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值得關注的 4 個虛擬貨幣項目
原文: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research-analysis/4-recent-virtual-currency-projects-worthy-of
-attention

在進入下半年後，整個加密市場仍然處在低迷狀態，市場情緒冷淡，但也有不少項目開始暗自蓄力，等待
一個爆發的時間，而這些虛擬貨幣項目將會是投資者一個好的機會。

本文總結了近期值得關注的 4 個虛擬貨幣項目，一起來看看吧！

 

1. 幸運方塊（Lucky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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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方塊（Lucky Block）是一個 NFT 競賽平台，它利用區塊鏈技術提高效率，旨在創建可證明公平的抽
獎系統。該平台上的每場比賽都是通過購買 NFT 來參加的。每個 NFT 都是根據競爭的潛在回報定價的。
這使得 Lucky Block 能夠提供範圍廣泛的比賽，以滿足所有預算的玩家的需求。即使在抽獎發生後，NFT
仍然每天都會授予持有者一部分利潤池。

除了標準比賽外，Lucky Block 還為 Platinum Rollers (PRC) NFT 系列的持有者舉辦了白金比賽。這項比
賽每週舉行一次，獎品從加密貨幣到真正的蘭博基尼不等。

作為最成熟和最受歡迎的區塊鏈博彩平台之一，Lucky Block 吸引了大量觀眾。 從長遠來看，該項目可能
會戰勝傳統的、通常令人懷疑的在線賭場，這就是為什麼 LBLOCK 代幣可能很快就會風靡一時的原因。

此外，Lucky Block 在近日在 Uniswap 交易所上市。Uniswap 是市場上最大的去中心化交易所(DEX) 之
一，這意味著對 Lucky Block 代幣的需求可能會激增，購買其代幣也變得更加容易。

除了最近的 Uniswap 上市之外，LBLOCK 還在 8 月初在中心化交易所（CEX）上市，導致代幣價值飆升。
這些清單是在 LBLOCK 切換到 ERC 標準之後出現的。

幸運方塊

更多資訊：

什麼是 Lucky Block？它值得投資嗎？

 

2. Tamadoge (TAMA)

Tamadoge（TAMA）是一種實用性十分強的迷因幣。它是一個元宇宙區塊鏈項目，根據 90 年代流行的
一款名為 Tamagochi 的手遊而設計與原版遊戲一樣，你扮演寵物訓練師的角色，其工作是確保你的寵物
得到餵養和健康。隨著寵物升級，它的主人將獲得 Dogepoints，慢慢地在 Tamadoge 排行榜上上升，排
名最高的玩家有權獲得獎勵池的最大份額。

每個 Tamadoge 寵物都是 3D 動畫並且在 Tamaverse（Tamadoge 的Metaverse 世界）中可
見。Tamaverse 最初將在網絡瀏覽器上進行探索，但該團隊將發布一款具有增強現實功能的移動應用程序
（預計2023 年第四季度），允許玩家將他們的寵物帶入現實世界。

Tamadoge 旨在利用 DOGE 代幣的成功來吸引新的投資者，並且，它還設有一個專門的 NFT 商店，作為
所有遊戲內物品、寵物等，該項目圍繞邊玩邊賺( Play-to-Earn )公式展開，讓最活躍的玩家贏得額外的
TAMA 代幣作為獎勵。

TAMA 代幣用於 Tamaverse 內的所有交易，交易費用為零，這些代幣目前以 0.01 美元的價格預售，你
可以使用 USDT 或 ETH 購買它們，150 美元的最低投資將獲得 15,000 個 TAMA 代幣，與項目上線時
的代幣價格相比，這是一個很大的折扣。

與大多數預售不同，Tamadoge 在一般預售結束後已經確認在 LBank 上的 CEX 上市。因此，在需求增加
導致價格攀升之前，你可以考慮是否投資該項目。

Tamadoge

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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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期待的加密項目Tamadoge是什麼？它會是下一個狗狗幣嗎？

 

3. Battle Infinity（IBAT）

Battle Infinity (IBAT) 是一個綜合性的印度遊戲平台，其中包含許多 P2E 遊戲，這些遊戲被稱為 The
Battle Arena 的元宇宙環境所包圍，除了玩遊戲，玩家還可以享受元宇宙，與平台和其他玩家互動，該項
目背後的主要思想是透過使其完全去中心化來徹底改變遊戲產業。

該項目最近完成了預售，籌集了16,500 BNB，IBAT 代幣將很快在PancakeSwap 上市。

Battle Infinity 包括 6 種完善生態系統的產品，其中包括 IBAT Premier League（奇幻體育遊
戲）、IBAT Battle Swap（去中心化交易所和銀行）、IBAT Battle Market（NFT 市場）、IBAT Battle
Games（P2E 遊戲集合）、IBAT Battle Arena（一個元宇宙世界）和 IBAT Battle Stake（質押平台）。

Battle Infinity 生態系統的背後是一個 $IBAT 代幣，它透過消除它們之間的任何障礙，將遊戲平台和區塊
鏈整合在一起，使生態系統更具協同性。該代幣可用於遊戲內投注、質押和購買元界世界內的廣告空間。

與大多數新項目相比，IBAT 已經通過 CoinSniper 的 KYC 驗證和Solid Proof 的審計。憑藉 Battle
Infinity 提供的大量實用程序，它是顯示出巨大潛力的最便宜的虛擬貨幣之一。

Battle Infinity (IBAT)

更多資訊：

什麼是Battle Infinity（I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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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唯鏈 (VET)

唯鏈（Vechain）被稱為「區塊鏈世界的亞馬遜」，它是是一種流行的第1 層網絡，旨在供需要企業級解
決方案的大公司使用。該項目旨在進入現實世界的行業，以便為公司提供可用於提高效率和透明度的不可
變數據，特別是在供應鏈管理方面。2020年，Vechain 更成為全球首家獲得天佑唯薩爾認證的五星級區塊
鏈服務供應商。

近期，唯鏈與電子商務巨頭亞馬遜的合作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此外，它還與多個政府實體合作，使其用
例顯而易見。

唯鏈

更多資訊：

什麼是唯鏈（VET）？VET 幣潛力如何？

 

結語

以上就是 4 個推薦的虛擬貨幣，希望能對各位讀者有所幫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加密貨幣的資訊，
可以進入 BTCC 學院 及 資訊 頁面進行了解。

 

更多關於 BTCC 交易的資訊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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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C教學丨比特幣熊市下如何做空比特幣？

BTCC 正式上線 19 種季度合約！一文帶你了解季度合約是什麼？

新手教學丨BTCC 入金、出金介紹

如何在BTCC交易比特幣（BTC）？

如何在BTCC交易瑞波幣（XRP）？

如何在BTCC買賣以太幣（ETH）？

如何在BTCC交易艾達幣（ADA）？

如何在BTCC交易柚子幣（EOS）？

如何在BTCC買賣萊特幣（L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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