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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NFT 将在区块链应用生态中具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基于 NFT 的 Metaverse 将使区块链

的应用和用户显著超越加密资产范围。但与 DeFi 相比，NFT 领域的发展显著落后，主要原

因是 NFT 金融化程度较浅，而这又与以下因素有关：第一，NFT 的多样性、非标准化程度较

高，NFT 估值难度较大；第二，NFT 交易很难采取集中撮合、AMM 等标准方式，主要依靠

拍卖机制；第三，NFT 交易不频繁，市场流动性较低，造成 NFT 不易在借贷中用作抵押品，

更复杂的 NFT 金融应用（比如基金、信托和保险等）也就更难发展起来。 

 针对 NFT 的这些特殊问题，本文提出 NFT 金融化框架。这个框架先讨论如何改进 NFT

拍卖机制，再讨论构建 NFT 价格指数，目标是提高 NFT 的价格发现效率和流通效率，最后

从完善金融功能出发，讨论 NFT 领域应该引入哪些金融组织，以及这些金融组织如何在去

中心化方式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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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改进 NFT 拍卖机制 

目前，NFT 通常采用英国式拍卖。英国式拍卖从较低价格起步，然后逐渐提高拍卖

价。拍卖参与者可以看到所有报价，并选择是否报出更高价格。最终，报出最高价格的参与

者将赢得拍卖，并按自己的报价支付。英国式拍卖是否是最适合 NFT 的拍卖机制？这就涉

及拍卖理论，特别是私人价值和公共价值的区分。 

如果拍卖参与者的价值判断完全独立于彼此，就称拍卖标的物对他们只具有私人价

值。1996 年诺尔贝经济学奖得主 William Vickrey 研究表明，在私人价值假设下，如果所有

拍卖参与者都保持理性和风险中性，那么英国式拍卖与荷兰式拍卖将给拍卖方带来相同预期

收入。然而，完全私人价值是极端情况，大多数拍卖标的物具有相当大的共同价值，即部分

价值对所有拍卖参与者相等。由于每个拍卖参与者都喜欢对自己的信息保密，拍卖参与者面

临着其他参与者对真实价值拥有更好信息的风险，这就导致了在真实拍卖中出现低出价现

象，被称为“赢家诅咒”。 

分析同时具有私人机制和共同价值的拍卖中的出价是一个复杂问题，这个问题由

2020 年诺尔贝经济学奖得主 Paul Milgrom 解决。在英国式拍卖中，拍卖方从低价开始抬高

价格，拍卖参与者通过观察其他参与者退出拍卖的价格，获得有关估价的信息；由于剩下的

参与者比拍卖开始时掌握了更多信息，他们不太可能出价低于自己的估价。在荷兰式拍卖中，

拍卖方从高价开始降低价格，直到有人愿意购买。荷兰式拍卖不会产生任何新的信息，“赢

家诅咒”问题比英国式拍卖更严重，导致最终成交价更低。因此，当拍卖参与者在拍卖过程

中对彼此估价了解更多时，会给拍卖方带来更高的预期收入，而拍卖方有动力在拍卖开始前

向参与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关于拍卖标的物价值的信息。 

NFT 兼具私人价值和共同价值。NFT 带来的艺术和审美感受（比如加密艺术产品）、

精神联系（比如 NBA Top Shot 偶像纪念品和粉丝情感）等是非常私人化的。但购买 NFT 的

另一大考虑是在转售时可以收回多少钱，则属于共同价值。因此，NFT 适用前文关于兼具私

人价值和共同价值的拍卖的分析。英国式拍卖是 NFT 拍卖的合理出发点，但需要加以改造。 

第一种可以考虑的改造是去中心化担保机制。假设对一类 NFT，有n 个担保人。这

些担保人首先是对 NFT 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估值能力，其次是有一定财力，能出得起担保

金（见下文）。假设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并参考 NFT 价格指数，对 NFT 保底价的估计为

1 2, , , nv v v（货币单位可以是法定货币，也可以是加密资产比如 ETH），因此平均保底价为： 

( )1 2 /nv v v v n= + + +                                  (1) 

每个担保人根据自己的估计和平均保底价，提供担保金。第 i 个担保人的担保金是

iwv ，其中 

( )1 2/i i nw v v v v= + + +                                  (2) 

这些担保人与拍卖方（包含 NFT 卖家和拍卖行）约定： 

1. 如果英国式拍卖成交价低于平均保底价或流拍，担保人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按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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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底价购入 NFT，并且此项承诺不可撤销。在这个情况下，第 i个担保人拥有 NFT 的份额比

例为
iw 。此后，担保人整体将视市场情况，通过拍卖出售 NFT 而变现收益，并按比例分配。 

2. 如果英国式拍卖成交价超过平均保底价，则拍卖方从超过的部分中提取一定比例

（假设为）作为对担保人整体的报酬。提成比例经拍卖方与担保人整体的协商确定。假

设拍卖成交价为 b ，担保人整体获得的报酬为 ( )b v − ，分给第 i 个担保人的报酬为

( )iw b v − 。至于扣除担保人报酬后的拍卖所得 ( )b b v− − 在 NFT 卖家和拍卖行之间如

何分配，也由他们协商确定。 

去中心化担保机制对 NFT 卖家、拍卖行和担保人是多赢的。对 NFT 卖家，去中心化

担保机制提供了稳定收入保证，有助于提高卖家释出 NFT 的意愿，促进 NFT 的流通。对拍

卖行而言，即使出现流拍，去中心化担保机制也能提供一定的保底收入。对担保人而言，他

们相当于向拍卖方提供了看涨期权保护，可以由此获得一定收入（体现在提成比例中）。

另外，担保人也有通过以较低价格获得优质 NFT 的机会。 

站在拍卖方（NFT 卖家+拍卖行）的角度，他们在去中心化担保机制下的拍卖收益为 

( ) ( )( )1 1 1 1b v b v b vv b b v v b v    + − −  = + − −                  (3) 

其中  1 表示示性函数， ( ) 1b vb v −  则表示以b 为标的价、以v 为行权价的欧式看涨期权。

从(3)可以看出，担保人整体获得的收益是 ( ) 1b vb v −  。换言之，担保人为 NFT 拍卖提供

保底，但要求“利益均沾”。 

 以上
1 2, , , nv v v 和 v 在拍卖前均不公开，在拍卖后才公开，并将成为 NFT 价格指数和

后续 NFT 拍卖的重要参考。在去中心化拍卖机制下，担保人监督彼此在估价中的表现，可

以通过社区治理机制，将专业知识不够、估值能力欠准的担保人剔除，并在社区中选出合格

的替补者。这样，去中心化担保机制将能通过优胜劣汰而自发演进。 

 第二种可以考虑的改进是委托保证金机制，由 NFT 拍卖行向卖家提供，有助于 NFT 拍

卖行竞争优质 NFT 资源。NFT 拍卖行向卖家先行支付保证金，相当于承诺一定的保底拍卖

收益。拍卖行和卖家可以约定对拍卖成交价高出保证金的部分进行比例分成。在这个机制下，

拍卖行需要对市场走势以及买家出价有较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如果拍卖不成交或者成交价

低于保底价，拍卖行就会赔钱；反之，拍卖行就会有利润分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NFT 拍卖行既可以采取中心化形式，也可以采取去中心化形式。比

如，通过 DAO 来组织 NFT 拍卖。 

 

 

3 



HashKey Group 2021 数字资产行业回顾: 监管篇 

 

 

区块链研究第 158 期: NFT 金融化框架 

 

第二章 NFT 价格指数 
NFT 价格指数有三重意义。第一，综合反映 NFT 的历史交易情况，特别是同类 NFT。

第二，为将来的 NFT 交易提供重要参考，包含担保人的估价。NFT 交易存在一定的锚定效

应，即以往的成交价格往往成为下次拍卖的重要参考。第三，作为 NFT 价格和收益的晴雨

表，是 NFT 领域的金融组织设计可交易或复制的金融产品的关键指标。但 NFT 的非标准化

和交易的不频繁性加大了构建 NFT 价格指数的难度，可以考虑重复交易法和特征价格法。 

 

（一）重复交易法 

重复交易法是标普/Case-Shiller 房价指数的编制方法，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得到了很

好应用，相关逻辑对 NFT 也适用。在重复交易法下，通过跟踪同一个 NFT 多次交易价格而

构建的指数（NFT 有方便跟踪多次交易的功能），可以较好地解决 NFT 的异质性问题，使得

价格变化和收益率可以比较。 

但只有优质的 NFT 才可能被重复交易，为样本选择带来了不少限制，这是重复交易

法的内在缺陷。通过改进 NFT 拍卖机制，加速 NFT 流通，其意义也在于此。 

 

（二）特征价格法 

特征价格法本质上是一种归因方法，在经济学中用来处理异质产品差异特征与产品

价格之间关系。其基本思路是，商品的价值由其自身属性和特征决定。在保持商品特征不变

的情况下，从价格的总变动中逐项剔除特征变化的影响，剩下的就是由供求关系（或宏观环

境）引起的价格变动。 

特征价格法的好处是全面考虑影响 NFT 价格的各种因素（包含艺术和审美价值、精

神联系价值和投资价值等），既不必局限于跟踪同一 NFT，又能充分考虑 NFT 的异质性。特

征价格法的缺陷在于，在特征选择上的不同会导致可比性差异，造成设定偏误。 

需要看到的是，NFT 拍卖机制与价格指数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要改进 NFT 拍

卖机制，需要参考合理的价格指数；而拍卖机制改进后，NFT 价格发现效率和流通效率的提

升，也有助于构建更合理的价格指数。目前 NFT 市场效率不高，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 NFT

的那些特殊问题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拍卖参与者的保留价处于非公开状态，价格形成

有关的信息无法很好地扩散出去。NFT 更多的信息公开和更大的流动性，是提高 NFT 市场

有效性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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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NFT 领域的金融组织 
参考 DeFi 领域的情况，NFT 领域应该引入基于 NFT 的抵押贷款、针对 NFT 的集合

投资和保险等三种金融组织。 

 

（一）基于 NFT 的抵押贷款 

基于 NFT 的抵押贷款有三种形式。 

第一，针对待拍卖 NFT 的抵押贷款，即买家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按揭购买 NFT。买家

预付总成交价的一定比例，贷款提供者对不同类型的 NFT 和不同期限分别设置差异化的利

率。在买家还清贷款余额之前，NFT 暂时由拍卖行保管。 

第二，针对持有 NFT 的抵押贷款，又可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 NFT 持有者和拍卖行

约定短期内将通过拍卖行将 NFT 拍卖，二是与之相对的、没有任何约定的单纯的抵押贷款。

前者需要贷款提供者与拍卖行的合作。 

第三，MakerDAO 形式，即以 NFT 为抵押品生成稳定币。 

在上述三种抵押贷款形式中，NFT 的估值可以参考同类 NFT 的价格指数或该 NFT 最

近一次拍卖的成交价。风险控制的关键是如何设置并监控贷款/价值比，这在第一种形式中

对应着首付比例，在第三种形式中对应着超额抵押率。参考艺术品抵押贷款实践，贷款/价

值比应不超过 50%。如果 NFT 价格下跌使贷款/价值比超过一定上限，则贷款提供者需要通

过拍卖 NFT 来保障自身权益。因此，基于 NFT 的抵押贷款的有效实施，离不开高效的 NFT

拍卖机制。 

在两种形式的抵押贷款中，贷款提供者可以采取中心化形式，也可以采取类似

Compound 的去中心化形式。MakerDAO 形式则天然是去中心化的。对 Compound 和

MakerDAO 两种模式的说明，请见《开放金融的基础模块和风险分析框架》（2020 年第 31

期）。 

 

（二）针对 NFT 的集合投资 

在改进 NFT 拍卖机制并构建 NFT 价格指数后，NFT 将成为一种适于投资的资产类

型。针对某些 NFT 价值过高的情况，需要引入 NFT 份额（前文在讨论 NFT 拍卖机制时已涉

及这个概念），这样就能将 NFT 投资群体拓展到高净值人群以外。针对 NFT 的集合投资可以

采取基金和信托模式，吸收投资者的资金，通过专业管理、组合投资、独立托管、风险共担

和收益共享，进行 NFT 的组合投资，以实现预期收益目标。 

针对 NFT 的基金和信托可以采取中心化形式，也可以采取去中心化形式。对去中心

化形式的讨论，请见《DeFi 资管的设计框架》（2021 年第 3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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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针对 NFT 的保险 

如果 NFT 属于 cypto native 的，保险需求不会明显。但如果 NFT 代表的是链外资产，

则需要针对链外资产的真实性、收藏、保管等引入保险，否则 NFT 可能陷入“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的局面。 

针对 NFT 的保险可以采取中心化形式，也可以采取去中心化形式。对去中心化形式

的讨论，请见《DeFi 保险的现状和展望》（2020 年第 97 期）。 

最后，从对这三种金融组织的讨论不难看出，NFT金融化与DeFi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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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件所载的信息由我们从被认为可靠的来源汇编而成，但我们、我们的附属公司或任何

其他人士概不就该等信息的公平性、合理性、可靠性、准确性、完 整性或正确性作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声明或保证。本文件中包含的所有插图、示例或前瞻性信息（如有）仅在本

文件发布之日出于说明目的而真诚提供，并 非旨在用作且不得被视为对事实或概率的担

保、保证、预测或确定陈述而加以依赖。我们已努力确保在发布本文件时，文件所载信息

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但 仍可能出现错误或遗漏。过往业绩无法说明未来表现，我们无法保

证您未来能获得回报，而您可能会损失原始资本。我们保留更正任何错误或遗漏以及随时 

更改或更新信息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每个司法管辖区都有专门的法律，用以规管可能向其居民和／或在该管辖区范围内提供的

投资和／或服务的类型，以及具体的规管流程。因此，本文件中讨 论的某些投资产品或服

务可能无法在某些司法管辖区销售或供应。本文件并非出售要约或购买任何投资或服务的

要约邀请。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我们概未表 示我们已获得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开展受规管活

动的许可。此外，提供本材料并非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解释为，任何人士或公司在任

何司法管辖区从事其 未获法律许可从事的受规管业务。  

 

本文件中的任何内容都不构成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建议您在根据本文件中的任何内容

采取行动之前，寻求独立的法律、税务和会计建议。本材料的内容 没有经过任何监管机构

的审查; 建议投资者对与本文件有关的任何投资或服务持谨慎态度。如果您对本材料的任

何内容有疑问，您应该寻求得独立的专业意见。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HashKey Group 或任何其附属机构对因使用本文件或其中的

信息而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未经 HashKey 的事先书面同意，

本文件中的任何信息都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复制或抄袭。  

 

"HashKey Group" 是一个品牌名称，用于描述由 HashKey 数字资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组成的集团公司中的任何一个或多个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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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HashKey Group 是亚洲领先的端到端数字资产管理和金融公司。HashKey 总部设于香港，

也在新加坡和东京开展业务，并帮助机构投资者抓住数字资产和区块链技术的高潜力投资

机会。该公司的核心业务包括一个计划中的数字资产交易所、全方位经纪平台、机构级托

管服务和一个投向于全球区块链公司和数字资产项目的风险投资基金。 

 

HashKey 提供区块链研究、开发人员和技术提升的机会。HashKey 还与领先的金融科技企

业、学术机构和行业协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HashKey 的高级领导团队拥有数十年的投资和交易经验、并具有强大的业务执行力和深刻

的市场洞察力，致力为数字资产经济维持最高的合规和监管标准。 

 

了解更多 
www.hashkey.com 

    contact@hashk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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