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ero2Hero 是一个具有区块链和虚拟现实(VR)游戏体
验的教育和培训元宇宙平台。
在提供各种各样的教育和培训内容的同时，我们还为
用户提供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如现场活动、网络游
戏、虚拟现实游戏、艺术和文化活动等。
我们的用户可以投入无限的想象力。
学术/培训或企业机构可以建立和设计自己的培训中
心，大学以及校园和实验室。
不同的机构可以开设各种无限制的教育课程，如技能
或语言课程等。
我们的技术支持将提供全天候的帮助和支持以确保完
美的用户体验。
Zero2Hero 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宇宙，在那里，诸如宇
宙地图教育和培训工具等实体可以交换非同质化代币
（ NFT）。
实体的例子包括虚拟化身、建筑物、广告牌、通信系
统以及任何可以随时进行 NFT 交换的培训材料(包括
电子书)和视频。任何数字所有权将由区块链安全管
理。
我们的用户，无论是元用户，贡献者或利益相关者，
都将被提供一个安全，快速的交易机制，同时旨在为
全球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培训机会。
尽管存在文化差异，我们所有人都在寻求更好的教育，
以及获得知识资源的平等机会。zero2hero可以增加
世界各地的繁荣，并通过元宇宙帮助其他不幸的人。



zero2hero项目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柏拉图《蒂迈欧与克里蒂亚斯》中的的亚特兰蒂斯神话和其他许多创造文明世界
的有影响力的资源。zero2hero的世界地图将根据阿塔纳斯·珂雪的亚特兰蒂斯地图创建。地图的尺寸将是柏拉图
在《克里蒂亚斯》中所断言的那样：
“埃及人将亚特兰蒂斯描述为一个岛屿，主要由北部和沿岸的山脉组成，南部包括一个长方形的大平原,向一个方
向延伸3000stadia(约555公里; 345英里) ，但在中部内陆有2000stadia(约370公里; 230英里)。距离海岸50stadia
（9公里，6英里）是一座四面低矮的山。”（1）

[注解：stadia ，古希腊和罗马的长度单位。
大约等于 607 英尺（185 m）。
一英里是5,280英尺；因此，一英里等于 8.6985- stadia]

ZER02HER0的第一个校园将首先在这张地图上创建，
作为创世纪教育和培训中心。

3650块土地将作为开放海域的 NFT 出售。

ZER02HER0元宇宙将以虚幻引擎为游戏平台，设计
和开发沉浸式虚拟现实（VR）体验。

阿塔纳斯·珂雪的亚特兰蒂斯地图，位于大西洋的中间，来自1669
年蒙杜斯地下，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张地图的顶部是以南为方向
的。(1)1*  Atlanti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tlantis



社交网络

电子化培训

完成
     我们在这里

电子书籍

NFT市场

zero2hero
元宇宙

 Testnet 上的 ERC20令牌和 NFT PoC (Rinkeby，
Solana)/

 元宇宙游戏引擎探索工程  (联合国)
 UI/UX-企业形象/品牌
 流动资讯科技基础设施/网站资讯
 AWS 生态系统/CI/CD 和 BD
 英国商标申请
 开发/测试团队-定位
 游戏开发与虚拟现实计划
 白皮书，社交媒体账户

 电子培训登陆页
 上传培训（视频、播客、培训材料等）。
 列表、编辑、删除培训
 概况、反馈、论坛/讨论
 认证、徽章、分享到社交网络

 AuthX (登录/注册)
 社会团体管理
 社会活动管理
 营销工作

PS，网络和移动的发展

• 电子书登陆页
• 创建/编辑/管理作家账户
• 上传电子书
• 列出、编辑、删除电子书
• 集成ISBN

• 为NFT和NFT集合实现智能合约
• 创建/列出上架/购买/出售NFTs
• 开发行动
• Immutable X 的集成
• IPFS整合



大学

大专院校

工艺职业

濒危 
或已消失的职业

职业资格
技术资格 
和学徒制

虚拟真的

游戏体验

代币经济学/区块链

作为NFT的材料 

西北方向区域

西南方向区域

中西部区域 ZERO2HERO
创世纪区

中东部区域

东北部区域

东南部区域

第一阶段的准备工作。

* 将列出（上架）的有：
3650个可出售的土地；
20K数字艺术（头像、配件等等）和NFTS作为一个集合；
建筑物。



数码艺术NFTS

ZER02HER0 
阿凡达 NFTS

电子书 NFTS

元宇宙大陆 NFTS

社交网络 NFTS

电子化培训 NFTS

建筑物NFTS(学校、机构等)
教育和培训工具箱 NFTS

NFTS收藏家



智能合约

zero2hzero2hero 元宇宙将有两种代币（一种是以太坊上的 
ERC-20令牌，第二种是Immutable X上的包裹加密代币）以满
足平台要求，其他智能合约（SCs）将针对以下特点和功能进
行开发。

- 代币智能合约

- NFT和NFT集合智能合约

- 教育和培训徽章智能合约

- 奖励和版税的实现

- 用于SCs可升级的代理设计模式实现

- 用于MultiSig的可拥有的SCs实现

zero2hero($Z2H)代币 - ERC-20代币

zero2hero($Z2H)代币将被用作平台货币，预计将在不同的交
易所上市。将遵循ERC20标准。

被封装的zero2hero($wZ2H或$0WL)代币 ・不可改变的X

zero2hero($wZ2H或$OWL)包装的代币将被创建为
ImmutableX

区块链生态系统上的实用代币，以在平台上进行去中心化的区
块链交易。zero2hero用户将能够在Immutable X（在layer-2平
台无燃气费）上以零（O）成本进行区块链操作（奖励，忠诚
度，NFT 上市）。

价值链

实用代币是一种加密代币，在特定的生态系统中服务于某
些用例。这些代币允许用户在某一网络上执行一些行动。
$OWL将被创建为Immutable X(Gas Free Layer-2平台)上
的一个实用代币。

互换 - uniswap

该协议通过使用智能合约促进以太坊区块链上的加密货币代币
之间的自动交易。zero2hero将使用它进行加密货币交换。

包裹装Z2H 令牌代币

包裹的代币是代表另一个区块链或代币标准的加密货币的代
币，其价值与原始加密货币相同。zero2hero代币将在以太坊
协议上创建，但燃气费用不足以应付少量的交易，相反将使
用Immutable X上包裹的zero2hero币。

[什么是燃气费？正如我们的 NFT 字典中所定义的，gas 费是
个人为完成区块链上的交易而支付的费用。这些费用用于补
偿区块链矿工用于验证区块链交易的计算能力]UniSwap将被用于交换。



ZERO2HERO($Z2H)令牌

zero2hero加密货币将使用法币兑换并在不同的交易所上市。

它将被铸造为10亿，但将在每个阶段完成后提供，具体如
下。

阶段 供应
1.阶段
2.阶段

3.阶段

4.阶段

5.阶段
总供给

:0 C

转换 符号

1Z2H 1000000000000000000        OWL
1Z2H 1000000000000000  Kowl
1Z2H 1000000000000 Mowl
1Z2H 1000000000     GOWL

1Z2H 1000000  Sowl
1Z2H 1000 Fowl
1Z2H 1 wZ2H

$OWL将被用作zero2hero元空间的一个实用令牌。
所有的评估都将在$OWL代币上进行。1个$Z2H代
币将是1e18个$OWL(或1个$wZ2H-包装的
zero2hero代币)。

Sowl- metaverve实用程序令牌

请注意：数字可能会改变! 实际数字将在战略会议后写出。



将提供电子书 NFT、培训 NFT、 
NFT 艺术收藏、用于教育和培训的 
NFT 工具包作为一个平台。

将为土地投资者推出阶段性地图，用
于建设学校、教育（EDU）/培训机构
等。据显示，在2022年，全球有超过
25000所大学。根据我们的战略，所
有这些都将得到我们地图的支持。

土地

NFT 经济

建筑

默认建筑和定制建筑基础设施将为教育和培
训。例如，zero2Hero 将提出默认建筑作为
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

zero2hero 元宇宙将举办各种社会
活动。其中一些活动将包括现场活
动（音乐会和其他表演）、VR/网络
游戏和不同的兴趣爱好。

社交网络经济

CRYPTO ECONOMICS

加密技术经济学

为了确保投资者的平台透明度，
zero2hero将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
它的价值将由市场根据平台表现决定。
造币业务将在zero2hero产生新资产
后进行。

未来教育与技能. 工具箱

VR 工具包，区块链(ICO，NFT，DeFI)
工具包，zero2hero 将提供更好的Al 教
育和培训工具箱。



社会领袖
创建你的团队，活动。与
志同道合的人进行货币化
(盈利赚钱）或社交活动。

教师/培训师
内容制作人
创建你的内容/训练作为一个 
NFT ，并货币化（盈利）。
如，数学，排球，编织，科学，
绘画，表演，高尔夫，模拟等。

加密货币/交易所
投资zero2hero加密货币，
购买和出售zero2hero币。

影响者
用知识、生活方式、技术技能创
造自己独特的风格

艺术创作者/收藏家
将你的艺术作品转换成 NFT 或 
NFT 收藏品，或者成为一个艺
术收藏家或者将它们货币化
（盈利赚钱）

NFT市场
购买或出售您的NFTS创作
- NFT, NFT收藏

元宇宙指南

用你的元宇宙经验帮助别人

并使之盈利

电子书/作家

以NFT的形式出版你的书，
并使之货币化（盈利）。

元宇宙专业人士
创建您的元空间对象/工具
箱，无论是否有VR，并使
其盈利。作为一名电子雇
员，如分析师、销售人员、
工程师、教师、MHR（元
空间人力资源）、医生、
护士、药剂师、精神病学
家、科学家等。



There will be a fixed supply of 1 billion tokens.

顾问
种子

流动性

ZERO2HERO 开发

ZERO2HERO 团队

公开发售

第四阶段-私售
第三阶段 - 私售

第二阶段-私售

第一阶段-私售

质押和耕种

加密营销

加密资产

* 会有10亿个代币的固定供应。



元宇宙是一个“phygital”(物理和数字)解决方案，是一个平行的虚拟世界，由多个互操作的
在线平台组成，在这里用户(化身)可以通过增强和虚拟现实(VR)进行社交、互动、购物和
交换数字资产。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期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居家工作，此外，学习和在
线活动也有所增加。

这种新的常态为公司提供了接触更多客户和收入的机会。这些机会意味着与教育和培训领
域的相似性。混合教育和培训市场是在这个领域具有基础代表性例子。

以下统计数据显示了每月活跃的元宇宙用户数:



2021年蒙特利活跃用户的数量

史诗游戏，堡垒 罗布乐思 我的世界 ”去中心化“（游戏） 沙盒（游戏）

百
万

大视野研究

2021年蒙特利活跃用户的数量



全球元宇宙市场

教育

其他

银行金融业

零售业 媒体与娱乐

航空航天与国防 汽车业

   $38.9(十亿）
  全球市场规模
       2021

元宇宙市场
2021年按终端用途划分的数据共享（单位：百万）

（溯源链接）

大视野研究



来源
• prnewswire.com
• coinmarketcap.com
• theguardian.com
• globenewswire.com
• Grand View Research,prnewswire.com

社交网络市值

$ 939 (十亿）
至2026

NFT 市值

$22（十亿）

至 2022

电子学习市值

         $457（十亿）
至 2026

加密货币市值

$2.1（万亿）
至 2026

数字出版市值

$65（十亿）
至 2025

元宇宙市值

 至2030

$ 678.8 （十亿）



艾哈迈德-塞尔库克-奥祖尔
前端架构师&总监。
全栈式开发和架构师。在
MicroFrontend、金融/银行方面经验
丰富。曾创建多个网站/应用程序。
asozyurt@zero2hero.net

奥古詹-阿尔斯兰
网络和移动协调员。
全栈式开发和UI/UX。
金融/银行等方面经验丰富。
曾创建过多个网站/应用程序。
oguzhan@zero2hero.net

埃尔坎-特佩巴斯
UI/UX设计师 承包商
Web&Mobile UI/UX设计师。
作为一名设计师，拥有广泛的
行业经验。曾设计过多个网站/
移动应用程序
erkan@zero2hero.net

WHITEPAPER zero2hero.net / zero2hero.co.uk

拉西姆-山
创始人
区块链架构师，云架构师，全栈开发
者。有金融/银行/DeFi（去中心化金
融）方面的经验。
曾创建并推出过多个加密货币和网站
/应用程序。
rasim@zero2hero.net

塞格金-亚林
元宇宙动画主管
动画师。曾参与复仇者联盟/漫
威系列的工作
seckin@zero2hero.net

奥拉德吉-伊奎山
元宇宙界法律法规总监。
新法律&合规性，产品负责人
ola@zero2hero.net



普里塔姆（Pritam）是总部位于伦敦和
硅谷的 Boseman 公司的创始人，也是
一位多次获奖的金融科技企业家。他获
得了奇点大学(美国宇航局研究园区，加
利福尼亚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创新金融公司(Innovate 
Finance)和其他机构的奖励，表彰他创
新地利用新兴技术挑战和改进了长期以
来确立的金融服务模式

 JLL/T 中国区数据与分析主管。

此前曾在汇丰美国、香港和新加坡管
理过多个金融银行域名。

人才招聘负责人
Shay是Vonage/爱立信的全球人才主管。
爱立信在CPaaS领域领导一个全球团队。
随着收购的结束和两项业务的转型，
Shay还有一个人才招聘平台，为公司
建立人才库提供便利。



这批产品将被整合到zero2hero元宇宙，以实现 "物
理和数字 "的解决方案。
"phygital"（物理和数字）解决方案，以创建一个
平行的虚拟世界/宇宙。
正在为未来的zero2hero战略计划申请专利。



隐性货币和代币（ICO)

域名 钱包

域名 钱包

Zero2Hero  隐性货币

OWL(猫头鹰）代币-包裹令牌 



结语

  Zero2hero 经验丰富的团队将在元宇宙中
建立一个独特和创新平台，在这个平行虚
拟世界的“phygital”(物理和数字)解决方
案中，你可以玩、创造、赚取、收集、管
理和拥有任何东西。

谢谢
Zero2hero创始人
Rasim Shen（拉西姆 ·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