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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單位

元浪潮MetaWave是全球第一家NFT营销行业媒体平台，致力

于借助 WEB3.0理念，辅佐亚洲品牌走向全球。服务涵盖NFT
发行服务/内容媒体/培训/行业研究等区块链上下游业态。

NEWAVE CAPITAL是亚洲顶尖区块链投资基金，专注研究并

投资全球顶尖区块链项目，领域包含DeFi/GameFi/NFT/DAO
等50几个项目，熟悉全球区块链行业动态趋势以及亚洲市场，

并具备强大的投后管理能力。

两边团队具备深厚的技术背景/营销经验及投资经验，共同组建

元浪潮实验室MetaWaveLab，与不同的合作方共同孵化区块

链项目以及产品，领域包括艺术文化/运动竞技/游戏GameFi/新
零售SaaS/大健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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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itter.com/metawavespace

https://www.instagram.com/metawavespace/

https://discord.gg/C5b74tyX

https://t.me/metawavespace

NFT营销圈最新动态 metawave.click

https://newave.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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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食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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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食品行业走进元宇宙

元宇宙一词的出现，也代表着数字化世界的到来，包
括餐饮业在内的各行业都在积极寻找更创新的方式
来脱颖而出。技术的进步让餐饮业者能够在现实中提
供更科技的功能及服务，尽管元宇宙仍处于初期阶段
，但许多品牌和餐厅已经注意到这是未来的一大趋势
，并开始寻求如何参与到元宇宙的方法。

虽然我们并不能在元宇宙中实际地吃吃喝喝，但餐厅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在虚拟世界中提供独特的餐饮体
验，以帮助他们扩大对新顾客的影响力。后面我们将
以案例分析的方式来探讨目前餐饮行业是如何跨足
元宇宙，带给顾客更特别的消费体验。



品牌案例
（餐饮业）



元宇宙第一家台湾速食店开张！顶呱呱发行七款限量NFT盲盒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盲盒发售 采盲盒形式发售
，同时拥有此 7 
款 NFT 拥有者
，就有机会获得
顶呱呱终身黑卡
乙张 (限量3名)

NT$1,000 ETH 持黑卡至顶
呱呱门市消
费享有终身 8 
折优惠

顶呱呱首波七款 NFT 问世，分别有7个角色，每个角色都有自己
的属性与唯一性，每款售价1,000元台币，采盲盒形式发售，限量
250个。
同时拥有此 7 款 NFT 拥有者，就有机会获得顶呱呱终身黑卡乙
张 (限量3名) ，持黑卡至顶呱呱门市消费享有终身 8 折优惠。



奈雪的茶首发“NFT艺术盲盒”进军元宇宙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盲盒发售 买家可以获得
随机赠送面值
100-1000元的
奈雪的茶限定
心意卡

人民币699元 私有链 只在线上以
盲盒形式发
售，不制作实
物

「全球茶饮第一股”奈雪的茶发布概念视频，正式官宣品牌大
使——NAYUKI。这个来自美好多元宇宙的IP人物，将在虚拟空
间和现实生活中穿梭，探索每一个充满美好的宇宙空间。此次
NAYUKI还带来储值卡充100得150的福利。并且更重要的是
NAYUKI带来的潮玩&NFT，NAYUKI售价为699元，首发限量
1000套，买家还可以获得随机赠送面值100-1000元的奈雪的茶
限定心意卡。且只在线上以盲盒形式发售，不制作实物。



VCR集团 Flying Fish Club

飞鱼具乐部 Flyfish Club (FFC) 是世界上第一个会员唯一的
私人餐饮具乐部，会员在区块链上以不可替代代币 (NFT) 的
形式购买，并由代币持有者拥有，以访问餐厅和各种烹饪、文
化和社会经历。 
FFC 成员将可以无限制地使用位于纽约市标志性地点的占地 
10,000 多平方英尺的私人餐厅。 该空间将包括一个熙熙攘攘
的鸡尾酒休息室、高档餐厅、私密的 omakase 房间和户外空
间。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会员特权 Flyfish 
Omakase
Flyfish Club

USD$29,500 ETH 独立空间＋

无菜单料理

（两个等级）

需另付餐费



全球首创可以吃的 NFT！限量8人在RAW享用限定料理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会员特权 虚实整合
：VR菜品、体
验

3ETH ETＨ 米其林1星RAW
优先定位服务一
次，并可于餐厅
加价购限定料理

“可以吃的 NFT：We Are What We Eat”，利用创新时事，结合各种
领域的精神领袖，拓展客群融合各领域精华，跳脱既有单调的品牌
定位，提高品牌格调，加深品牌的影响力。
八位成功竞标的藏家将化身共同创作者与艺术家共同完成五感共
创飨宴，在RAW餐厅品尝主厨江振诚的限定料理，搭配黄心健制
作的VR影片与张逸军的艺术舞姿，获得独一无二的NFT加密艺术
体验。
此外，得标者也将获得可多次使用的数位凭证，日后有权于RAW
餐厅加价购此限定料理，还能分配到5颗Seed NFT，以及Seed的
销售红利1%，让此次 NFT 的艺术盛宴延续下去。



Cordia 宣布推出顶级厨师 NFT 和元宇宙餐厅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会员特权 通过持有厨师 
NFT，欢迎所有
人拥有这些虚
拟餐厅的一部
分。

0.08ETH ETH 持有人将被邀请
参加常规的烹饪
活动，他们也有权
获得虚拟餐厅的未
来空投和折扣代
码

Cordia Corporation宣布推出Crypto Food Hall NFT系列。该系
列包含1,000名厨师、500名男性和500名女性。这些厨师基本上
代表了不同的菜系、烹饪风格和个性。目前公开铸币价格为
0.08ETH。每位厨师都将在Crypto Food Hall拥有自己的餐厅，
有些厨师将在外卖应用程序上拥有实际的虚拟餐厅。此外
，Crypto Food Hall 将欢迎烹饪专家和名厨的参与和专业知识。
通过持有厨师 NFT，欢迎所有人拥有这些虚拟餐厅的一部分。

https://cordiakitchens.com/
https://cordiakitchens.com/
https://cordiakitchens.com/
https://cordiakitchens.com/
https://cordiakitchens.com/
https://cordiakitchens.com/
https://cordiakitchens.com/


师园盐酥鸡成“全球第一家NFT炸鸡店”！上架大涨134倍

师园咸酥鸡也跟上时代，正式于Oursong平台上推出《师园盐
酥鸡Shiyun  fried chicken shop》系列NFT。只要购买NFT并
转手后，该NFT每转手交易一次，买家即可前往师园兑换一份
咸酥鸡。
师园咸酥鸡利用创新时事，把盐酥鸡品牌转化更贴近实事潮
流的潮牌，拓展知名度。透过人群转卖，吸引消费者到店消费
，师园也获取部分交易抽成，并拓展新客源。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菜单/品项 8款NFT，易
手可获得一
张兑换券

咸酥鸡：100pcs
炸鱿鱼：100pcs
杏鲍菇：80pcs
香菇：80pcs
四季豆：500pcs
花椰菜：100pcs

ETH 独立空间＋
无菜单料理
（两个等级）
需另付餐费



必胜客素画披萨NFT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菜单/品项 稀有NFT可
免费兑换披
萨

0.0001ET THUNDER
CORE

第一个新口味披
萨的 NFT 售出
后，之后上架的
新NFT售价已经
达到了5ETH

必胜客推出一款“图元化披萨”艺术品，以0.0001ETH的价格在
Rarible上发售。必胜客推出低价图元化披萨的想法是让每个
人都买得起，就像吃一口披萨花不了多少钱一样。
这个NFT还为必胜客带来了行销机会，他们通过该活动向餐厅
推出了四款新食谱，然后每周必胜客都会发布一片新口味披
萨的NFT。第一个新口味披萨的 NFT 售出后，之后上架的新
NFT售价已经达到了5ETH。

https://viewblock.io/thundercore
https://viewblock.io/thundercore


168AAA 元宇宙鸡肉饭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海南鸡联盟 1.限定次数 0.09ETH ETH 取得NFT的隔天起连
续7天内领取。交易
额不得低于0.09ETH

2.终身免费 1.19ETH 不限时间，每天领取
1碗鸡肉饭，有交易
限制

一款名为“元宇宙第一鸡肉饭”的NFT，现身在交易平台
OPENSEA上，主要商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限定次数
NFT，持有者每天可以领取1份对应餐点，但必须在取得NFT
的隔天起连续7天内领取。交易后的新持有者同样获得7天7碗
的鸡肉饭，但若交易金额不得低于0.09ETH，这个规则避免了
使用者之间低价转让的漏洞。
另一类商品则是终身免费版，拥有者可以不限时间，每天领取
1碗鸡肉饭，最低价格是1.9ETH。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商品叙述中，还列了第7家分店，也就是说
， 未来可能会开虚拟分店，让用户获取虚拟鸡肉饭。



PlateForm：致力在台湾打造一个NFT与餐饮产业结合的生态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特权/分润/实
体联盟

20款食材
NFT＋
$RICE代币
生态

0.2ETH ETH 菜单创作/食
材分润/宣传
分润/年终分
红

PlateForm by Unname Token NFT总共发行2222张，拥有NFT
的会员可以参与餐饮品牌的营收分润、品牌共创、使用$RICE
代币兑换餐券、独家飨宴等四种类型的权益与福利。
设计运用有机的线条与神秘优雅的黑色，传递每一种个体的低
调与夺目，无限的想像与可能性，有机与野性的象征，不会拘泥
于任何规律的束缚。凭证的图形灵感来自台湾在地的20种食材
，象征传统与创新的跨界交织，犹如我们各自独立平凡，却又可
以精彩地跨界交融。



Kojirou Club：以VIP卡串接不同店家，打造日式美食元宇宙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实体联盟 串连各日式
料理店家

0.05ETH ETＨ 现已串联超过十
个品牌，超过二十
间门市从北到南
的餐饮店家，各有
不同优惠

Kojirou Club就像是一条公链，用来连结各式各样的餐厅。
Kojirou club于opensea平台乙太链发行，每张凭证售价
0.05eth，共发行251张，现已串联超过十个品牌，超过二十间门
市从北到南的餐饮店家，各有不同优惠。
回归到实体面，每天都还是要吃饭，所以以实体的导向出发，可
以让持有的人在不论是投资角度，或是挑选自己喜欢的艺术品的
同时，也记得要享受生活及美食，所以这次用这个切入点，去打
造出一个“食”用率最高的美食元宇宙。



大苑子元宇宙冰果室特别版上线，将台湾水果登陆到元宇宙！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艺术家联名 一年份的
HPP冷高压
果汁六颗柳
丁汁

0.1ETH>1
ETH

ETＨ 大苑子更另外送
出一年份的HPP
冷高压果汁六颗
柳丁汁给最终得
主

大苑子是台湾最早成功整合数位会员的水果品牌，如今创全
台鲜果品牌之先，推出“大苑子元宇宙冰果室”NFT，首波在
OpenSea限量9个，随即秒杀售罄。
全球限量唯一的“大苑子元宇宙冰果室特别版”也以起卖价
0.1ETH的十倍价格最终售出！大苑子更另外送出一年份的
HPP冷高压果汁六颗柳丁汁给最终得主！不只“让世界看见水
果之美”，更进化成“让元宇宙看见水果之美”。



星巴克建立数位第三空间！将创造一系列品牌NFT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会员特权 买家可以进
入星巴克所
打造的第三
空间

即将发布 即将发布 星巴克看到能当
作通行证的 
NFT，如何让人们
拥有可程式设计、
品牌化的数位资
产。

星巴克已瞄准“第三空间”：Web3。人们提到 Web3 通常会想到与
区块链有关的事情，但星巴克首席行销长表示，星巴克看中的是
似乎已逐渐平缓的 NFT。星巴克看到能当作通行证的 NFT，如
何让人们拥有可程式设计、品牌化的数位资产。
星巴克一直打造的“第三空间”是社群联系，第三方连接还会扩展
到客户体验星巴克的任何地方，恰巧与NFT的社群建设属性契
合。故星巴克认为NFT有潜力可为忠诚度、提供独特体验、社群
建立、讲故事和客户参与等创建扩展共有权模型。



疫情影响下的餐饮业有哪些出路？美国名厨推出NFT“披萨”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会员特权 买家可以进
入一个由厨
师组成的
Web3社区，
并探索新的
餐饮业商业
模式。

0.07 ETH ETH 目的是为了探索
一些新的方式来
与食客建立联系
，NFT成了被选中
的载体。

新冠疫情给全球餐饮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据外媒统计，美国已
有约11万家餐厅永久关闭，而仍在营业的餐厅在收入锐减后也
风雨飘摇。在此背景下，两位美国名厨Tom Colicchio和Spike 
Mendelsohn决定探索一些新的方式来与食客建立联系，NFT成
了被选中的载体。
两名厨师发布了CHFTY Pizzas系列NFT，这组NFT由拟人化的
披萨片构成，共2777个。他们的目标是借此构建一个由厨师组成
的Web3社区，并探索新的餐饮业商业模式。



品牌案例
（食品业）



百威啤酒好潮！ 联名颜伯骏限定罐登场跨足元宇宙推NFT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会员特权 1,936个经典啤酒
罐NFT，将作为持
有者未来参与百
威啤酒元宇宙
“Budverse ”的通
行证

Core Cans NFT:
USD$499

Gold Cans NFT:
USD$999

ETH NFT能为
持有者解
锁独家福
利及各种
惊喜奖励

老牌国际啤酒巨头百威啤酒买下以太坊域名 beer.eth 后，宣布
推出1,936个经典啤酒罐NFT，1,936代表的是百威在1,936 年首
次推出罐装啤酒，该年也是百威首版 LOGO 释出的年份。
这1,936个独一无二的NFT涵盖百威过往历史性的广告、设计照
片，并将作为持有者未来参与百威啤酒元宇宙“Budverse ”的通
行证，NFT 将为持有者解锁独家福利及各种惊喜奖励。



奥丁丁携手《台湾咖啡研究室》、《邹筑园》发行精品咖啡 NFT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菜单/品项 得奖精品咖
啡豆255公斤
分销

1,667元/公斤 Polygon 同时拥有图
像著作产权，
可供后需商
业应用

台湾近十年兴起精品咖啡热潮，邹筑园创办人方政伦看准黑金
商机，发行精品咖啡 NFT，NFT内容除涵盖限量255公斤得奖
精品咖啡豆，更授权专属设计图像著作财产权予买家收藏与延
伸商业应用。
透过NFT，将台湾精品咖啡于Taiwan PCA创下的佳绩忠实纪录
留存，期望透过这个形式将台湾咖啡的品牌、风味口感与评鉴
数据代代流传，传递给海内外咖啡迷认识，为台湾精品咖啡发
声，为台湾咖啡尽一份心力。



王老吉布局元宇宙，“百家合”数字藏品重磅加推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菜单/品项 买家可以购
买有自己姓
氏的”老吉”罐
子

人民币99元
/瓶

星火链 王老吉进军元宇
宙的第一步，也将
为元宇宙增添独
一无二、包含吉祥
中国的文化符号

王老吉推出首款数字艺术作品“百家合”,并将在阿里线上进行公
开拍卖。这一举措,标志着王老吉也迈出了布局元宇宙的步伐,成
为快销饮料行业布局元宇宙的先行者。
品牌年轻化,是王老吉的市场既定战略，此次针对“百家合”数字艺
术品的发布,是从web2.0跃迁至3.0的元宇宙世界的探索,也是为
了更好的撬动年轻用户市场,最大限度的实现与消费者的深度互
动做出大胆尝试。



Johnnie Walker发行首批限量版威士忌+数位艺术品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会员特权 买家购入数
位艺术品即
享有专属的
VIP苏格兰品
牌体验之旅

USD$35,00 ETH 买家能享有品牌

的风味体验之旅，

同时入住

Gleneagles 
Townhouse，并参

观蒸馏厂。

著名苏格兰威士忌品牌Johnnie Walker 宣布与BlockBar.com合
作，限量发售7套珍稀的Johnnie Walker48年威士忌、NFT数位
艺术品，以及专属的VIP苏格兰品牌体验之旅。
只要成功购入此批NFT代币，即可获得由人称“BossLogic”的艺
术家Kode Abdo绘制的独特作品。此外，买家更能前往苏格兰爱
丁堡的Johnnie Walker Princes Street，享有品牌的风味体验之
旅，同时入住富丽堂皇的Gleneagles Townhouse，并参观
Diageo Archive及格兰昆奇蒸馏厂，享受VIP品酒体验。



百事可乐推首个NFT系列“Pepsi Mic Drop”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菜单/品项 獨特的 NFT 
以紀念百事
可樂的誕生
年份

免費，只需
支付Gas 
fee

ETH 以麥克風視覺效
果為基礎，並以標
誌性百事可樂口
味為靈感來設計

全球知名饮料品牌百事可乐宣布将推出首个品牌创世纪 NFT 系
列 ”Pepsi Mic Drop “ ，该系列将以该品牌的流行音乐元素为基
础，在以太坊上铸造出 1,893 个由算法随机生成独特的 NFT 以
纪念百事可乐的诞生年份。
”Pepsi Mic Drop 旨在向百事在音乐方面的传奇历史和经典的百
事可乐口味系列致敬。该系列将以麦克风视觉效果为基础，并以
标志性百事可乐口味为灵感来设计。



餐饮/食品
NFT

场景



餐饮行业NFT应用场景 1：盲盒发售

盲盒（Blind Box）就像是玩扭蛋，花钱时不知道会买到什么，扭开那一刻才知道。
NFT公售运用盲盒，买了之后等到解盲日才知道抽到的是哪一款。
这种盲盒机制，由于事前无法预测，反而让网友更有惊喜感，是NFT界去年至今相当盛
行的游戏化行销方式，能够唤起收集欲望，刺激市场。

品牌端

发行NFT盲盒

消费者

购买NFT 开盲盒
持有NFT

转卖

收藏

抽到稀有款或不喜欢
的款式可以立即转卖

抽到隐藏款或喜欢的
款式可以收藏日后增
值转卖



餐饮行业NFT应用场景 2：会员特权

NFT除了为数字文创提供权益证明，还可以用来增强管理会员权益。NFT提供了把
用户/会员权益任意拆分组合的灵活性，每一项权益，都可以做成一个NFT,如果商家
希望自己的VIP享受更多更独占的权益，他们只需要定义VIP有优先/是必要条件购
买特定NFT的资格就好了。更灵活的是这种权益还可以通过转赠和交易发生所有权
转移。

品牌端 消费者

发行NFT 购买NFT 持有NFT

在线消费
与活动优惠

实体活动的
认证与凭证

收藏与增值



餐饮行业NFT应用场景 3：产品特色、品项运用

将产品转换为 NFT 是一个最直接又与品牌高度相关的方式，必胜客也是采用了这
个制作方式，透过 NFT 就能马上连结这个品牌在卖什么产品。师园咸酥鸡推出的 
NFT 产品也就是咸酥鸡，这是非常简单直觉地创作方式。
这项应用是通过 NFT 作品与产品进行联动，让品牌联想更深入人心。

新闻稿

论坛贴文

社群平台 潛在消費者

有
興
趣

沒
興
趣

裂變分享

線下購買品牌認知

傳播分享購買
NFT持續曝光
NFT持續增值

品牌營業額提升

新闻稿

论坛贴文

社群平台 潜在消费者

有
兴
趣

没
兴
趣

裂变分享

线下购买品牌认知

传播分享购买
NFT持续曝光
NFT持续增值

品牌营业额提升



餐饮行业NFT应用场景 4：实体联盟

NFT除了可拿来收藏投资增值之外，也可作为虚拟与现实之间链接的媒介，因此，许
多店家会采用实体联盟的方式，共同推出NFT，不仅可以举办联合实体活动让持有
者参与，还可以互相流通客源，制造话题，创造共同利益，一同成长。

品牌端 消费者

发行NFT 客源流通
品牌认知
共同利益



餐饮行业NFT应用场景 5：艺术家联名

特别的是，所有销售收入将直接归合作创作者所有。因此，品牌方如果对 NFT 创作
不擅长或不熟悉，那么采用联名或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力方式。钱分给别人赚，品
牌力归你所有。
此应用策略是与知名 NFT 创作者、艺术家进行联名合作创造更大声量，甚至能结合
公益行销博得好名声。

品牌端 消费者

发行NFT 裂变分享 品牌曝光

艺术家



核心
团队

投资国际区块链项目

DeFi

GameFi

NFT

投后管理 宣发赋能

社群赋能

代币经济学赋能

币牛牛

元浪潮媒体 全球/中国

NFT发行服务 全球公链/中国联盟链

培训 NFT 营销人才培训

孵化不同领域的区块链项目（元浪潮实验室）

艺术文化 运动潮流

GameFi 公益领域

关于元浪潮



元浪潮为您打开进入 Web 3.0 的大门

Web 3.0人才培育已发行NFT赋能 媒体及社群推广 元宇宙营销顾问NFT发行服务

• 提供国内+ 国际NFT全

流程发行服务

• 发行策略规划及执行

• NFT 内容设计制作

• 平台开通+上链

• NFT赋能解决方案：会

员卡/换门票/兑实物

• 创新BaaS 模式技术

• 免开发/免建团队/免架

服务器

• 即需即用，弹性费率

• 国内外门户/垂直新闻

媒体发布

• 业内知名KOL 宣传服务

• Discord 即其他平台社

群运营

• 元浪潮学院：企业迈入 

web 3.0 的人才孵化器

• 由浅入深，分门别类的

实战教学课程提供

• 元浪潮沙龙，业界大老

心得分享

• 元宇宙/NFT/区块链整

体战略规划

• 元宇宙场景搭建

• 元宇宙平台对接

• 元宇宙商业规划



元浪潮学院 培训课程

宗旨：成为企业迈入 web 3.0 的人才孵化器

采用：在线直播 + 付费组群专业分享 模式运营

在线系列课程 线下元宇宙沙龙讲座



元浪潮培训课程学习地图

岗位专业课程

入门基础课程

NFT赋能课程

专案方发行课程

智能合约工程师养成课程

web 3.0 社群运营大师课程

web 3.0 基础认识课程

区块链营销课程

全套NFT发行流程培训

区块链创业营

GameFi

NFT

元宇宙

与古亭游戏公会合作 微信扫码进入课程



元浪潮学院 出版发行著作

元浪潮致力于研究元宇宙如何运用在品牌端

如何使实体企业将数字虚拟资产的效益扩大

并专注NFT营销的深度思考，出版业内专业

著作：

《NFT营销白皮书》

《元宇宙营销白皮书》

《元宇宙餐饮食品行业白皮书》

《元宇宙体育行业白皮书》

NFT营销圈最新动态 metawave.click

https://www.metawave.click/


关于元浪潮

元浪潮是全球第一家NFT营销行业媒体平台，致力于借助 WEB3.0理念，辅

佐亚洲品牌走向全球。服务涵盖NFT咨 询/内容/培训/发行/投资等区块链

上下游业态。

元浪潮组织成员具备深厚的技术背景及营销经验，专注研 究区块链技术、

NFT发行、品牌营销、金融投资、社群运 营等领域。

旗下元浪潮实验室，专注NFT营销的深度思考，出版业内 圣经《元浪潮NFT

营销白皮书》，长期组织NFT沙龙，对 话各界专家。

元浪潮营销收录中国及全球优秀的NFT营销案例；及时发 布有价值的内容

，以全面的视角洞悉行业；整合NFT业界 信息，助力品牌抢占新世代。

相

关

连

结

合 作 
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