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ve to Earn詳解，除了STEPN你還可以關注這
六個M2E項目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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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Move to Earn（下文簡稱 M2E）遊戲十分盛行，它將虛擬世界和現實結合起來，讓你可以透過運
動賺取遊戲代幣。其中，最為火爆的應用程式就是 STEPN，達到了超過 100 萬的下載量，並且掀起了一
整 M2E 熱潮。

這裡，我們將為你解釋什麼是 M2E 機制。以及除了 STEPN 外，我們還可以關注哪些邊跑邊賺遊戲呢？

Move to 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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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Move to Earn？

Move to Earn，字面意思是移動賺取，你可以理解為是一種依靠運動來賺取虛擬貨幣的經濟模式。

M2E 中的「Move」，指的是移動。簡單來說，就是包括走路、跑步、游泳或其他肌肉訓練運動。每個遊
戲專案都有不同的 Move 概念，所指的具體內容也會有所不同。

雖然在賺取虛擬貨幣的方式上存在著一些差異，但通過「移動」獲得虛擬貨幣的專案都可以成為 M2E。

2021 年，在以 Axie Infinity 為首的 Play to Earn（P2E） 模式迅速流行後，隨著衍生出了越來越多的 X
to Earn 模式，而其中，M2E 就是這類模式中的佼佼者。

M2E 結合了 GameFi 和 SocialFi 兩個模型。與 P2E 不同的是，M2E 創造出了一種將區塊鏈世界與現實
世界緊密結合的新模式。需要通過手機或其他設備跟蹤現實的運動數據，連結到 M2E 的項目中，透過你
的真實運動量來獲取相應的代幣獎勵。

舉個例子來說，如果你是一個運動達人，每天都有跑步或運動的習慣，那麼，你只需要擁有一雙 NFT 球
鞋和一部手機，就可以在 M2E 模式中將你的這些運動轉化為代幣收益。

同時，如果你是一個喜歡逛街或散步的人，也可以透過走路的方式在 M2E 中賺取收益。

為了避免玩家作弊，很多 M2E 專案都配備了 GPS 定位系統和運動傳感器等技術，用來檢測玩家是否真實
地參與到了運動中。

隨著 STEPN 的流行， M2E 模式也開始進入到了大眾的視野中。除了 STEPN 外，我們還可以關注以下
6 個 M2E 項目：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Walken

Walken 和 STEPN 一樣，是 Solana 上的一款 Move to Earn 遊戲，玩家可以將他們的日常活動轉換為遊
戲內的貨幣。

在 Walken 中，用戶的日常步數將會被轉換遊戲寶石 GEM（1000 Steps = 1 GEM），然後將 GEM 用於
玩家的 NFT 角色（CATthletes），包括升級速度、力量和耐力以幫助玩家進行遊戲戰鬥，獲得WLKN 加
密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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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分為城市跑、短跑和馬拉松三種形式。 每種比賽形式都對應一個特定的屬性。 力量跟城市跑有關，
速度跟速度跑有關，耐力跟馬拉松跑有關。 這種多樣性確保玩家不會被迫專注於單一的特定屬性，而是
在他們喜歡參加的比賽類型方面有更多的自由。

需要注意的是，聯賽越高，所需的最低 CAThelet 級別就越高，因此玩家需要不斷努力以隨著時間的推移
提高他們的 CAThelet。

目前，Walken 在 iOS 和 Android 上擁有 6000 萬次的下載量。

Walken

 

RunBlox

RunBlox（RUX）是 NFT 遊戲平台 OpenBlox 推出的首款 Web3 產品。它基於 Move to Earn 概念，構
建於 Avalanche 鏈之上，鼓勵用戶通過跑步健身來賺取數字資產，養成積極健康的生活習慣。

以 OpenBlox 自有的元宇宙為基礎，RunBlox 設計了步行（Walk）、慢跑（Jog）和跑步（Run）三種運
動模式及類型，共6款（種族）跑鞋對應不同速度的運動模式。

RunBlox採用常見的雙代幣機制，$RUX 為 RunBlox 應用內通證，而 $OBX 為 OpenBlox 平台通證，用
於累計費用和分享收入。新用戶使用 RunBlox 需要先購入 NFT 跑鞋。

作為Web3 產品，RunBlox 特別研發了GPS 數據隱私算法，通過不可逆的坐標偏移，從而在不收集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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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數據的提前下，來精準的判斷用戶的運動狀態。

RunBlox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Step Of Doge

Step Of Doge 是 Binance 智能鏈上一款與寵物密切相關的 Move To Earn 項目。

用戶在帶寵物出門後，通過使用被稱為 STEPD-Collar 的智能項圈連接的 NFT，將運動的步數轉化為相應
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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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D 為治理代幣，總量60 億，將根據每月交易量進行銷毀。其中團隊分配 5%，鎖倉 12 個月；50%
用於預售，30% 用於提供流動性，15% 用於銷毀。STEPG 則是遊戲代幣，總供應量是無限的，玩家可用
來修復或更新遊戲內 NFT 等。

 

Genopets

Genopets 也是 Solana 上一款基於 Move to Earn 模式的遊戲。玩家將自己的身體運動和認知鍛煉轉化為
遊戲進程，以升級和發展遊戲中的 Genopet NFT，並可按照自己的喜好來定制它。

GENE 是該遊戲治理代幣，持有者可用來對遊戲的未來進行投票，並通過質押獲得獎勵。KI 則是遊戲內
的收益代幣，可用於購買寵物生活和進化的 Habitat，以及用來進化 Genopet、煉化水晶，並與其他玩家
戰斗等。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Movey 

Movey 是結合了自動質押和自動複合協議的 M2E 應用，它集成了區塊鏈和加密貨幣，Movey 用戶不僅可
以追蹤他們的健康狀況，還可以通過移動賺取 MOVEY 代幣。

MOVEY 是一個 BEP20 代幣，可用於購買 NFT 盒子、修鞋、創建 NFT、在市場上交易/出租/租賃 NFT，
以及參與特殊活動等。

據其官網顯示，Movey 可提供加密貨幣中最佳的固定APY，高達 100,335%，自動複合獎勵將每 12 分鐘
發送到用戶的錢包，每天 120 次。

 

Step

Step 是 FitFi（Fitness Finance）的開發協議，Step.App 則是建立在 Step 協議上的首款Dapp，由核心
團隊構建。該項目旨在通過NFT 和地理定位技術，開發一系列基於地理位置的「X to Earn」產品，並為
健身經濟創造一個遊戲化的元宇宙，用戶可通過步行、慢跑和跑步來社交、娛樂和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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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App 代幣經濟包括質押、鎖定、流動性激勵、回購和銷毀，這些由遊戲福利和遊戲經濟價值所帶來
的需求而驅動。

FITFI 是其治理 Token，它受益於生態系統的費用，總量 50 億枚。KCAL 則是遊戲內 Token，可用於購
買 Sneak 運動鞋，而要鑄造 Sneak 的話也只能使用 KCAL。此外，在質押 Sneak 時通過跑步可獲得
KCAL，但必須質押所有的 Sneak 才能獲得，而賺取的 KCAL 以 10 天為周期進行發放，但若提前取消抵
押，未被認領的 KCAL 將會被銷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