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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 是熱門 M2E 鏈遊 STEPN 的治理代幣。該遊戲將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現結合，為用戶提供透過鍛
煉賺取加密貨幣的機會。

該項目於 2022 年 3 月啟動，一度引起了 Move to Earn 遊戲的熱潮，其代幣 GMT 的價格也在 4 月底
達到最高點，然後回落至略高於 IPO 水平的區間。

從目前的價格走勢來看，GMT 將在平坦範圍內保持多長時間，能否再次達到新高呢？

以下將根據 GMT 幣的歷史價格和現在的數據，對該代幣 2022-2030 年的價格做一個初步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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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GMT 幣？

STEPN 生態採用雙代幣機制，一個是遊戲代幣 GST ，另一個則是治理代幣 GMT。GMT 代幣的全稱是
Green Metaverse Token，是具有高級功能的支付代幣。它的總供應量為 60 億顆，STEPN 會透過代幣
鑄造和銷毀機制來控制 GMT 的發行量，從而提升 GMT 的價值。

STEPN 的主要目標是鼓勵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促進生態友好，它允許用戶在裝備 NFT 運動鞋時獲得在戶外
活動的獎勵。在撰寫本文時，它是 Google Play 和 AppStore 上最受歡迎的健身應用之一。

STEPN 提供了大量功能，無論是加密老手還是新人都可以享受無縫體驗。該應用程式還包含一個完整的
加密貨幣相關產品生態系統，允許新手與 STEPN 互動，而無需下載任何額外的應用程式。其生態系統包
括一個內置的錢包、一個市場以及一個交換服務等。

此外，STEPN 之所以能在一眾鏈遊中脫穎而出，是因為它專注於交互性和應用內遊戲化。例如，用戶可
以升級和鑄造他們的 NFT 運動鞋，還擁有許多社交互動選項。

GMT 代幣主要用於 STEPN 應用程式中的治理，擁有 GMT 代幣的玩家可以參與治理，質押者也可以透過
投票決定質押獎勵的分配。此外，GMT 可以用於遊戲的投票及其他高級功能，包括球鞋更名、高級運動
鞋升級等。

 

GMT 的歷史價格分析

由於 GMT 仍然是一種相對較新的加密貨幣，因此很難預測該代幣的未來價格的趨勢。但是，查看歷史數
據可以讓我們對 GMT 未來的表現有所了解。

在 STEPN 推出後，由於創新的遊戲機制，大量用戶湧入遊戲中，帶動代幣開始暴漲。在 4 月低，GMT
代幣的價格達到 4.11 美元的峰值。但隨後，由於清退中國用戶、遊戲機制存在問題、團隊冷處理以及整
個加密貨幣市場的影響，該遊戲的用戶數量驟降，GMT 的價格也全面崩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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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價格

根據過去的表現，我們可以假設隨著越來越多的用戶開始使用該平台，GMT 的價格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
繼續上漲。自 2022 年 3 月 IDO 以來，GMT 代幣已經經歷了一些起伏，其市值目前穩居 CMC 前 100
名之內。

 

GMT 2022-2030 年價格預測

不同專家對 GMT 未來發展的看法不同，coincodex 預測的 GMT 價格走勢如下：

在最好的情況下，如果跟隨 Facebook 等大型科技公司的增長， 2025 年的 GMT 價格預測為 1.263215
美元。如果 GMT 代幣跟隨互聯網增長，那麼 2025 年的預測將是0.248998 美元。

而 tradersunion 的分析師仍然看好 STEPN 的長期前景，並給出了積極的長期預測。其列出的 2025 年
GMT 的最低價格為 1.38 美元，最高價格為 2.45 美元。而 2030 年 GMT 的最低價格為 8.82 美元，最
高價格為 15.57 美元。



結合各方面的分析，我們認為 GMT 代幣未來的價格如下：

1.2022 GMT 價格預測

GMT 潛力巨大，通過一定的合作和創新可能會增加用戶數量和使用率。如果市場集中投資 GMT 代幣，其
價格可能會上漲很多。到 2022 年，它可以達到 0.24 美元的最大值。預計如果市場下跌，GMT 將略有
回升。因此，預計 2022 年的平均價格為 0.85 美元，最低價格為 0.7 美元，最高價格為 1.0 美元。

2.2023 GMT 價格預測

在許多網站和論壇上都可以找到一種無縫處理這種貨幣的方法。在這個看來，GMT 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
穩定在當前價格。到 2023 年，GMT 的最高價值預計為 3.28 美元。如果市場看漲，最低價格可升至
2.71 美元。

3.2024 GMT 價格預測

對於長期 GMT 代幣價格預測，基本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就行業利益而言，為其原生代幣提供了一些優勢。
隨著 DAPP 和穩定幣的發展，該網路提供了具有競爭力的可編程支付、物流和存儲選項。如果更多的投資
者被這個想法吸引，GMT的平均價格有可能在 2024 年升至 4.2 美元左右。到 2024 年，該年的最高價
格可能為 4.65 美元，最低價格水平為 4.10 美元。

4.2025 GMT 價格預測

加密貨幣領域的專家分析了 STEPN 的價格及其在前幾年的波動。假設在 2025 年，GMT 最低價格可能會
跌至 6.07 美元，而最高價格可能會達到 7.16 美元。平均而言，交易成本約為 6.24 美元。

5.2030 GMT 價格預測

波動性推動了加密貨幣市場。今天，預測和跟上當前的定價並不容易。許多加密貨幣分析師在這方面發揮
作用。如果市場在 2030 年看到良好的牛市行情，它的交易價格至少為 37.83 美元，最高可能達到
45.40 美元。因此，平均而言，您可以預計 2030 年 GMT 價格將在 38.86 美元左右。

 

GMT 代幣是一項不錯的投資嗎？

目前，關於 GMT 未來的價格有很多不同的預測，因此不能完全確定它是否是一項不錯的投資。一些專家
認為，GMT在未來幾年的價值將大大增加，而另一些專家則認為其價格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下
跌。STEPN 是一個有趣的項目，已經引起了很多關注，但最終，要由個人投資者來決定他們是否認為
GMT 是一項好的投資。

 

結語

以上就是關於 STEPN（GMT）價格預測的所有內容了，如果你對該代幣感興趣，可以在註冊 BTCC 以購
買 GMT 合約。

》》》STEPN丨治理代幣 GMT 詳解，附GMT購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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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TCC交易 GMT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關 STEPN 的資訊，可以點擊下方連結：

》》》STEPN 資訊合集

或進入 BTCC 學院 及 資訊 頁面進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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