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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围绕公链、DApp 和 DeFi 等的分布式经济体中，以及在基于联盟链的分布式商业项

目中，核心都有一个 Token 经济模型。Token 经济模型刻画了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有哪

些参与者，他们承担的经济角色，经济活动的形式和支付方式，以及使用的 Token 等。Token

经济模型的稳定性对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的持续运行至关重要，行业中不乏因 Token 经

济模型设计不当而失败的项目，比如 FCoin。Token 经济模型决定了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

业中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对项目社区治理有重大影响，行业中也不乏因 Token 经济模

型设计不当而遭遇社区分裂的项目。 

 根据对各种 Token 经济模型的观察，我提出 Token 经济模型稳定性的五项原则：第一，

有偿原则；第二，隔离波动原则；第三，实需支撑原则；第四，不突破风险下限原则；第五，

平衡发行原则。就我目前观察到的情况，能持续稳定运行的 Token 经济模型均遵循了这五

项原则，而出现问题的 Token 经济模型均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一项或多项原则。 

 

关键词：分布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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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有偿原则 
    一些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都开源社区性质，但绝大部分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中

进行的是有偿经济活动，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人或机构应获得合理的经济报酬。我将合理设计

经济报酬的方法论统称为有偿原则，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 

 

（一）按劳付酬，多劳多得 

    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中的产品或服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并适用不同的付酬方法。 

    第一类属于私人产品，有明确可界定的受益人，应遵循“谁使用谁付费”。这类产品的代

表是公链验证者处理交易，由交易发起者向验证者支付手续费。 

    第二类属于公共产品，包括为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提供基础设施，比如公链验证者

更新分布式账本。此时，所有参与者都是受益者。对验证者的付费采取区块奖励方式，本质

上是通过 Token 增发来稀释现有 Token 持有者的利益，从而让验证者获得酬劳。这种付费

方式也是 Token 发行的主要渠道。 

    一些公链为降低公链使用成本而去掉了区块奖励，本质上是让验证者无偿更新分布式账

本。Algorand 是这方面的代表。Algorand 中 Token 增发是按比例分配给现有的 Token 持有

者。应该说，这样做在经济学上缺乏可持续性，也让 Token 发行难以有效进行，弊端非常明

显。 

    如果 Token 发行有“硬顶”，那么区块奖励必然采取某种随时间衰减但总量收敛的方式

（比如随时间呈指数衰减趋势），从而对早期验证者的激励力度高于后加入的验证者。鉴于

早期验证者承担了公链早期发展中的风险，这样做是合理的，但会造成激励的长期有效性问

题。 

 

（二）酬劳参考市场机制而非完全由算法决定 

    酬劳只有参考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平衡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中产品或服务的供给和

平衡。而算法不管如何精密，都不能完全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对这一点，经济学有很多深

刻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 30 年代著名的“兰格论战”。 

    在公链中，Token 交易发起者通过设置手续费来吸引验证者优先处理自己的交易，本质

上是用手续费来参与有限区块空间的拍卖。因此，手续费水平由拍卖机制决定。在以太坊伦

敦升级的 EIP 1559 规则中（《以太坊伦敦硬分叉升级分析》（2021 年第 74 期）），手续费分

为两部分——基础费和矿工小费。基础费是交易所需的最少花费，由系统直接销毁，小费归

矿工所有。如果区块包含的 gas 超过 1500 万，基础费将提高 12.5%，反之如果低于 1500 万，

将降低 12.5%，直至趋于零。在网络拥堵时，基础手续费会指数上涨，如果区块大小连续超

过目标值近 5 分钟（大约 21 个区块），用户需要支付的基础费就要上涨十倍，近 10 分钟的

话上涨 100 倍。 

    在公链中，出块奖励的数量尽管由算法事先决定，出块奖励的价值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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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Token 的市场价格。给定出块奖励的数量，Token 的市场价格决定验证者投入多少成本来

更新分布式账本（特别在工作量证明型公链中），而非相反。 

 

（三）激励相容 

    激励相容是机制设计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理性经济人的行为会按

自利规则进行。如果有一种制度安排，使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正好与群体（包

括企业和社区）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就称该制度安排是激励相容的。 

    激励相容是 Token 经济模型设计要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满足激励相容条件，分

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的参与者才能按照设计目标开展活动，而不会因为激励不公出现社区

分裂的情况。在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中，要让参与者各安其位，不能靠强迫或命令，也

不能靠“道义劝说”，而只能靠经济激励。 

 

第二章 隔离波动原则 
    一般情况下，Token 作为参与者在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中的份额，价值将随着分布

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的发展而上升。如果 Token 有二级市场交易，那么 Token 价格将随着

市场流动性、投资者情绪等的变化而呈现出明显波动。如果 Token 作为分布式经济和分布

式商业中的支付工具（这属于普遍情况），那么 Token 的价格波动将对其支撑的经济活动产

生抑制作用。伴随着 Token 价格波动的顺周期性，还将为 Token 经济模型带来内在的不稳

定性。 

    比如，在以太坊中，ETH 价格上升后，生态的活跃度一般会上升，从而带来更高的链上

交易量。在交易费市场的拍卖机制下（见前文），这会推高燃料费，从而增加以太坊的使用

成本，反过来会抑制 ETH 从生态中捕获的价值（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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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ETH 价格、链上活跃度和燃料费 

 

    再比如，在 FCoin 中，平台币 FT 按“交易即挖矿”原则逐步释放。具体来讲，每小时都会

将用户所产生的交易手续费按 100%折算成 FT 返还，折算价格按该小时 FT 的均价计算（均

价计算方式为总成交金额/总成交量）。在 FT 价格上涨时，用户通过扩大交易量来获得 FT，

由此带来的流量和人气会支撑甚至推高 FT 价格，从而形成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在 FT 价

格处于下跌趋势时，用户交易量下降，但同样的交易量对应着更大的 FT 发行量，会造成 FT

的抛售压力。此时，流量和人气下滑、FT 价格下跌以及 FT 扩大发行这三者之间将形成一个

“死亡螺旋”。这正是 FCoin 走向失败的核心原因。 

 在 Token 经济模型设计中，有必要引入双币架构，将资产和货币分开。一个 Token（称

为“资产 Token”）代表参与者在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中的份额，要能有效地从分布式经

济和分布式商业的发展中捕获价值，特别是能激励早期参与者。另一个 Token（称为“货币

Token”）要有相对稳定的法定货币价值，隔离资产 Token 价格波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特别

对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中与现实世界可比的经济活动。相关参与者能专注经济活动，而

非参与针对资产 Token 的投机活动，由此产生的经济价值反而能更好地支撑资产 Token 的

价值。 

 在 Token 经济模型设计中，货币 Token 可以采取类似 MakerDAO 的设计，价值来自资

产 Token 超额抵押的支撑，也可以采取按可变比率由资产 Token 兑换的方式。货币 Token

不一定要有大范围的二级市场交易。Dfinity 和 Helium 的经济模型都采取了这个设计思路。 

 在 Dfinity 中，计算单位被称为容器，包含程序和状态，是智能合约的一种衍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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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运行的燃料为 Cycles，通过由网络代币 ICP 单项兑换而来。兑换比例非固定，因此可以

维持 Cycles 的价格相对稳定（《Dfinity 上线后进展与竞争优势分析》（2021 年第 56 期））。 

 Helium 生态中有两种代币，即 HNT 和 Data Credits。Data Credits 主要用于支付使用

Helium网络产生的费用。例如，Helium钱包之间的转账，物联网设备传输数据，新增Hotspots

节点，声明 Hotspots 位置等。Data Credits 的价格是稳定的，每个 Data Credits 的价格是

0.00001 美元。用户通过销毁 HNT 来获得 Data Credits，得到的 Data Credits 数量取决于销

毁时 HNT 的价格。例如，当 HNT 的价格是 1 美元时，用户销毁 1 个 HNT 获得的 Data Credits

数量是 100,000。 

 

第三章 实需支撑原则 
    Token（指资产 Token，下同）价值尽管没有被普遍认可的分析框架，但根本上由分布

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中的经济活动来支撑。《公链经济体的双层耦合问题》（2021年第23期）

给出了如下关系： 

 Token 总价值 ∝ 经济活动总量/Token 流通速度 

其中∝表示“成正比”。 

 在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发展中，要正视围绕 Token 的投机活动的影响。投机活动

会快速扩大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项目的影响力，吸引新的用户和流量加入，加速并进一

步推高 Token 价值。但 Token 价值早晚会向基本面回归，如果实际需求没有跟上，投机活

动就可能“反噬”，加剧 Token 价值下跌趋势。 

 因此，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在发展中应做到三点。第一，发挥投机活动在调动社区

力量建设网络中的作用，尽快突破关键规模。第二，“以空间换时间”，在初步建成的网络中

尽快激活用户的实际需求和活跃度，实现网络效应，为 Token 价值提供来自基本面的支撑，

缓解 Token 价值回归的下冲力。第三，在用户实际需求还跟不上的时候，应该想办法降低

Token 流通速度。 

 

第四章 不突破风险下限原则 
    在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业的某些阶段，不可避免出现 Token 价值下跌的情况。关键

是，不能让 Token 价值下跌对经济活动、社区凝聚力等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这样，在基本面

改善后，Token 价值能向上修复。我把这个原则称为“不突破风险下限”。从观察到的情况看，

Token 经济模型设计要尽力避免以下两个可能造成“死亡螺旋”的情况。 

 第一，杠杆造成的风险循环放大机制。这个机制一般与基于 Token 抵押的高杠杆有关：

Token 价值下跌→出售作为抵押品的 Token→Token 价值进一步下跌。 

 第二，信心造成的风险循环放大机制：投资者失去信心→抛售 Token 离场→Token 价值

下跌并且网络效应下降→投资者进一步失去信心。如果投资者的抛售行为构成对分布式经济

和分布式商业项目的挤兑，那么风险循环放大效应将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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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发行造成的风险循环放大机制。在 Token 价值下跌的阶段，应该想办法降低 Token

发行速度和流通速度，减少 Token 的有效供给。但有些项目正好相反，造成了如下局面：

Token 价值下跌→Token 发行增加→Token 价值进一步下跌。前面介绍的 FCoin 案例就属于

这种情况下。 

 Token 经济模型最好内嵌稳定机制：在 Token 价值下跌的阶段，分布式经济和分布式商

业的使用成本下降，经济活跃度上升，同时伴随着 Token 发行速度和流通速度的下降，这样

对 Token 价值形成有力支撑，防止出现“死亡螺旋”。 

 

第五章 平衡发行原则 
    前文已在多处涉及 Token 发行机制。Token 发行机制对 Token 经济模型稳定性有重要

影响。在现实世界，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一般等于 GDP 增速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在分布式经

济和分布式商业中，Token 发行速度最好能匹配经济活动总量的增长速度，而非一个完全由

算法控制的外生变量。 

    比如，在“BoAT+Token”中，有“硬顶”的 Token 被用于奖励物联网设备上传的可信数据

量。在经济模型设计中，将累计传输的数据量按固定单位分成不同区间（类似比特币的减半

周期），每个区间中的 Token 奖励总量呈指数衰减趋势（类似比特币的区块奖励减半机制），

使累计的 Token 奖励发放量无限趋近“硬顶”。这样，Token 发行量随着可信数据上传量的增

长而自适应调整。 

    还有一些机制能调节 Token 的发行速度和流通速度，包括： 

• 拓展 Token 的应用场景，使一部分 Token“沉淀”在应用场景中，而非进入

二级市场流通。 

• 引入 Token 的销毁机制，比如在一些应用场景中，自动销毁用户支付的

Token。 

• Staking 机制，本质上是在不同时间区间上调节 Token 流动性，“牺牲远

期，保住近期”。在近期，Staking 会“冻结”一部分 Token 流动性；但在远

期，这部分 Token 流动性会被释放出来，并且 Staking 收益伴随着新增的

Token 流动性。当然，如果在 Staking 期间基本面能改善，就能吸收远期释

放出的 Token 流动性。另一方面，对投资者而言，仅当 Staking 收益能抵

消 Token 价值在 Staking 期间可能遭受的下跌，才有动力参与 S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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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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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研究第 179 期: Token 经济模型稳定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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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获得香港证监会许可的数字资产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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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