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ibaSwap 是什麼？與柴犬幣、BONE 幣有什麼關
係？

原文: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crypto-basics/what-is-shibaswap

柴犬幣（SHIB）是加密領域中市值排名第二的加密貨幣，它在 Shiba Inu 生態系統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除了 token 外，其 ShibaSwap 作為一個去中心化加密貨幣交易所在其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將為你詳細介紹虛擬貨幣 ShibaSwap，並透過該交易所帶您認識 Shiba Inu 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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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ShibaSwap？

ShibaSwap 由 Shiba Inu 的創始人創建並由 ShibaSwap 社區管理，通過眾多激勵計劃提供有吸引力的被
動獎勵系統。

簡單來說，ShibaSwap 是一種新的去中心化交易所（DEX），它允許用戶以無信任和安全的方式交易各
種數字資產。該平台建立在以太坊區塊鏈之上，利用0x 協議提供去中心化、無需信任的交易體驗。

與中心化交易所不同，在 DEX 上，您無需通過中介或交易對手即可交換代幣。ShibaSwap 最初是
Uniswap 交易所的一個分支，但現在包括用戶界面和技術變革，同時增加了提供流動性、質押和銷毀的獎
勵。

ShibaSwap 憑藉其母項目 Shiba Inu 繼續受到歡迎。自 2021 年 7 月推出以來，ShibaSwap 已記錄超過
500,000 名會員和約 59 個交易。ShibaSwap 結合了 Shiba Inu 的機智、去中心化金融 (DeFi) 的流暢性
和獨特的代幣經濟學，構建了一個主權去中心化交易平台。

 

ShibaSwap 的代幣

ShibaSwap 平台的核心是三個原生代幣，這三個 token 為 ShibaSwap 平台提供動力，它們分別是柴犬
幣（SHIB）、牽繩 (LEASH)和是骨頭 (BONE)。

1.柴犬幣（SHIB）

SHIB 可以說是目前最受歡迎的迷因幣之一，它被創建為「狗狗幣殺手」，並試圖改善狗狗幣創造的文
化。Shiba Inu 的創造者迄今為止一直保持匿名，並以 Ryoshi 的名字命名。

SHIB 發行在以太坊鏈上的 ERC-20 代幣，發行量為 1000 萬億枚。首次推出時，Ryoshi 將總供給量的
50% 鎖定在 Uniswap 來提供流動性，並丟掉了私鑰，團隊丟掉私鑰意味著放棄管理權。另外的 50% 則是
發送給以太幣共同創始者之一的 Vitalik Buterin，讓他進行保管。

從那以後，SHIB 呈指數級增長，歷史上超過 了狗狗幣的市值，並鞏固了其與原始 meme 幣真正競爭的
聲譽。

SHIB 是 ShibaSwap 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它與 LEASH 和 BONE 一起構成了質押池。柴犬幣目前在大多
數中心化交易所和以太坊 DEX 上進行交易。

2.牽繩 (LEASH)

LEASH 最初被設置為與狗狗幣價格掛鉤的變基 token。然而，該團隊改變策略，將總供應量限製在約
107,000 個 token。基於供需理論，這種極低的供應量創造了稀缺性，從而解釋了其高昂的價格。在 2021
年 5 月，它的曆史最高價超過 7,000 美元。

它是一種 ERC-20 代幣，也用於促進流動性。當用戶向 ShibaSwap 上的資金池提供流動性時，他們會收
到 xLEASH 幣作為回報。可以質押這些 token，以賺取資金池中產生交易費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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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骨頭 (BONE)

ShibaSwap 上 BONE 代幣的實用性正在穩步開發中，它是 ShibaSwap 生態系統的主要代幣。

BONE 是 ShibaSwap 生態系統的獎勵代幣。質押者和流動性提供者將獲得 BONE 獎勵。在撰寫本文時，
BONE 持有者還可以質押他們的代幣以在 BONE 中獲得高達 33% APY的被動獎勵。

BONE 也是 ShibaSwap 生態系統的治理代幣。BONE 代幣的持有者可以創建改進提案，也可以對社區其
他成員創建的提案進行投票。隨著 Shibarium 升級，BONE 將獲得更多用例，因為它將成為第 2 層解決
方案的「gas 代幣」。

BONE 在多個中心化交易所積極交易，包括 BKEX、MEXC Global和BitMart，它也可以在 ShibaSwap
DEX 上交易。

 

Shiba Inu 生態系統

Shiba Inu 生態係統仍處於早期發展的階段。然而，該項目背後的團隊已經在短時間內取得了重大進展。
除了他們的 token 和 DEX 平台外，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社區人數還在繼續增長。

ShibaSwap DEX 已經上線運行，而且團隊正在努力開發新的功能和應用。未來，Shiba 生態係統計劃提
供廣泛的產品和服務，包括：

Shiboshis：官方 NFT 係列1.
Dig Liquidity Pool：通過向其生態係統提供流動性，用戶可以獲得 BONE 等獎勵。2.
Bury Stake 平台：用戶可以鎖定 token 以獲得收益3.
Doggy Dao：讓用戶參與 Shiba Inu 生態係統的重大決策中來4.

根據我們目前看到的數據，ShibaSwap DEX 有可能成為最受歡迎的加密貨幣交易所之一。除了其低費用
和用戶友好的界麵，ShibaSwap 在未來有能力吸引大量的用戶。

Shiba Inu 生態係統中錢包地址數、熊市表現、關鍵員工的聘用以及社區不斷壯大的趨勢，都是其會在區
塊鏈世界中可持續性發展的有力跡象。該團隊致力於建立一個世界級的生態係統，每一步都有社區在背後
的支持。

 

ShibaSwap 獎勵系統

ShibaSwap 為改善 ShibaSwap 生態系統的大多數活動提供「豐厚」獎勵。

目前在 ShibaSwap 生態系統中有四種獲得獎勵的方式：Dig、Woof、Bury 和 Burn Portal。以下是獎勵
系統的運作方式。

1.挖

在 ShibaSwap 上獲得獎勵的第一種方式是通過他們的流動資金池，稱為 Dig。 它的工作方式非常簡單：
每個將其 SHIBA 代幣鎖定在 Dig 池中的用戶都會收到免費的 BONE 代幣。 獎勵的百分比取決於您在池



中鎖定了多少 SHIB 代幣。

流動性提供者通過 ShibaSwap 流動性池 (SSLP) 代幣獲得補償。 這些代幣代表了用戶在流動性池中的行
為，他們可以隨時兌換 BONE 代幣。

2.Woof

在 ShibaSwap 上獲得獎勵的第二種方式稱為 Woof。 它實際上是一個收益農場池，允許用戶通過交換他
們的 SSLP 代幣來交換他們的 BONE 獎勵。 您將可以立即領取 33% 的獎勵，但剩餘的 67% 將在接下來
的六個月內鎖定。

3.Bury

Bury 是針對 SHIB、BONE 和 LEASH 持有者的單一資產質押計劃。只需在質押門戶上質押您的代幣，
並在指定的 APY 中獲得被動獎勵。每個令牌的 APY 根據指定條件而變化。

4. Burn Portal

Shiba Inu 推出了流通的數以萬億計的代幣。以太坊區塊鏈創始人 Vitalik Buterin 歷來燒掉了發送到他錢
包的 50% 供應中的大部分，然後將其餘部分捐贈給 COVID-19 慈善項目。即便如此，仍有大量 SHIB 代
幣在流通。

如此大量的代幣供應曾經（現在仍然是）讓投資者望而卻步。Shiba Inu 社區致力於通過傳統的智能合約
代幣燃燒過程燃燒代幣來減少這種供應。

但是，正常的銷毀過程需要對智能合約技術有基本的了解才能執行銷毀交易。

為了促進代幣燃燒計劃，Shiba Inu 創始人 Ryoshi 開發了一個簡化的代幣燃燒門戶，並為燃燒代幣的持有
者制定了獎勵策略。燒掉代幣的柴犬持有者會收到 BURNTSHIB，代表他們燒掉的代幣數
量。BURNTSHIB 持有者以RYOSHI 代幣的形式獲得被動獎勵，其中 0.49% 的 RYOSHI 代幣產生的交易
費用分配給 BURNTSHIB 持有者。

 

什麼是 Shibarium？

Shibarium 是由 ShibaSwap 開發的第 2 層解決方案，正在開發 BONE 令牌以促進該網絡。BONE 將作
為 Shibarium 上的 gas 代幣，這將為 ShibaSwap 用戶提供某些用戶體驗改進，例如更快的交易、更便宜
的費用，以及在不影響安全性的情況下整體上更靈活、更高效的以太坊主網替代方案。

除了 ShibaSwap，Shiba Inu 的 Metaverse 項目，即 Shiberse 將在 Shibarium 上啟動，快速的
Sibarium 網絡有望優化探索 Shiberse 的任何人的體驗。

 

結語

以上就是關於 ShibaSwap 的所有內容了，希望對各位讀者有所幫助。如果你想要搜尋更多關於柴犬幣的
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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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