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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rnal Vikings  
白皮书 V1.2  

“回顾历史……想要创新，不仅需要给予人们激励；还需要创造
让思想碰撞出火花的环境……”  

- 史蒂文•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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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你们好，维京人！感谢您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并花时间阅读我们

的白皮书。以下信息既适合新手，也适合经验丰富的用户——我们

在构建 Eternal Vikings 的过程中也一直坚持这一理念。  

它明确地总结了你需要知道的关于我们的所有信息（外加其他的一

些信息）。我们始终追求完美，对项目各个方面的细微之处精益求

精。  

Eternal Vikings 是一家“社区所有和运营”的虚拟房地产企业，

致力于在元宇宙中大展宏图。 

 

 

Eternal Vikings 项目属于其社区，也同样属于我们。欢迎大家提出

任何建议，推动该项目变得更完善！  

您可能对 Eternal Vikings 中的多层项目有疑问。为帮助您找到答案

并与 Eternal Vikings 互动，我们邀请您加入官方 Discord，我们的团

队期待您的光临，并给予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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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房地产爱好者的家园  

回看 2011 年，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加密货币只不过是一个阴谋。11

年后的现在，所有行业都大量使用区块链技术，该技术为进入 

Web3 时代做好准备，而元宇宙对 Web3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

曾抨击该技术的大多数人基本一致认为，去中心化会振兴未来的经

济。据花旗银行预测，在未来 8 年内，元宇宙市场价值将达到 13 万

亿美元左右。  

我们的团队由房地产专家、加密货币拥趸和元宇宙信徒组成，大家

相信，虚拟房地产世界远没有发挥其真正的效用和价值潜力。 

 

形象地比喻就是，现在不是火车没有离站，而是火车根本没到

站……  

 

我们的目标是，创造去中心化社区，成为虚拟房地产的所有信徒的

领先家园，并让其成员接触到利润丰厚的土地、宝贵的信息以及独

特机会。  

Eternal Vikings 拥有由全能神（我们这样称呼富有远见的艺术家）

创造的一套由 5,000 个荣耀维京人组成的 Genesis 收藏品。但我们不

仅仅是另一个数字艺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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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维京 NFT 的人将成为我们未来生态系统的初始统治者。我们奉

行“社区所有和运营”的理念，在制霸元宇宙的使命中，每个人都

将发挥重要作用。  

 

 

 
 

元什么？  

可以将元宇宙理解为现实和数字生活的无缝融合。这是一个统一的

虚拟社区，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工作、娱乐、放松、交易和社交。

这是一个仍处于发展初期的前沿领域，没有包含所有要素的定义可

供人们参考。然而，关于元宇宙的内容以及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讨

论层出不穷。  

多个世界  

虚拟世界并不是单一的。许多（其实是无数）世界同时形成，扩展

现代人可能的数字社交互动。  

向网络添加沉浸式 3D 层（没错，就是 Web3），可以加深这些互

动，从而创造更真实、自然和可操作的虚拟体验。  

元宇宙与去中心化技术相辅相成，承诺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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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便捷地访问元宇宙，打破界限，让全民享受到重要的商品、服务

和体验。  

要想帮助人们建立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社区并以更真实的方式表达自

己，开发更具沉浸感的虚拟体验是关键。  

尽管新冠疫情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可怕的影响，但它也加速了我们

生活的数字化，使多用途在线参与和交流（这两者都是元宇宙的强

项）变得更持久和常态化。在技术、社会和经济驱动因素的多重推

动下，元宇宙正快速发展，感兴趣的人数呈爆炸式增加。  

正因如此，各个领域的全球领先公司开始进入元宇宙，并以自己的

方式实施元宇宙。这些公司数不胜数，其中包括 Google、Gucci、

JPMorgan、Meta、Microsoft、Nvidia、Qualcomm、Roblox、

Selfridges、Pokemon、Shopify 等数千个家居巨头。  

在虚拟房地产领域，我们认为 Eternal Vikings 有潜力引领个人和品

牌的发展道路。  

 

 

 

无限空间——有限土地  

一些批评者认为，虚拟土地没有任何有形价值，因为无尽的元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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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无限的可用地块。  

请记住，与人类目前的广阔天地相比，现实世界也有实体土地，包

括水下陆地、南极洲和其他偏远的地区（当然还有外太空）。  

 

那么，是什么让实体土地有价值呢？  

地理位置、实地机会、丰富的资源和许多其他因素。  

虚拟土地也是如此——Eternal Vikings 将目光投向了元宇宙中最繁

华的土地。  

目前有 4 大元宇宙平台，共有 270,000 块土地。与此同时，全球有 

77 亿人。  

通过在元宇宙成长的早期阶段掌控最宝贵的地块，我们的社区为自

身夯实了最繁荣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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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目前，NFT 行业的市值为 410 亿美元，但其中只有 1-2% 投资于虚

拟房地产。  

据花旗银行的数据，到 2030 年，元宇宙市场价值可能达到 13 万亿

美元，预计 2022-28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 (CAGR) 为 31.2%。到 2030 

年，元宇宙用户数量预计将达到 50 亿，其中包括大量渴望拥有最佳

地块的人。  

为什么无数的个人、项目和品牌都希望获得虚拟土地？原因五花八

门，就像元宇宙无穷无尽一样，但虚拟土地可通过一些关键方式获

得惊人的盈利潜力。  

1) 土地租赁——就像出租实体地块一样，我们可以将虚拟地块出租

给任何有兴趣利用该空间的人，如独立艺术家、开发工作室、游戏

设计师，以及品牌和大企业。  

2) 销售广告空间——在虚拟地块上登广告的方法有很多。通过外部

广告（如土地描述、土地地图图片等）和内部广告（如实际土地上

的广告牌），土地所有者有很多机会寻求合作和参与，并借此获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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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销售数字艺术 (NFT)——众所周知，区块链支持的数字艺术（即

大名鼎鼎的 NFT）多年来越来越受欢迎，销量持续大幅上升。就像

您喜欢在当地或旅行时参观艺术画廊和博物馆一样，您未来可以参

观虚拟画廊并购买数字艺术（或购买代币，用于购买现实艺术世界

中的资产）。  

4) 游戏创作和货币化——当前一些大型元宇宙平台欢迎用户在自己

的土地上创作游戏。通过创作游戏，您可以立即解锁大量获利机

会：从玩家获取代币、出售游戏内 NFT 和商品、从玩您游戏的人那

赚钱等等。 

 

 

5) 开展虚拟业务——虚拟土地最令人着迷的一点在于您可以使用数

字空间来模仿现实世界的机会。越来越多的领先企业意识到，想与

未来的消费者紧密相连，就需要拥有虚拟空间（商店、俱乐部、办

公室、会议空间、赌场和俱乐部等），这包括虚拟商品和现实产品

的代币。这些企业还可以在这些空间内通过数字广告大幅扩大现实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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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挑战  

元宇宙和虚拟房地产是快速兴起的领域，令人兴奋、机遇无限——

而且许多机遇尚未浮出水面。然而，该领域并非十全十美。除了很

多优点之外，该空间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和克服的核心挑战：  

惊人的进步速度——虽然我们的团队针对不断推进的项目和不可错

过的机会持续收集大量数据，但不可能全部收集齐全。因此，我们

可能会错过一些东西或不能第一个利用某些东西。当然，我们一直

有机会开启与空间内其他重要实体的合作。  

新兴市场——虚拟房地产市场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上个月还

有用的事实可能在几周后就完全无关紧要了。变革之风每天吹来，

人们无法定义每一股微风。  

项目通胀和价格增长——每个人都想创建下一个最大的元宇宙项

目，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项目能够存活下来，能蓬勃发展的更是

少之又少。真正有用的项目将迅速获得价值，虽然这是好事，但也

会为后来者带来财务或时间限制。在 Eternal Vikings，我们旨在维

护一个可供各行各业和个人情况各异的持有者随时访问的项目。  

缺乏实用性——作为最早的早期采用者，我们参与了虚拟房地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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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在新行业发展的萌芽期就投身其中，这是一个

十分激动人心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平台仍是新的，并不断

开发产品，旨在为客户提供更多独特的实用程序和选项。  

 

 

维京人解决方案  

我们一起崛起。今天，我们扬帆起航。我们齐心协力，繁荣

发展。  

社区共管——在解决问题、决策、创新和预测方面，大型社区比专

家更聪明。  

因此，我们将永远珍惜和运用社区智慧，在大量买进、决定项目路

径方向和收集信息方面以最有效的方式做出决策。我们孕育的社区

是 Eternal Vikings 的动力源泉，我们将永远支持您的见解，并招募

知识渊博的成员担任合适的角色。  

社区共享——我们为社区服务；我们就是社区。我们开发和资源投

资的首要目标是创建一个强大、有智慧和积极进取的社区。我们有

很多方法肯定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包括全天候活动、沉浸式广播

电台、IRL 活动、独家商品、行业领先的研究和机会，当然还有装

满征服战利品的社区支持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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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曝光  

 

土地扩张—— 二级市场每笔交易中的 2.5% 将会发送至 EVWallet.eth 

中我们社区的钱包，该拨出的款项用于获取地块。 

 

每次获取地块的交易将由 Eternal Viking NFT 持有者通过社区投票来

决定。毫无疑问，我们的社区拥有知识渊博的行业领导，并得到我

们教育组的支持，社区将会提供睿智的见解，告诉我们应该购买的

最好地块以及应该避免的地块。  

 

因此，我们应该永无止境地扩张。不断地投票，不断地获取地块，

Eternal Vikings 将尽可能大量购买前景可观的土地，使我们社区获得

高价值收益。  

 

如在中长期购买多个地块，当我们促使市场情绪与 Web3 世界的指

数级增长相适应时，我们能够明智地分配 Eternal Vikings 战利品。  

 

您能想象我们社区通过专有 Eternal Vikings 智能合同进行货币化的

地块数量和潜力吗？该智能合同能让任何人在获得的土地上进行出

租、登广告以及建造等活动。我们可以——前景令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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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社区的发展，Eternal Vikings 社区钱包也在发展，我们的虚

拟和 IRL 王国也同样跟着发展。钱包和地块应始终由社区拥有和管

理，因为社区是 Eternal Vikings 运动的动力源泉。 

土地租赁——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社区成员能够独立接触虚拟

土地。我们将不断地在著名的元宇宙中购买最独特的土地，并欢迎

社区成员通过我们专属的生态系统代币 $GOLD 租用这些土地。这

个想法的目的是为我们的社区提供不依赖价格变化的地块。  

土地领主——Eternal Viking 所拥有的所有土地中的一部分将专门提

供给土地领主，这意味着土地将被分成小块，并由使用 $GOLD 购

买所有权票据的人拥有。所有者将享受土地租金，并且每季度投票

一次，决定保留或出售他们的土地。  

 

技术与理念：精妙的舞蹈  

我们的社会已经体会到加密货币和 NFT 领域的强劲增长，而技术所

支持的理念是成功的必然秘诀。  

为完成 Eternal Vikings 的宏大使命，我们应使用独特的技术，从而

极大地提高我们未来广阔空间中货币化的可能性。此外，我们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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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渲染中使用了首创的代码，得到最优质的 NFT Genesis 收藏品。  

在 Eternal Vikings，我们致力于保持一种不断发展的模式。尽管我

们目前大获成功，预计未来也会接连不断地收获成功，但我们永远

不会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每一项成就只会激励我们更加努力。毫无

疑问，我们将全天候在幕后工作，以推动永无止境的创新。  

智能合约  

Eternal Vikings 生态系统将为持有者提供一套实用面广、安全性高

的智能合约。  

在第一阶段，我们将提供以下合约： 

● EV NFT 合约  

● EV 铸币合约  

● EV 质押合约  

● EV $GOLD 合约  

● EV 租赁合约  

第二阶段合约应根据我们在第一阶段采取的流程，在其完成后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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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大量的 Discord 服务器以及大量铸币网站遭到

黑客攻击。  

在 Eternal Vikings，我们将很大一部分资源用于保护我们的社区成

员，这要归功于网络攻击和 Discord 安全专家。他们凭借丰富的经

验和知识，帮助我们提供最好的安全服务。  

艺术  

说到扩张和掠夺土地，没有比传奇的维京人更好的榜样了。但对我

们来说，这个历史中的理想楷模也远远不够。  

我们的团队渴望构建传统维京人的勇气、王者风范和领导力，因此

我们创造了一种更威严的新生物：半狮半人的 Eternal Viking（永恒

维京人）。  

通过将维京人的勇气与兽王的欲望和原始力量相结合，Eternal 

Viking 完美展现出我们对无拘无束的力量、骄傲和求知欲的渴望。

正如地球上的这两个灵感源泉一样，在我们探索和征服元宇宙的旅

程中，Eternal Vikings 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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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本身是二维的混合再现，是一种我们称之为 2.5D 的独特风

格。我们是唯一使用它的项目。  

2.5D 由完全 3D 建模的角色与独特的着色和纹理策略的组合来定

义，这使观察者思索自己是否真的在看 2D 或 3D 图像。  

 

这种艺术以三大方式为项目服务： 

● 它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  

● 它让我们享受两个世界的好处  

● 看起来很酷！  

 

全能神——也叫创造者  

Limbheim  

一家由行业爱好者创立的公司，其中一位是目前与 Valve 合作的工

作室创始人 Anton Shvachkin（参与开发《DOTA 2》、《半条

命》）。  

Limbheim 团队成员包括一些对自己的作品怀有永无止境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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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完全投身于自己手艺的艺术家。Limbheim 拥有处理任何类型的

游戏开发或实时项目的所有技能，能够适应各种工作流程和方法，

以实现我们对伟大事业的独特愿景。  

Limbheim 工作室的维京精神，连同他们出色的技能，以最自然的方

式将他们的团队与我们联系在一起。如今一起将雄伟的  Eternal 

Vikings 变成现实。  

访问以下网址查看其令人赞叹的作品：https://www.limbheim.com/  

 

Floating Rock  

在 Eternal Vikings 项目的早期，Floating Rock 与我们的创始团队合

作。  

双方团队一见如故，联系变得日益紧密。作为亲密的朋友和专业的

伙伴，Floating Rock 继续与我们合作，将好莱坞级的视频制作带到

我们经营的空间。  

展望元宇宙空间的未来，创造出色、动态的视觉环境的能力是任何 

Web3 项目、业务或想法取得成功的基础。Floating Rock 只交付最

好的作品，我们将共同获取和构建未来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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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团队参与制作了众多世界知名的电影，拥有数十年的集体经

验。Garrick Rawlingson（《霍比特人》）、Lukas Niklaus（《复仇

者联盟》、《丛林之书》、《人猿星球》）、Stephanie Parker

（《蜘蛛侠：平行宇宙》、《愤怒的小鸟  2》、《蓝精灵》）和 

Laurent Herveic（《阿凡达 2》、《双子杀手》、《哈利波特》、

《伞学院》、《X 战警》）是视觉特效和动画行业的资深人士，他

们后来联合创立了 Floating Rock。  

作为世界领先的动画和资产开发工作室之一，Floating Rock 展现了

纯粹的专业精神和真正的维京精神，并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和很短

的时间里将我们的传奇变为现实。  

我们将要发布的资产，以及我们对未来项目的计划，都会让人大吃

一惊！  

访问以下网址，体验更多令人惊叹的作品：  

https://www.floating-rock.com/  
 

 

 

 
 

 

经济  

Eternal Vikings 经济的主要资产是 $GOLD 代币。生成 $GOLD 

代币的唯一方法是质押 Genesis 收藏品中的维京 N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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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将通过各种模式实现，这些模式融合了我们社区成员的努

力，并鼓励他们为社区做贡献，从而获得回报！ 

$GOLD——一切的基础，一个 $GOLD = 一个 $GOLD，并应该

保持不变。我们不会提升代币的价值，它将只作为公平访问我

们生态系统和其必须提供的一切内容的实用工具。  

$GOLD 的效用：  

• 改名  

• 更改个人简介  

• 繁育  

• 购买商品  

• 支付活动费用  

• 出租土地  

• 土地领主（获得为土地支付的 $GOLD）  

• 投票  

• 注册提案  

 

 

代币销毁  

大多数 $GOLD 代币都会在使用后销毁。我们的目标不是收集 

$GOLD 代币，而是让它们更难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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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隔几个月（待定），我们会将用于质押的 $GOLD 数量

减半，并将每个 Eternal Viking 每天生成的 $GOLD 数量减半。  

通过销毁代币，并将此作为日常使用税，以及将其产量减半，我

们可确保用户发现越来越难获得 $GOLD 代币。  

 

 

税制  

每个领取的代币都需要 Eternal Viking 离开战场。为此，他们

需对其领取的代币交税 20%。  

10% 将被分配给仍在战场上战斗的人（其他质押者），另外 

10% 将被销毁。  

我们的理念是鼓励社区质押 NFT 并始终持有其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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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醉心领略重大事业的初期发展规划时，时间总是过得真快……  

希望您喜欢 Eternal Vikings 白皮书，认为我们的愿景易于理解，

并和我们一样，感受到同样强大的激情从心中燃起。  

你能像我们一样看到元宇宙房地产的巨大前景吗? 那么请务必加入

我们的事业，勇敢的掠夺者！  

在我们社区的推动下，在上古之神教导的启发下，我们扬帆起

航，征服数字土地，创造利润丰厚的虚拟生态系统。我们都将

从中获得回报。  

经历非凡的冒险，收获传奇的战利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

字。  

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