
不安排，并实时交付。课程表包含所有预先宣布的直播信息。为了避免错过任何直播
，学习者可以订阅内容创建者，并在流媒体直播时收到通知。直播视频和视频可以用
HTML5或Flash进行观看，并以三种质量格式（480p，720p和1080p）提供。尽管
LiveEdu还没有拥有自己手机的APP，但是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的HTML5中可以观

看流媒体和视频。内容创建者可使用流媒体软件客户端Open Broadcaster Software（
OBS）将他们的电脑，音频和相机传输到LiveEdu流媒体源服务器之一。 
 
 
 
2.3 项目 
项目创建的唯一目的就是教导学习者。它们是完全叙述性的，结构化的，包含起草良
好的项目描述，每周安排一次，并有可下载的项目资源。项目的创建经历了严格的内
容调节过程，以确保最高的质量标准。创建项目需要内容创建者花时间准备内容。 
为项目选择的内容创作者具有广阔的，真正的行业经验，他们至少有四年的工作经

验。他们拥有教学和分享技能，来培养和教育下一代，以帮助提高他们的实际职业技
能。在LiveEdu上，实时流项目的 “旗舰” 选项卡下显示 “实时” 项目。为了决定要创建
哪些项目，我们在网站上有一个项目请求委员会，在这里学习者提交项目建议，然后
其他学习者可点赞或不赞想法。 
 
下面列举了数据科学和编程领域的例子，它们展示了LiveEdu如何教导学习者如何构建
真正的产品： 
 
项目主题：Python数据分析和可视化 
 
Ryan Schuetz，来自美国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USA）的开发者，拥有八年以
上的经验; 涵盖了构建完整且可操作的分析仪表板的各个方面。学习者会被教导所有
的步骤和概念，从建立一个新的Django项目，建立一个ORM模型，业务逻辑，数学函
数和使用JS库（例如：D3，NVD3，Charts.js）可视化数据开始。最终，学习者将能够

创建自己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应用程序。 
 
项目主题：如何用Node.js创建一个交往网页应用程序 
 
乌克兰敖德萨（Odessa,Ukraine）的软件工程师Igor Kuzmenko居住在瑞士巴塞尔

(Basel,Switzerland);详细解释了学习者如何使用Node.js，MongoDB和React.js来快速
构建产品。他有大约八年的产品运输经验，并成立了两家初创公司。在这个项目中，
Igor涵盖了创建约会网站的所有细节，以便学习者可以从头开始构建，添加自己的功
能，并适应其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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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题：机器学习模型：Python Sklearn和Kera 
 
来自德国纽伦堡（Nuremberg, Germany）的数据科学专家Andrey Bulezyuk，在
Python方面拥有超过五年的经验;教导学习者如何创建两个简单的机器学习应用程序来
解决分类问题。尽管如此，这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因为他们试图“预测”的数
据是股市数据。学习者可以看看两个完全不同的图书馆; Sklearn和Keras。在进入主要
任务之前，他们可以看到机器学习中的 “Hello World” 是什么样的。之后，他们会学习

numer.ai并使用它们的预定义数据集。 
 
LiveEdu现在专注于“旗舰项目”，因为它们为学习者提供了比非旗舰项目更大的教育价
值。此外，学习者愿意为他们付钱，因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教育价值。学习者每月按
9.99美元到19.99美元的价格订购，具体数量取决于主题。LiveEdu 也有季度，双年度
和年度价格套餐。下表说明了订阅价格包。我们使用B2C模式的消费者为重点开始了
货币化，但是我们的主要持续收入来自于批量订阅购买者，例如：公共机构（高中，
图书馆，学院），企业（B2B）和其他已建立的在线学习平台（bootcamps， Udemy
，Lynda，Codecademy，Udemy，Pluralsight）。我们计划在一年内开始批量订阅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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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LiveEdu API 生态系统和第三方应用 
由于LiveEdu试图将自己定位为全球主要的学习网络，API支持将其变为现实。身份验

证和访问控制使用标准且广泛支持的OAuth2协议执行。该API可通过HTTPS使用，并
遵循RESTful协议。第三方开发人员可以在LiveEdu API之上构建自己的完整应用程
序。这些可以是机器人，手机APP，网站，小部件或插件。由于用户主要是软件开发

人员，因此提供他们API访问功能可以使最终用户能够完成网络无法完成的任务。其中
一个例子是LiveEdu流媒体Iamvalerio，它在使用API来构建一个LiveEdu Android APP
。  
 

3. LiveEdu LEDU 代币模式 

3.1. 学习和专业发展的分散化 

学习的分散化是教育模式的转变，即从传统学习方法到现代的方法，而所获得的知识

可透过项目学习，点对点学习，实际学习或干中学。  与传统教学的学习方法对比，
5

分散式的学习是多维性的。由于学习的转变，从大学提供的正式机构培训到非正式的
职业导向学习，学生和专业人士正寻求实际学习。根据Online Learning Consortium 
2016 的报告，过去10年，每年有超过580万人注册网络教育。  根据Class Central的研

6

究所发现，至少有5800万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参加一个在线课程。  此外，另方面
7

关于分散式的点对点学习归因于昂贵的大学学费。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则新闻报道，
昂贵的大学学费使学习者寻求替代学位。如今学习者和专业人士宁愿选择简明及技能
导向的培训，例如：在线课程和集训。  对于高需求的职业，尤其是从事编程，游戏

8

开发，设计，增强和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等领域的相关工作，非正式的学
习是唯一能让学生获得必要的技能。 
根据John W. Thomas的研究论文，点对点学习是透过学生的相互反馈，并且互相学习

以解除误解和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法。  学习网络，如LiveEdu是基于项目点对点学习，
9

使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有机会交换想法及互相学习。 
项目学习是一种非正式教育，可透过亲自参加或实时观看项目来学习。根据两位澳洲
人Julie Mills和David F. Treagust的研究论文，编程和设计的项目需要许多人手互相合
作。倘若学习者可通过实时观看项目来学习，他们将可以学到许多全面和实际的知识 
。 干中学的过程可以展示分散式的学习。根据Anzai，Yuichiro和Simon H.A的研究报

10

告，干中学的方法不仅让学习者熟悉理论模式，也让他们对实际任务熟悉。  11

 
 

5 
https://www.european-agency.org/sites/default/files/Decentralisation%20in%20Education%20Systems
.pdf 
6 https://onlinelearningconsortium.org/news_item/report-one-four-students-enrolled-online-courses/ 
7 https://www.class-central.com/report/mooc-stats-2016/ 
8 https://techcrunch.com/2016/02/26/linkedin-and-the-golden-age-of-american-education/ 
9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William_Damon2/publication/223299779_Peer_Education_The_
Untapped_Potential/links/563a44cb08ae337ef29841e3/Peer-Education-The-Untapped-Potential.pdf 
10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46069451_Engineering_Education_Is_Problem-Based_or_
Project-Based_Learning_the_Answer 
11 Anzai, Yuichiro and Simon H.A , 1979, ”The theory of learning by doing”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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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LEDU智能代币应用 
每当学习者，内容创作者，网站审核人员或生态系统参加者在LiveEdu完成一项活动，
这代表着LEDU代币正在创建中。LEDU代币将整合到LiveEdu的核心模块和交易内：所
有金融交易的一种付款方法；以奖励项目创作者，学习者积极的态度，网站审核人员

和API生态系统开发人员。当LEDU代币可开始使用以及整合到LiveEdu网站内时，以下
的图表展示如何在我们的网站和流动应用程式使用LEDU代币。 
 
所有新和现有的LiveEdu客户将获得LEDU代币钱包。除此之外，每一位LiveEdu用户将
获得免费的代币作为期初余额。每一位在此网站创建账号的新用户将自动获得钱包以
收集代币。钱包甚至可以用于所有用户的代币交易。 
 
 
 
 
 
 
 
 
 
 
 
 
 
 
 
 
 
 
 
 
3.2.1. 面向所有金融交易的支付方式 
 
LEDU代币将代替以法定货币支付的方式，成为用户订阅和捐款的主要支付方式。如今
，Stripe和Paypal是LiveEdu的金融交易的支付方式。Paypal的手续费是依照买方的位
置，因此缺乏了透明度，给LiveEdu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当LEDU代币处于可以完全使
用的状态，用户可以用代币支付他们‘一次’，‘三次’或‘全部’的订阅费用，无需使用信用
卡或Paypal账号。欧洲和亚洲的用户可以通过他们的银行账户购买LEDU代币并用
LEDU支付订阅费用，无需使用信用卡或Paypal账号。LiveEdu持有着国际用户群，用
户来自194个国家。LiveEdu每个月所收到的捐款属于内容创作者。捐款是学习者对内
容创作者表示感激的方法之一。 
 
LiveEdu的订阅收费是以美元计值，并非LEDU单位。受众无法在LiveEdu直接使用法定
货币，比特币 (BTC) 或以太币 (ETH)。他们必须先购买LEDU代币，接着花费在他们网
上的活动。一些重要的受众活动将花费一定数量的代币。受众所购买的代币将从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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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初额$10作为开始，并以$5起跳。用户在购买时所获得的代币数量将取决于当时

LEDU代币的市场价。 
受众使用代币来： 

● 缴付订阅费用 
● 下载项目文件 
● 发信息 
● 为项目投票 
● 提交项目请求 
● 要求定制项目 
● 发个人的问与答给流媒体 
● 缴付捐款 

 
自从有了订阅模式后，每个月的LEDU代币将分发给有缴付费用的订阅用户。假如用户

的每月订阅费用是$10，我们每个月将分发30代币给他。没订阅的受众可购买LEDU代
币并收集在他们的钱包里或选择以代币来使用没订阅的服务。代币价值的有所变化将
不会影响美元的面值；仅影响用户订阅时所需要的代币数量。 
 
3.2.2. 向项目内容创作者进行支付 
 
如LiveEdu代币实用程序模式所示（可参考内容创作者的部分），项目创作者将获得
LEDU代币以作为他们努力工作的奖励。创建这些代币是为了ICO的目的，而13%的代
币将保留给项目创作者，并以3年的时间分发给他们直到所有属于项目创作者的代币已
经完全分配好。每个月2.8% （1/36月 = 2.8%）的代币将被分发。内容创作者每月被
分配的LEDU代币数量是依他的观看时间的比例。内容创作者的观看时间比例是他的总

观看时间除以LiveEdu的总观看时间。LiveEdu的总观看时间是每个月在LiveEdu网站的
直播和视频的总观看时间。内容创作者的总观看时间是每个月属于他的直播和视频的
总观看时间。代币数量的分配是依照观看时间的比例乘以每月固定代币的总数量来计

算。 
 

TCC = (TCCVT/TTLVT)*TFMT 
  

TCC= 每月分配给内容创作者的代币总数量 
TTCCVT= 内容创作者的每月总观看时间 
TTLVT= LiveEdu的每月总观看时间 
TFMT= 每月固定代币的总数量 
 
3.2.3. 面向学习者的LiveEdu代币实用程序活动 

● 一旦学习者在LiveEdu完成以下的学习活动，他们将获得奖励： 
● 观看直播 
● 观看项目视频的播放列表 
● 每月的总观看时间 
● 提交项目建议 
● 邀请朋友 
● 跟随项目 

学习者每顺利完成一项活动，小部分的代币将分配给他们。在月底所分配给学习者的
代币数量是依照学习者创建的代币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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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L = 分配给学习者的代币数量 
TL = 每完成一项学习活动所获得的代币总数量 
 
3.2.4. 为质量保证和网站审核进行LiveEdu代币奖励 
质量保证包括报告程序错误，流媒体技术问题，视频质量问题和内容审核。每完成一
项质量保证活动，LiveEdu用户将被分配代币。质量保证很重要因为可以为学习者和内
容创作者设计出更好的用户体验。网站审核人员在LiveEdu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倘若没
有他们，网站无法正常运行。以LEDU代币为奖励付给网站审核人员将激励他们每周进

行网站审核。 

 
  
TTMQ = 为网站审核或质量保证的代币数量 
TMQ = 每完成一项审核或质量保证活动所获得的代币总数量  
 
3.2.5. 面向LiveEdu API生态系统开发人员的LiveEdu代币奖励 
LiveEdu用户对API的需求量很大，但是我们目前无法符合开发人员的端点要求，因为

工程容量有限。至今，LiveEdu没提供奖励给API生态系统开发人员来发展很多的应用
程式。LEDU代币将被分配给开发人员，用于在LiveEdu API 和开发的每个应用程式。
该应用程式正被至少1000个用户使用。最好的应用程式和机器人程序将被LiveEdu批准
，并向所有的LiveEdu用户分享。每发展一个应用程式的代币总数量是基本代币数量和
额外的代币数量。额外的代币数量决定于受欢迎程度，应用程式的质量以及源代码的
可用性： 

 
TAD = 每发展一个应用程式的代币数量 
BTA = 基本代币数量 
TAAPI = 每完成一项API生态系统发展活动的代币总数 
 

4. LEDU代币的技术实现 

4.1. 智能合约执行 
如1.3所述，LEDU智能合约是被来自New Alchemy的区块链 (blockchain) 专家和首次
代币发行 (ICO) 专家执行和建立。代币是根据ERC-20的标准，以最小偏差的方法创

建。此代币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其他的ERC-20代币如Bancor，Filecoin和Civic。智能合约

仅接受以太币。以其他钱币和法定货币投资的将兑换成以太币。 
 
4.2. 代币模式 
投资者可以在ICO预售的阶段以法定货币（欧元，美元，Paypal），比特币（BTC），
莱特币（LTC）和以太币（ETH）购买LEDU代币。在发售的情况下仅接受BTC，LTC和
ETH。一个LEDU代币可达到8个小数点。对于ETH的投资，软上限是100万美元，而硬
上限是800万美元（非ETH投资不算硬上限）。ICO关闭之后才能决定为LiveEdu ICO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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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LEDU代币的数量。代币供应的数量受限于硬上限。一旦达到了硬上限，ICO将关
闭。对于主要众筹，每笔交易最低的投资额是$3。假使在每笔交易投资少于$3，你将
失去那笔交易。为要在ICO预售或主要众筹获得任何红利，你必须以至少$50投资每笔
交易。如果投资少于$50，你将不能获得红利。LEDU代币的基价是固定的。这定价避
免投资者趁机玩套利（价格和付款时间）和等待游戏。 

1 ETH = 3300 LEDU 
1 BTC = 67000 LEDU 

1 LTC = 600 LEDU 
 

预售 
公司在公开发售之前预售LEDU代币。大量购买代币可享受折扣： 

<= $10,000美元 + 获得25% 红利 
>= $10,000 美元 + 获得30% 红利 
>= $30,000 美元 + 获得35% 红利 
>= $50,000 美元 + 获得40% 红利 
>= $100,000美元 + 获得50% 红利 

就算以多次购买的方式购买代币，红利仅分配一次给每一个人或组织。你可以透过

‘tokensale.liveedu.tv’网站的‘Buy Tokens’指南来预购代币，或发邮件给

‘tokensale@liveedu.tv’或给授权的附属机构。 
 
大众众筹 
LEDU代币有意在2018年1月15日至2018年2月10日开始发售，并以以下的价格发售。
一旦筹集400万美元，发售活动将在接下来的48小时关闭。 
第一档的200万美元：1美元 = 12 LEDU代币（20% 红利） 
第二档的200万美元：1美元 = 11 LEDU代币（10% 红利） 
接下来：1美元 = 10 LEDU代币（0% 红利） 
注意：准确的日期和价格会有所改变。至于已经发售的代币，汇率是以购买价格固
定。 
 
4.3. 众筹目标和代币分配 
对于ETH的投资，软上限是100万美元，而硬上限是800万美元（非ETH投资不算硬上
限）。多余的钱将助于扩展公司业务，通过邀请内容创作者加入公司来创建高质量的
内容，增加流式集群的设施，提升营销效能，扩大团队规模和增加服务国家的数量。
代币的分配是按照固定的百分比分配，显示在以下的表格中。 
为了保持供应LEDU代币的数量小，接下来的代币将不会被发行，而且剩余的代币将被
消耗。假使在三年后用完所有的内容创作者，支持者和API的代币，未来的代币将透过

区块链智能合约由订阅池资助他们。我们的智能合约是经过智能合约专家Bok Pooh所
审计。 
 
由于LiveEdu团队在这产品上付出努力了一段时间，团队成员LEDU代币的授予时间表
如下：25%将被立马分配，其余的75%将在接下来的18个月的期间被分配。在前两年
的期间，队员每年不能售卖超于25% 的代币。 

代币分配 百分比 
给予投资者的众筹  50% 

订阅池 (购买用户代币) 10% 
内容创作者 (流媒体) 13% 

团队 13% 
ICO法律和技术咨询, Bounty 计划, ICO 营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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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生态系统开发人员 3% 
支持者 (质量保证和网站审核) 3% 

学习者 (观众) 2% 
总数 100% 

 
流媒体是LiveEdu产品价值链里最有价值的元素。我们的产品是个分散式的点对点网络

，可以让流媒体和观众有所互动。流媒体是属于供应方。由于内容项目是一种新产品
，LiveEdu目前没拥有庞大的内容库来存档那7种主题。 
 
流媒体所创建的项目的内容质量可以决定LiveEdu是否会成功或失败。如果项目持有教
育性，结构性又属于高质量，观众将会购买。我们想要吸引最好的内容创作者。如其
他的市场业务，供应方（内容）必须首先建立起来。因此，为了让内容创作者能够从
中受惠，LiveEdu需要尽快地建立庞大的内容库。LiveEdu有三个可行的方法来承担这

个初始内容创作者的费用： 
i) 现金 
ii) LEDU代币 
iii) 现金和LEDU代币 
 
选项1需要 LiveEdu筹获一笔高数额的现金来补贴内容创作者的费用。这个选项不理想
因为没考量到内容创作者对此项目的忠实度。 
选项2不足以吸引内容创作者因为在推动此项目的同时不会有足够的代币需求量和代币

的交易量。 
考量其他相似的代币市场ICO如：Civic和Musiconimi，选项3是LiveEdu最佳的选择来奖

励内容创作者以创建高质量的内容。 
其中13% ICO创建的代币将会一部分地用来资助内容创作者的费用。此费用将以三年
的时间分发给他们。每月的费用分配将根据3.1.2设定的方程式来计算。为了防止内容
创作者把所获得的代币倾销在市场上导致供过于求的现象，他们的代币将受制于以下
的授予时间表： 

● 每完成三个项目，内容创作者将获得30% 的代币。他们完成的项目越多，获得
的代币就会越多。 

● 每一季，他们不可以出售多于50% 他们所获得的代币。 
● 每一年，他们不可以出售多于50% 他们所获得的代币。 

 
为了保证内容创作者仅创建高质量的内容，任何创建的项目必须符合以下的标准才能
被认可：它必须有至少20个小时的观看时间（直播和视频），以及必须获得网站质量
保证人员的认可。 
 
ICO投资者购买LEDU代币有很多的益处。其中之一包括以更高的价钱出售代币可以赚

取巨额的利润。ICO投资者将有投票权，为生态系统做重要的决定。例如：对创建项

目以及新产品添加功能给意见。LiveEdu是第一个ICO教育技术，并且正努力把加密
货币带给大众。实际的加密货币项目将包括基本的加密货币的基础知识，区块链的挖
矿流程，比特币，以太币，安全措施和ICO等等。通过这些实际的项目，专家内容创

作者可以教育大众关于这些主题。除此之外，我们希望这方式可以移除对加密货币市
场的不确定性。 
 
为了减少代币的供应和提高代币的价格，LiveEdu每年将使用20% 的全年订阅收入
来购买LEDU代币并消耗他们。LEDU代币的需求量可透过在LiveEdu购买的数量和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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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平台所知。众筹之后，所有出售给投资者的LEDU代币将在7天的时间内转到他们

的钱包里。LEDU代币已经在Etherdelta上市。随着众筹的进展，我们将会宣布更多的
代币交易。我们正向以下的平台申请上市：Bittrex，Poloniex，Liqui，Bitfinex，Tidex
和HitBC。 
 
4.4. 资金使用 
LiveEdu的主要经营目标是创建10,000个项目，并在三年的时间内为七个主题中的每一
个项目提供超过1400个项目。LiveEdu计划通过以下的方式投资ICO的收益： 

● 创建项目（15%）：每一季，流媒体将创建大约700个项目。 
● 增加团队成员的数量（35%）：聘请新团队成员：工程师，产品经理，首席营

销官，课程负责人和销售主管。 
● 网络发展和服务器的成本（25%）：将LEDU代币整合到LiveEdu里。扩展流式

集群和改善质量。Android和iOS应用程式的开发。 
● 营销 ：（15%） 
● 间接成本：（10%） 

 

5. 路线图和未来潜在发展 
5.1. 路线图和ICO风险因素 
路线图概述了LiveEdu在ICO完成后的第一年的转折点。 
 
 
 

 
 
在众筹购买的LEDU代币并不代表公司本身拥有股权。ICO持有不少的风险因素。
LiveEdu并不能保证投资者将会通过IPO或贸易销售成功长期的退出。公司正通过英国
附属公司Livecoding Ltd运营ICO，而公司注册号为09346459。 
 
5.2. 未来潜在发展 
虽然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但我们有一些想法能助于发展，包括： 

● 其他在线教育网站的API端点将我们的项目整合到他们的网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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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韩国，日本，西班牙，德国，葡萄牙和阿拉伯市场的本地化内容 
● LiveEdu广告牌屏幕在世界各地的大都市可以让人们观看现场直播的项目；旧金

山，纽约，多伦多，迪拜，伦敦，柏林，巴黎，莫斯科，北京，首尔，东京和
圣保罗。 

● 可以插入更多的主题来扩展目录，犹如YouTube和Spotify。 

 
5.3. 结论 
LiveEdu正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在线教育生态系统。我们正在将Steemit的博客应用于
教育市场。LinkedIn以15亿美元购买20年前已经成立的Lynda.com。LiveEdu正在建立
下一代的Lynda.com。我们的企业使命是成为网络上的项目学习的地方。我们正在建
立世界上最大的项目学习网络。 
LiveEdu 众筹的主要经营目标是创建10,000个项目，并为七个主题中的每一个项目提
供超过1400个项目。我们也打算与我们的投资者，亦是项目内容创造者建立着牢固的
人际关系。ICO投资者购买LEDU代币有很多的益处。其中之一包括以更高的价钱出售
代币可以赚取巨额的利润。参加众筹并持有LEDU代币的投资者将有投票权，为生态系
统做重要的决定。为了减少代币的供应和提高代币的价格，LiveEdu每年将使用20% 
的全年订阅收入来购买LEDU代币并消耗他们。LEDU代币可以在LiveEdu网络使用，深
入整合到产品中，并且对生态系统的参与者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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