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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NFT 作为非同质化的资产，在所有权上是不可拆分的，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买卖。但一

些 NFT 价格高昂，客观上产生了拆分需求。一方面，高价 NFT 的持有者想通过拆分来盘活

资产，释放流动性。另一方面，拆分有助于降低 NFT 市场的参与门槛，吸引更多投资者进

来。另外，NFT 拆分和流动性解决方案，也有助于缓解目前 NFT 市场因标准化程度低、交易

不频繁而造成的金融化程度不高问题。2021 年以来，NFT 市场参与者对这些问题有很多研

究。 

 

第二章 现有解决方案评述 

    《NFT 金融化框架》（2021 年第 61 期）提出改进 NFT 拍卖机制，并构建 NFT 价格指

数，以提高 NFT 的价格发现效率和流通效率。《对 NFT 价格发现机制的研究》（2022 年第 17

期）讨论了同时多轮拍卖（SMRA）、地板价拍卖和激进拍卖等拍卖机制在 NFT 市场的应用，

以及 Upshot 在评估、预测 NFT 价格方面的尝试。应该说，NFT 作为一种所有权不可拆分、

非标准化的资产，在整体转让中更适合拍卖机制，而不是公开市场股票那样的买单卖单集中

撮合模式。对 NFT 拍卖机制的优化，以及对 NFT 价格信息产品的完善，将始终是 NFT 市场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NFT 流动性解决方案及监管》（2022 年第 13 期）介绍了 NFT 流动性池协议，NFT 碎

片化协议，以及 Paradigm 提出的 RICKS（Recurrently Issued Collectively Kept Shards）、鞅

股份和地板价永续合约等创新方案。尽管这些方案都有各自的创新之处，但在实施中都遇到

了多方面的障碍，比如公链性能很难兼容鞅股份的收敛速度。 

第一，在以 NFTX 和 NFT20 为代表的 NFT 流动性池协议中，一组同属一个系列的 NFT

与另一组与之配对的、数量关系固定的 FT 构成流动性池。投资者通过与流动性池之间的交

易来存入 NFT（对应着铸造 FT）和赎回 NFT（对应着销毁 FT，但不一定得到当初存入的 NFT）。

NFT 流动性池协议汇聚同系列 NFT 后与 FT 对应，与资产证券化中的分档（Tranche）类似，

本质上是将非同质化的资产打包进资产池后转化为同质化份额。投资者通过存入和赎回 NFT，

能实现 NFT 所有权的整体转让。NFT 流动性池协议的缺陷在于，NFT 与 FT 之间的数量关系

在流动性合约创建初期确定，尽管后期可以通过 DAO 或其他治理措施修改，但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市场定价，不能有效反映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可能造成定价不公允、人为提供套

利空间等问题。比如，NFT 流动性池协议会面临逆向选择问题，投资者倾向于存入相对价格

低的 NFT 而赎回相对价格高的 NFT，从而使 FT 逼近同系列 NFT 的地板价。 

第二，NFT 碎片化协议允许 NFT 持有者在保有 NFT 所有权的情况下，通过质押 NFT 获

得可交易的碎片化 FT，并可以出售一部分 FT 以释放流动性。但如果有出售后的 FT 有私钥

丢失或不能买回，NFT 持有者就面临重建问题。为此，Fractional、Unicly 和 Niftex 等引入买

断拍卖，但买断拍卖可能带来流动性不足、协调困难等新问题。不难看出，与 NFT 流动性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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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 FT 一样，NFT 碎片化协议的 FT 也对应着所有权的份额，只有“集齐”时才能“解锁”所

有权。 

第三，RICKS 在碎片化协议的基础上，引入碎片化 FT 的多次增发和拍卖，并通过拍卖

来发现价格；等碎片化 FT 持有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再通过鞅股份来发起 NFT 认领流程。鞅

股份对应着“赌徒破产”问题（Gambler’s Ruin Problem），对应着随机游走过程中的停时概念，

《比特币白皮书技术部分解析》（2021 年第 97 期）分析了相关问题。尽管 Paradigm 在 RICKS

和鞅股份中采取了复杂的机制设计，但本质上是通过随机游走过程来延迟实施 Vitalik 提出

的“彩票碎片化”（Lottery Fractionalization），而“彩票碎片化”本质上是实施如下替代关系： 

以 x%概率转让所有权 → 转让 x%的所有权 

 如前所述，NFT 流动性池协议和碎片化协议就是“转让 x%的所有权”，但面临很多障碍。

“以 x%概率转让所有权”与“转让 x%的所有权”在产权上有很大差别，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建议

在价值等价上：假设所有权的价值为 A，那么两者的对价都是 x% * A。 

 与“彩票碎片化”是“一锤子买卖”不同，RICKS 和鞅股份允许 NFT 持有者根据自己的意愿

和市场情况（两者都可能随时间变化）而动态调整自己转让 NFT 所有权的概率，因此能帮

助 NFT 持有者“最小化后悔”（Regret Minimization）。在 NFT 市场定价效率不高、流动性不

高等情况下，这种灵活性确实构成了 NFT 持有者的“刚需”。但显然，在公链中运行 RICKS 和

鞅股份所需的随机游走过程，对时间和 Gas 费消耗的要求非常高。 

 第四，锚定 NFT 地板价的永续合约，用于对冲 NFT 下行风险或在上行过程加杠杆。根

据《永续衍生品合约的一般原理》（2021 年第 86 期），在永续衍生品合约中，多头和空头之

间定期参考永续衍生品合约的市场价格与内涵价值的差异进行资产结算，以使永续衍生品合

约的市场价格向内涵价值回归，从而获得他们想要的风险敞口。永续合约之所以能锚定 NFT

地板价，是因为作为合约抵押品的 NFT 是可以替换的，这就造成了类似国债期货中最便宜

可交割债券（Cheapest to Deliver）的现象。锚定 NFT 地板价的永续合约尽管在理论上可行，

但面临以下挑战：1.公允地板价的信息来源；2.DeFi 去中心化环境的性能不高，会限制定期

结算的效率以及永续合约市场价格向内涵价值回归的效率。 

 

第三章 本文的解决方案 

    综合上文分析，不管是从 NFT 持有者的角度，还是从 NFT 市场发展的角度，都有拆分

NFT 的需求，但 NFT 所有权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因此，NFT 流动性池协议的“分档”，碎片化

协议的碎片化 FT，以及鞅股份，作为针对 NFT 所有权份额的解决方案，遇到各种障碍就不

意外了。 

本文的解决方案针对 NFT 的收益权而非所有权。NFT 所有权通过拍卖机制来整体转让，

但 NFT 的（未来）转让收益可以分拆成 FT 形式并提前出售。NFT 天然就具有分离所有权和

收益权的属性。比如，在创作者经济中，NFT 转让收益的一定比例通过智能合约返还给创作

3 



HashKey Group 2021 数字资产行业回顾: 监管篇 

 

 

区块链研究第 254 期: NFT 分拆和流动性解决方案 

 

者。本文相当于对这个思路做了推广。在主流金融市场中，从资产中剥离出收益权进行交易

是非常普遍的，比如我国的信托收益权二级市场。 

具体而言，假设 Alice 花费 1000 ETH 买入 NFT。她看好这个 NFT 的升值空间，但又想

在不转让 NFT 的情况下出售 NFT 的部分收益权以回笼流动性。收益权分拆的对象是 Alice 投

资于 NFT 的收益（=卖出价-买入价），时间范围是从 Alice 买入 NFT 时到她卖出 NFT 时。 

Alice 可以将该 NFT 收益权的 50%平分为 50 份，相应地铸造 50 个代表这 50%收益权的

份额的 FT。她出售这些 FT，比如卖 30 个给 Bob，20 个给 Carol
1
。出售这些 FT 不影响 Alice

将 NFT 用于展示、社交等活动，也不影响 Alice 未来整体转让 NFT 所有权。 

Bob 和 Carol 购买 50 个 FT 后，可以放到二级市场交易。FT 既可以放到中心化交易所，

也可以放到 AMM 流动性池中。FT 因为标准化程度高，会具有很高的流动性。FT 的市场价

格就反映了市场对 NFT（未来）转让收益的预期，可以成为 NFT 定价的参考。 

假设 Alice 持有 NFT 一段时间后，以 1100 ETH 的价格转售给 Daniel，转让收益为 100 

ETH。转让收益的 50%（即 50 ETH）通过智能合约，按比例转到 FT 的地址上（1 FT 对应的

收益为 1 ETH）；转让收益的另外 50%则归属于 Alice。收益兑现后，这 50 个 FT 就与 NFT 无

关，“清零”掉。因此，Alice 在 NFT 上的投资收益有两部分组成：1.提前出售 FT 的收益；2.NFT

实际转让收益的 50%。 

但如果 Alice 持有 NFT 一段时间后，以 900 ETH 的价格转售给 Daniel，转让收益为-100 

ETH。FT 不会分享收益，此后也与 NFT 无关，同样“清零”掉。投资者在 FT 上的亏损以购买

FT 的成本为上限。 

Daniel 获得 NFT 所有权后，自行决定是否按类似逻辑将（部分）收益权分拆成 FT 对外

出售。同样地，收益权分拆的对象是他投资于 NFT 的收益，时间范围是从他买入时到他卖

出时。 

可以看出，FT 的投资者赌 NFT 会升值，所以才会从持有者中购买 FT。本质上，FT 是针

对 NFT 的美式看涨期权：标的是持有者未来的卖出价（即 NFT 市场价格），到期日是持有者

卖出时，行权价是持有者的买入价。 

按如上方式设计的 FT 的主要短板是标准化程度低（比如持续期不一），针对单个 NFT 意

味着承担较高的异质风险（Idiosyncratic Risk）。可以考虑将多个 NFT 的收益权打包，按固定

的时间范围拆分成 FT，也就是将资产证券化操作引入 NFT 分拆和流动性解决方案。 

 

 

 

 

 
 

1 Alice 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和她的意愿分批出售 FT，不一定是一次性出售。她甚至还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回

购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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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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al Asset Group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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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字资产管理和金融科技领域领先同侪。集团在数字资产领域提供了完善

的生态系统，涵盖资本投资、托管、技术和交易等各方面。 HashKey Group 的资深管理团

队曾任职于业界领先的银行、监管机构和金融科技（FinTech）企业，拥有深厚的投资、管理

和技术等经验和专业知识。 HashKey Group 发掘高潜力的投资机会，在具有高合规性标准

的监管框架内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 HashKey Group 在香港、新加坡和日本开展业务，并

与金融科技企业、知名学术机构和行业协会已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如欲获取更多信息，

请浏览 https://www.hashkey.com/  

 

 

了解更多 
www.hashkey.com 

    contact@hashk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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