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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ba Inu (SHIB)被稱為狗狗幣殺手，是市值第 14 大的加密貨幣。在 2021 年，柴犬幣的表現令人印象
深刻，其漲幅超過 1,000%，成為當時加密市場表現最佳的幣種之一。但是，和許多其他代幣一樣，SHIB
在今年一直處於熊市中。

在過去的幾周里，柴犬幣的熱度開始回升，其高額的代幣燃燒率引起了許多投資者的注意。那麼，柴犬幣
的未來如何，其價格將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在本文中，我們將全面描述該加密貨幣在市場上的當前位置以及它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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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柴犬幣（SHIB）？

柴犬幣（SHIB）是 Shiba Inu 生態系統中的代幣，它建立在以太坊區塊鏈上，是一種 ERC-20 代幣。

SHIB 這種去中心化 meme 幣由匿名為 Ryoshi 的人於 2020 年 8 月創建，自進入市場以來，它就與開創
迷因幣本身的 DOGE 進行了激烈的競爭。實際上，狗狗幣與柴犬幣除了都是 meme 幣及馬斯克的偶爾背
書外，沒有任何共同點。

目前，柴犬幣已經成長為市值第 14 的加密貨幣，許多錯過 DOGE 熱潮的人現在都押注於 SHIB。

》》》什麼是柴犬幣（SHIB）？它和狗狗幣有什麼區別？

SHIB 的總供應量為 1 萬億枚，在發布之前，開發人員將一半的代幣轉移到 Uniswap DEX 並銷毀了密鑰，
另一半則轉移給了以太坊的創始人 Vitalik Buterin。Buterin 將 90% 的 SHIB 代幣（價值 65 億美元）發
送到一個不存在的地址，從而燒毀了它們。

其項目創辦者表示，Shiba Inu 是第一個走這條路的項目。每個人都應該在公開市場上購買代幣，確保公
平和完整的分配，開發者不擁有代幣，也不能將它們傾銷到社區中。

2020 年，Buterin 向印度 COVID-Crypto 救濟基金轉移了超過 50 萬億個 Shiba Inu 代幣。在交易時，它
們的價值約為 11.4 億美元。他還承諾將剩餘的 Shiba Inu 代幣捐贈給慈善機構，但這一次是為了支持長
期計劃。Buterin 還讚揚了 Shiba Inu 社區支持的不同的倡議，例如 AI 存在安全研究員。

隨著項目的發展，Shiba Inu (SHIB) 的創建者希望將其變成一個成熟的去中心化生態系統，並將 100% 的
權利轉讓給社區以在沒有管理機構的情況下管理協議。

該平台還支持 Shiba Inu 孵化器，為一大群創意數字藝術家提供便利，他們帶來了一種去中心化運動的體
驗。NFT 項目除了為他們提供其他收入來源外，還為藝術家的作品創作、展覽、推廣和拍賣提供支持。

今年 8 月初，柴犬生態系統在推特上公佈了 Shib CCG 遊戲的名稱，Shiba Eternity。它還告知該遊戲將
在 Google PlayStore 和 Apple AppStore 上提供。9 月 17 日，該遊戲在澳大利亞推出，並計劃進軍其
他國家。

該社區還通過與名為 Shiba Inu Rescue Association 的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參與拯救真正的柴犬。

Shiba Inu 價格歷史有一個完美的開端。在它存在的幾週內，其價格上漲了 27,000%。然而，在進入 2022
第二季度後，SHIB 遭受了損失。

 

柴犬幣的價格走勢

根據 CoinMarketCap 的數據，Shiba Inu 的價格在去年 10 月 28 日創下 0.00008 美元的歷史新高，這
是在 SHIB 在多個交易所上市之後發生的。SHIB 還推出了自己的不可替代的 Shiboshi NFT 代幣系列；
同日，SHIB市值創下逾 342.9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在撰寫本文時，Shiba Inu 的代幣價格約為 0.00001 美元，市值超過 59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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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犬幣價格走勢

從目前看，Shiba Inu 價格可能會為那些願意在未來幾天參與的人提供有利可圖的機會。整個一周，柴犬
價格一直在南下，但以一種動蕩的方式。不穩定的回調是下跌趨勢減弱的第一個跡象。此外，與之前的上
升趨勢相比，整體下降趨勢的成交量很小。

Shiba Inu 的空頭正在 8 天指數移動平均線 (EMA) 附近形成障礙。第一次拒絕的交易量較低，而交易量
上升則顯示在障礙下方的十字星燭台中。如果多頭能夠突破 8 天均線，則可以將入場點定位在 9 月的擺
動高點 0.00001394 美元。這樣的舉措將導致當前柴犬價格上漲 30%。

看漲的反趨勢想法是否無效取決於剩餘的 0.00000880 美元作為支撐，突破這一水平可能會給空頭帶來力
量。下一個目標區域將是 6 月 18 日的擺動低點 0.00000738 美元，這將會導致當前 SHIB 價格下跌
30%。

 

柴犬幣價格預測：2022-2030

在 2021 年的加密繁榮期間，SHIB 的價格繼續飆升，並在很短的時間內在 5 月暴漲。然而，它並沒有成
功地保住自己的位置。

如果你想以合適的價格交易柴犬幣，也許現在還為時不晚。以下我們將對 SHIB 幣未來的價格進行預測，
以確定現在是否仍然是買入或賣出柴犬幣的好時機。

2022 柴犬幣價格預測

與加密貨幣價格的看漲趨勢保持同步，即使在今年，柴犬的價格也有望上漲。雖然現在預測 Shiba Inu 代
幣是否會從冬季上漲還為時過早，但與加密空間中的其他 meme 幣相比，隧道盡頭肯定有光明。

Shiba Inu 硬幣價格預測僅表明在大流行消退的情況下呈現積極趨勢。我們對 2022 年的 Shiba Inu 價格
預測預測，第三季度為 0.000037 美元，第四季度繼續上漲至 0.000042 美元。



2025 柴犬幣價格預測

在進一步閱讀之前，我們必須了解不同分析師的市場預測差異很大。很多時候，這些預測將被證明是錯誤
的，因為分析師不能總是預見到諸如政治或環境危機之類的事件。明智的做法是，投資者在投資加密貨幣
之前進行自己的研究，尤其是在像 SHIB 這樣易變的東西中。

例如，Changelly 的一篇博文聲稱，在研究了 SHIB 價格和市場波動後，專家預測 SHIB 可能高達
0.00005048 美元，低至 0.00004183 美元。其當年的潛在投資回報率預計為 322%，平均價格保持在
0.00004335 美元。

Telegaon 表示同意，根據一些加密專家的說法，Shiba Inu 幣的價格可能會在 2025 年達到 ATH（歷史
最高價位）。相反，儘管他們預計今年會燒掉足夠多的代幣，但他們對 2022 年的價格上漲並不抱太大希
望。他們預測 SHIB 的最高和最低價格分別為 0.0001928 美元和 0.00009839 美元，預計其平均價格約
為 0.0001152 美元。

2030 柴犬幣價格預測

Changelly 博文也提到，2030 年，SHIB 將以 0.00030921 美元的均價交易，其最高和最低價格分別為
0.00035649 美元和 0.00029857 美元。預計 2030 年 SHIB 的潛在投資回報率為 2,878%。

現在，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SHIB 的價格可能會在圖表上上漲。例如，根據許多人的說法，如果用戶燃
燒了足夠多的代幣，加密貨幣的接受度必然會增加。話雖如此，迷因幣也必須培養許多不同的用例。

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意 DOGE 和 SHIB 這樣的實用模因幣。例如，Ripple 首席執行官 Brad
Garlinghouse認為，這種資產類別對整個市場不利。事實上，人們經常猜測這些資產是泡沫的一部分。

早在 4 月，Finder調查了一個由 26 位專家組成的小組，他們預測 Shiba Inu 硬幣的未來前景相當黯淡。
他們預測，2030 年 SHIB 的平均價格將低至 0.000000325 美元。

 

你應該買柴犬幣嗎？

根據我們分析的 SHIB 幣的未來，這可能是一項不錯的投資，其未來幾年的增長潛力超過100%。但是，最
好適量購買，因為該項目尚未確定其實際價值。

請記住，有關柴犬幣的資訊僅供參考。了解大概的 SHIB 價格是有幫助的，但與任何硬幣一樣，您需要對
價格行為進行自己的分析。在做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請務必進行自己的研究，而不僅僅是查看柴犬的預
測。

 

結語

以上就是關於 SHIB 幣未來價格的分析，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柴犬幣的資訊，可以查看：

》》》BTCC 柴犬幣合集

如果你想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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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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