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随着元宇宙概念的火爆，NFT（非同质化通证）也成为 2021 年热点

之一，不断涌现的天价交易持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元老级 NFT 项

目 CryptoPunk#4156 最高售出 1035 万美元，Decentraland 旗下

Fashion Street Estate 虚拟地块售出 242 万美元，一时间 NFT 仿

佛成为了财富密码。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21 年是 NFT 元年。因为从 2021 年 1 月

至今，NFT 交易额一直爆发式地增长。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

nonfungible 统计，2021 年 NFT 交易规模达到 140 亿美元，是疫

情前 2019 年全球艺术品拍卖总额 105.7 亿美元的 1.3 倍。与此同

时，NFT 主流交易平台的交易数据亦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在 2020 年，

OpenSea 全年的交易额还不足 2000 万美元；但自 2021 年 8 月，

OpenSea 这个主流交易平台的 NFT 交易金额已经超过 10 亿美元，

占据了全球 NFT 交易市场总规模的 98.3%。

通过数据统计，现阶段一家独大的OpenSea 几乎垄断了全球所有 NFT

的交易。可即便如此，在 Opensea 每天上亿美金成交额的背后，却是

仅仅六七万个 NFT 出售成功。也就是说，NFT 流通的数量远远跟不上

其交易量，整个行业的繁华主要由少数优质 NFT 在独力支撑。由此可

见，目前绝大部分的 NFT 在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是多么的差。为了解决



流动性这个亘古不变的金融问题，各类 NFT 交易平台纷纷摩拳擦掌，

全球平台之战蓄势待发。

本篇报告由 Bronx 基金会旗下的投研部门调研和撰写，将对 NFT 进

行全面梳理解析，通过数据论证抓取 NFT 行业痛点，深入探讨其解决

方案，并深度分析与之相关的优质交易平台 MetaTrads。







【时势造英雄】

也许，NFT 被不少人认为这是数字时代的郁金香泡沫。

也许，NFT（非同质化代币）在很多人眼中仍然是饶舌的陌生词。

也许，NFT 在未来的几年内，会像手机一样人人必备。

看到热衷于 NFT 的库里、周杰伦，投资 Opensea 的杜兰特，你是否有

思考过，这些明星、球员为何跨界如此之大，来到了区块链的世界。

看到地板价三四十万美金的无聊猿 NFT 卡牌，你是否有惊诧过，一张

丑猴子图片为何被如此狂热地追捧。

看到 Opensea 每天一亿两千万美金的成交额，你是否有疑惑过，NFT

玩家们到底能在一张张图片的交易中赚到多少钱。

明星为其站台，富豪默默出手，玩家疯魔入场，NFT 到底有多大魅力？

目前来看，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

一定，NFT 是打破现实世界与加密世界壁垒最好的渠道

一定，NFT 是未来的几年内，会是最具投资价值的新兴资产

一定，NFT 不仅如此，这个世界必须也必然会出现像 MetaTrads 一样

的弄潮儿，带来更具创新力的玩法，由此来释放 NFT 的无限潜力。





【行业急先锋】

尽管 NFT 已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投资方向，但这个行业仍存在不少

问题，亟待勇于探索的行业先锋们解决。

[流动性不足/二级市场缺少活力]

当下 NFT 交易的核心痛点在于价格博弈问题，很多 NFT 产品的定价与

最终成交价以及二手转手价存在泡沫，二级市场流通性较差。即使强

如 Opensea，其每天上亿美金的成交额背后，却是仅仅六七万个 NFT

被售卖，由此数据可见 NFT 在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多么差。

当然，NFT 的定价是主观性的，这可以说是 NFT 的两面性，因为非同

质化的属性使然，难以达成客观的价格共识，同时也展现了稀缺性的

价值。众所周知，如果不激活 NFT 的流动性，那就无法延展金融属性，

继而在交易为核心的区块链金融世界就无法冲破苍穹，奔赴星河。

[入门门槛过高]

尽管 NFT 市场非常火爆，但进入的门槛越来越高，不可否认，当前

NFT 市场仍然是小众群体的游戏，头部 NFT 的地板价动辄十几甚至上



百个 ETH，高资金投入让这个市场成了高端玩家的游戏，小资金的投

资者和爱好者购买头部 NFT 变得极其困难。

除非是类似 BAYC 母公司 YUGA LABS 这样实力雄厚的巨头，通过烧钱

的方式另辟蹊径来空投发币，用 Token 的形式来转换 NFT 价值，降低

入场门槛。

但 Yuga Labs 岂是多数？

[赋能薄弱]

随着 NFT 市场爆发点来临，越来越多的人们涌入到平台中，宣传和发

行自己的作品，但所设置的机制、玩法却并不丰满，无非就是空投、

分红，这甚至没有三四年前交易所混战时的创新力度。多数平台以蹭

热点的心态，这必然只是昙花一现，螺旋死亡。

纵观上述 NFT 行业的三大痛点，可以预见行业先锋们未来的主要探索

的方向必然集中在这几大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因此，作为行业中枢的

NFT 交易所，在赛道极速爆发的当下，必须主动出击，创新解决上述

痛点，引领行业的发展。在此光辉使命的召唤下，我们看见 MetaTrads

应运而生。





【MetaTrads 诞生】

MetaTrads 是由硅谷一群极客创立的 NFT 聚合交易平台，并获得

Multicoin Capital，LATOKEN，Deserve，flipsidecrypto 等多个海

外资本投资，旨在打造全球最大的 NFT 生态价值流通平台，站在 WEB

3.0 最前沿为去中心化社区建设赋能。

【MetaTrads 使命】

1、打破流动桎梏

创新型手续费机制，有效优化交易挖矿逻辑，解决 NFT 流动性不足的

问题。

2、降低准入门槛

热门项目拆分，降低用户资金准入标准，精准打击，解决市场痛点。

3、赋能 NFT 多元赛道

改变 NFT 行业目前单一的流通场景，多元融合 NFT 超级平台，强势赋

能 NFT3.0 时代。





【超强解决方案】

面对当下 NFT 交易种种痛点，肩负重要使命的 MetaTrads 作出了全方

位、多维度的创新：

技术实现上，MetaTrads 平台采用图灵完备交易引擎、Layer 2 可扩

展性等架构引擎，多链资产流通模块满足用户购买、出售、拍卖等

Gamefi 资产流动性需求。同时保障每一个元宇宙资产的产权交易，

建立产权共识，为 MetaTrads 成为全球交易量最大、用户载体最多的

NFT 流通平台打下坚实基础。

经济逻辑上，MetaTrads 将最具持续性与吸引力的平台收益(交易手

续费)通过多种方式回馈给 NFT 交易者与平台推广者。

首先，对于 NFT 交易者来说，更多地参与到 NFT 买卖之中，不仅可以

赚到 NFT 的溢价，还可以在交易的过程中赚取 MT平台币，并二次获

得 MT衍生的额外收益，例如 LP质押产生的平台手续费分红等。

其次，对于平台推广者来说，MetaTrads 通过加入游戏化战队体系增

加其趣味性和盈利性，把平台一半以上的收益回馈给忠实布道者，从

而助力平台持续高速增长，为 NFT 行业发展赋能新元素。布道者们将

体验到创新性的NFT流通收益，当越来越多人参与到NFT交易之中时，



他们可以伴随平台规模的发展，获得极为丰厚的现金（USDT）收益。

玩法机制上，MetaTrads 推出身份竞选、NFT 合成提高战力等创新机

制，这将有效改善当今 NFT 流动性不足的问题，真正活化 NFT 二级市

场，打造新一轮造富效应，让平台成为 NFT 行业发展的里程碑。





【亮点】

随着 NFT 行业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稳定的阶段，业内开始延

伸出更多新的优质平台和产品的涌现。

作为备受瞩目的 NFT 交易平台，超级黑马 MetaTrads 到底有哪些亮点

可以吸引用户呢?

1、全新的 NFT 交易挖矿

MetaTrads 平台推出全新的交易挖矿逻辑：每日初始手续费仅为 2%，

但每卖出一次 NFT，交易费用将为上一次卖出的 1.25 倍。由于手续

费加成使投机者的刷量成本大大增高，因此这将非常有力地阻止无效

交易会分走原本属于正常参与交易挖矿用户的收益，为忠实用户提供

收益保障，有利于平台长远持续发展。

此外，平台将拿出 10% 的交易手续费收益作为活动激励（交易排行，

推广排行动活动），让每一位平台参与者在参与极具趣味性的 NFT 交

易挖矿的同时，收获惊喜与福利。



2、NFT 售价螺旋上涨

在 MetaTrads 平台挂售 NFT，挂售价格必须递增，防范恶意降价砸盘

的可能。由于 NFT 卡牌的价格稳定上涨，所以参与 NFT 的交易者均能

赚取 NFT 卡牌的溢价。

因此，不同于传统 NFT 交易平台，MetaTrads 的交易者在有利可图的

情况下，这些 NFT 卡牌将在 MetaTrads 交易平台的二级市场里真正流

通起来。

3、NFT 合成稀缺保障机制

在 MetaTrads 交易平台里，当 2个相同星阶的 NFT 满足特定条件时便

可合成一个进阶版 NFT。星阶越高的 NFT 挖矿系数越高，其交易挖矿

收益便越高。

当 MetaTrads 启动这个合成机制，便能有效促进用户积极合成 NFT 卡

牌。而由于 NFT 卡牌大量合成，市场上所流通的官方 NFT 将越来越少，

进而反哺 NFT 的价格，与 NFT 售价螺旋上涨机制相辅相成，最终实现

有效保障官方 NFT 的稀缺性及价值。



4、崭新的价值体系

当下，NFT 交易平台之战烽烟四起，没有发平台币的 Opensea 势必

会逐渐式微；而采取奖励平台币的方式来实现 NFT 交易挖矿的

LOOKSRARE 虽势头正盛，却也逃不出极度依赖平台代币价格的先天残

疾。因为其价值体系出现了致命的问题：一旦平台币价格暴跌将无人

再继续参与交易挖矿当中，然后平台无力抬升币价，币价继续暴跌，

陷入死亡螺旋之中。

这正是 MetaTrads 的绝佳机会。作为最具潜力的 NFT 交易平台，

MetaTrads 通过 MT和 USDT 双奖励机制构建一个超越过往的交易挖矿

价值体系。

在 MetaTrads，用户既可获得稳定的 USDT 手续费分红，更可凭借持

有潜力十足的平台权益币 MT，享受到交易平台最初的资本万倍增长

红利。

5、挖矿交易双奖励机制

顾名思义，MetaTrads 的双奖励机制分为两部分：USDT 和 MT 奖励。

1）USDT 平台交易手续费分红

其中，45%作为战队奖励，30%用于回购 MT，10%活动奖励回馈参与 NFT



交易的用户，剩余 15%用作平台维护与运营。换句话说，高达 85%的

平台手续费收益将回馈给每一位平台参与者。

2）MT 挖矿奖励

作为平台权益代币，MetaTrads 交易量越大，手续费收益越高，则 MT

的价值也越高.也就是说，MT的价值是市场对 MetaTrads 发展预期的

投射。通过 30% USDT 手续费进行 MT回购，MT 合理的锁仓释放机制，

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及销毁机制等，让平台参与者真正获得持久的、有

价值的挖矿奖励。

6、创新的游戏化战队体系

MetaTrads 深知 NFT 的游戏基因，并坚信多劳多得的观念，因此选择

以极富趣味性的游戏战队身份体系来回馈平台布道者，从而大力促进

平台推广。不同身份建立的战队可获得不同的活跃度加成，以得到更

高的战队活跃度，最终享受到高达全网手续费 45% 的 USDT 稳定战队

奖励。

7、强劲的 MT 代币价值

在传统的 NFT 交易挖矿平台里，平台币是至关重要的制胜因素。虽然

用户在 MetaTrads 上进行交易可获得以 USDT 计算的稳定收益，但 MT

在平台中的作用同样重要。因为作为 MetaTrads 的平台权益代币，MT



与平台的收益紧密挂钩，更代表了用户对平台未来发展的预期。因此，

如何设计一个机制让 MT 具有天然增长逻辑，便成为相当重要的一个

环节。

首先，平台将 30% 之高的 USDT 平台手续费收益注入流动性池，对 MT

进行回购，稳定币价，从而实现最直白最有力代币赋能。

此外，当用户在 MetaTrads 进行 NFT 交易时，可以获得 MT挖矿奖励，

但产出的 MT会根据规则锁仓，使 MT形成良性的缓慢通胀，保证市场

流通量不会失衡，从而稳定币价向上。

8、超优惠的交易手续费

根据设计，MT 交易产出规则：单笔交易佣金/MT 价格 * NFT 挖矿系

数。而这些挖矿所产出的 MT 在交易当日立即释放 40%，剩余部分每

日以 0.2%的速度释放。相当于平台给与用户 40%的返利，再简单点来

理解，即 MetaTrads 平台单笔 NFT 交易最终手续费仅低至 1.2%！

这样的手续费折扣优惠力度远远优于目前市面上所有平台。这个挖矿

产出的锁仓释放规则短期让利于用户，长期锁定用户与平台共同成

长，保障用户实则享受超优惠手续费的同时，避免了代币供需关系失

衡而价格暴跌的常见弊端。



9、独特的释放机制

与此同时，MetaTrads 首创 EMA 释放机制，只要平台全网加权平均成

交量 EMA1 大于等于 EMA7 的 80%，则全网所有玩家正常释放 MT。通过

这个独有的挖矿锁仓释放机制，MT 将有限释放流通到市场当中，而

平台完全则有足够的时间沉淀，以长久积累下来的 15%交易手续费收

益，消化交易挖矿产出的泡沫，换取 MT 未来更高的成长空间。在为

用户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保证平台资金的正常运转。

10、多元化应用场景

MT 的价值不仅在于合理的经济逻辑，还将在一个又一个以 NFT 为核

心的多元生态中酝酿着狂热的需求。MT可以用作支付 NFT 合成费用，

参与质押 LP 分红, DAO 投票等，甚至在未来可直接购买 NFT 和抵购

平台交易费，为 MetaTrads 的平台权益币 MT应用场景多元化赋能。

11、多渠道代币销毁

所有 NFT 合成费和 1%的 MT 交易滑点将全数销毁，保证 MT 的流通处

于良性发展的微通胀状态。



12、无穷的拓展空间

当其他 NFT 交易平台仍踟蹰于缺乏流动性的难题时，MetaTrads 已悄

然解决三大行业痛点，并将视野投向 NFT Fi，GameFi、元宇宙等延

伸领域。

多维革新的 NFT 交易只是 MetaTrads 的起点和基础，平台以及权益代

币的未来价值将在此根基之上开枝散叶，空间无限。





【万倍未来】

1.交易平台市场前景

据 NFTGO 近日数据显示，OpenSea 目前的日平均成交金额一亿两千万

美元。

保守假设，MetaTrads 仅达到 OpenSea 成交额的 50%体量，便是每日

至少 125 万 USDT 的手续费，这其中至少 85%（即超过 100 万美元）

将直接或间接作为奖励回馈给用户。

因此，越多人参与到 Meta Trads 中进行 NFT 交易，平台成交总量越

大，回馈给每一位用户的奖励亦越多。

2.MetaTrads 价值

【全民造富】

用户选择 MetaTrads 进行 NFT 交易，基于 NFT 售价螺旋上涨机制，首

先将直接赚到每次交易 NFT 时的卡牌溢价。

同时，根据挖矿产出公式用户获得相应数量的 MT交易挖矿奖励。其



中 40%立即释放，用户可立即出售获得返利，相当于用户每次交易的

手续费仅为六折。

用户只需紧跟 MetaTrads 的运营步伐，参与各类 NFT 交易、平台推广

等活动当中，即可获得交易手续费的 10%平台活动奖励。

此外，平台布道者可通过加入创新的游戏化战队体系，可享受到高达

全网手续费 45%的 USDT 稳定战队奖励。

【打造口碑】

为了促进 NFT 卡牌的价值稳定上涨，MetaTrads 将启动 NFT 合成稀缺

保障机制。通过不同星阶的 NFT 卡牌拉开交易挖矿的收益差距，吸引

用户大量合成进阶卡牌，使流通的 NFT 数量大大减少，其价值则稳定

合理地上涨。

考虑到投机者会破坏市场秩序，影响 MetaTrads 交易口碑。平台设置

每日手续费递增机制，使投机者的刷量成本大大增高，保证交易挖矿

的公平性。

此外，MetaTrads通过对平台权益币MT一系列的价值加成，如30%USDT

手续费进行回购，合理的锁仓释放机制，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及销毁机

制等，保证忠实用户获得长期有价值的挖矿奖励，成为真正有口皆碑



的 NFT 交易平台。

【不可估量的成长空间】

正因 MetaTrads 上的 NFT 作品广受追捧，交易挖矿机制公平且长久，

平台权益币 MT的价值持续上涨，使 NFT 二级市场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平台上的 NFT 将不断流转，从而打造世界第一的 NFT 交易口碑。而平

台也会在交易量逐渐增大的同时，吸引更多的新用户参与 NFT 交易挖

矿，享受 MT和 USDT 双奖励机制带来的丰厚收益，与平台共同成长，

最终 MetaTrads 将成为全球最大的 NFT 交易平台。

关于 MetaTrads 的未来想象无比巨大，在 web3.0 时代有着无可估量

的增长空间，又有谁能忍心错过这个 NFT 界的币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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