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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人類社會的數位化大遷徙中，分散式商業的影響越來越大。世界趨於扁平化，人與

人之間的聯繫趨向以隨時、隨地和隨心的方式進行，自組織帶來變革性力量，一些中心化組

織正在被顛覆。在實體經濟領域，共用經濟模式在新冠疫情中加速發展。在金融領域，金融

科技已成為一個不可逆的全球性趨勢。 

對分散式商業的分析一般基於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分散式商業本質上是一種市

場形態。如果一類交易通過市場機制進行的交易成本低於通過企業進行，就會提供分散式商

業發展的土壤。交易成本的分析視角儘管深刻，但因為交易成本內涵豐富，難以支持精細化

分析。 

DeFi 基於區塊鏈這一分散式技術，價值創造和流轉的過程非常清晰，與主流金融組

織之間有清晰對應關係，因此對 DeFi 的聚焦分析有助於揭示分散式商業的一般邏輯。比如，

在一些時間段內，Uniswap 上的交易量與 Coinbase 相當，兩者創造的商業價值應該也是相

當的。Coinbase 創造的商業價值體現為利潤和股票市值，但 Uniswap 創造的商業價值體現

在哪裡？是 Uni 代幣的市值嗎？可以比照 Coinbase 股票對 Uni 代幣估值嗎？ 

本文通過分析 DeFi 發展中的這些新問題來研究分散式商業邏輯。核心結論是，分散

式商業的價值創與規模之間存在 J 曲線關係。這一結論不僅有助於理解分散式商業的發展策

略以及與中心化商業之間的競爭關係，也有助於理解分散式商業的一些重要機制，比如為什

麼 DeFi 離不開 Staking，治理代幣能捕獲的價值。 

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討論分散式商業的 J 曲線，第三部分

討論分散式商業發展策略和重要機制。 

 

關鍵字：De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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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分散式商業的 J 曲線 
這一部分先討論關於分散式商業的一個簡化例子，以引出與本文分析有關的基本概

念，再給出 J 曲線，最後通過與中心化商業的比較，以更好地理解分散式商業。 

 

（一）關於分散式商業的一個簡化例子 

假設存在一類商品（比如蘋果）和兩個國家，A 國和 B 國。A 國每個居民都是商品

生產者，標記為 A_1、A_2、…、A_m。B 國每個居民都是商品消費者，標記為 B_1、B_2、…、

B_n。 

在分散式商業下，任意一個 A 國居民都可以與任意一個 B 國居民直接交易。這樣，

可能的交易對手一共有 m*n 對，交易網路非常密集。但這種情況不會憑空發生。理想情況

下，首先，每個商品生產者需要瞭解每個商品消費者的偏好和購買力，每個商品消費者也需

要瞭解每個商品生產者的品質和價格；其次，商品生產者和消費者需要通過一套搜尋機制，

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交易對手；最後，匹配好商品生產者和消費者需要有一套機制保障交易履

行，核心是商品交付和資金支付。 

假設商品生產者 A_i 和消費者 B_j 是一對交易對手，B_j 願意為一單位商品支付的最

高價格是 10 元，而 A_i 願意為一單位商品收取的最低供給價格是 6 元。假設兩人經過談判，

將一單位商品的價格確定在 8 元。那麼，這筆交易產生的消費者剩餘是 2 元（=10-8），生

產者剩餘也是 2 元（=8-6），經濟價值總共 4 元（=消費者剩餘+生產者剩餘）。商品生產者

和消費者價格談判，可以視為交易撮合過程。 

分散式商品儘管交易網路非常密集，但不管是商品生產者，還是商品消費者，在搜

尋交易對手、交易撮合和交易履行中都面臨不確定性。作為比較，接下來看中心化商業的做

法。 

假設 A 和 B 兩國之間的貿易通過仲介機構 I 進行。I 承諾從商品生產者中按 7 元價格

收購商品，並按 9 元價格出售給商品消費者。這樣，商品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只需信任 I，而

無需瞭解對方或搜尋交易對手，交易撮合和交易履行也都只針對 I（可能的交易關係一共

m+n 對），他們面臨的不確定性將大為減少。但利益分配格局會發生較大變化，仍以 A_i 和

B_j 為例說明。在中心化商業下，消費者剩餘為 1 元（=10-9），生產者利潤也為 1 元（=7-

6），仲介機構賺取差價 2 元（=9-7），經濟價值總共仍為 4 元（=消費者剩餘+生產者剩餘+

仲介機構利潤）。 

仲介機構的地位確立需要消耗成本，比如獲取相關牌照資質，培養商品評估的專業

能力，建立供應鏈和支付系統，以及在收購商品和出售商品之間時間差中需要佔用自由資金

等。仲介機構承擔了收購商品後無法或虧本出售的風險。仲介機構利潤中有一部分是對這些

成本和風險的補償。當然，如果仲介機構在貿易中處於壟斷位置，還可以通過壟斷租金來獲

取利潤。 

中心化商業如果有明確的盈利規模和可預期的現金流，是可以進行估值的。分散式

商業本質上是提供方便參與者之間直接交易的市場網路，屬於公共產品。公共產品儘管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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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價值，但無法按照商業原則進行估值。形象地說，在中心化商業中，經濟價值在流轉中會

沉澱到一些仲介機構，形成它們的利潤；在分散式商業中，經濟價值直接由參與者分享，當

然參與者需要自行決策、自擔風險。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例子儘管針對商品貿易，但相關邏輯對其他類型的分散式商業

也成立。比如，在去中心化借貸中，Token 借出方和借入方能直接匹配；在去中心化交易所，

Token 買入方和賣出方能直接匹配。 

 

（二）J 曲線 

在分散式商業中，參與者之間可以直接交易，這主要會產生兩方面好處。第一，網

路效應，可以用梅特卡夫定律來刻畫，與參與者數量的平方成正比。第二，參與者之間直接

交易時，交易產生的價值由他們共用。而參與者通過仲介機構交易時，他們必須將交易產生

的部分價值分享給仲介機構。 

參與者之間直接交易是有前提的。第一，參與者之間要有互信。誠信體系有多種表

現形式。比如，法律法規和道德規則產生的信任；現實世界通過重複博弈產生的信任；區塊

鏈產生的信任，體現為“代碼即法律”；DeFi 中通過 Staking 和抵押品產生的信任。第二，參

與者要能找到合適的交易對手。這需要收集和分析資訊，搜尋交易對手，以及交易撮合。第

三，參與者需要保障交易履行。這三方面前提都需要消耗成本才能保障，而相關成本與參與

者數量成正比。 

如果用 N 表示分散式商業的規模（比如 N 表示參與者數量），那麼分散式商業產生

的經濟價值等於： 

D=a*N^2-b*N                                       (1) 

其中，a 表示從網路效應向經濟價值的轉化率，不同網路的經濟價值可能差異很大；b 表示

建設誠信體系，收集和分析資訊，搜尋交易對手，交易撮合，以及交易履行等的成本率。分

散式商業的價值創造與規模之間的關係見圖 1。本文稱之為“J 曲線效應”。 

4 



HashKey Group 2021數字資產行業回顧: 監管篇 

 

 

區塊鏈研究第 141 期: 從 DeFi 看分散式商業邏輯 

 

 
圖 1：分散式商業的 J 曲線 

 

在規模不夠大的時候，分散式商業的網路效應沒有發揮出來，產生的經濟價值低於

建設成本，這體現為 J 曲線的前段。只有在規模超過一定水準後（即盈虧平衡點），分散式

商業淨的價值創造才轉正。 

 

（三）與中心化商業的比較 

中心化商業需要投入固定成本，但由此獲得的牌照資質、專業能力和基礎設施等可

以重複使用，能產生規模經濟。同樣用 N 表示中心化商業的規模，那麼中心化商業產生的

經濟價值等於： 

C=e*N-f                                      (2) 

其中，e 刻畫中心化商業的規模經濟效率，f 刻畫中心化商業的固定成本投入。中心化商業

的價值創造與規模之間的關係見圖 2。中心化商業也有盈虧平衡規模。 

0 20

規模

分散式商業的價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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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中心化商業的價值創造 

  

       中心化商業的規模經濟效率參數 e 的內涵非常豐富。比如，在銀行和保險領域，一

塊錢資本能支持起好幾塊錢的資產規模（銀行的杠杆率是 3%，意味著資產可以是資本的 33

倍）；在場外衍生品交易中，名義風險敞口規模可以是抵押品的好多倍；期貨的名義本金也

可以是保證金的好多倍；通過軋差後淨額結算，一定數量的流動性能支撐起好幾倍的交易規

模。金融系統的杠杆率，基本都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這體現了中心化商業在金融領域的優

勢：1.規模優勢；2.風險分散效應；3.軋差後淨額結算對流動性的節約；4.衍生品的杠杆效應。

但中心化金融仲介一旦遭遇風險，就可能對金融系統形成衝擊，甚至對社會產生外溢影響。

這種“單點失敗”的風險，也正是中心化金融仲介被嚴格監管的原因。 

0 20

規模

中心化商業的價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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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分散式商業與中心化商業的比較 

 

圖 3 比較了分散式商業與中心化商業。單純從價值創造看，中心化商業在相當大範

圍內優於分散式商業。分散式商業只有超過一定規模後（稱為“關鍵規模”），才能體現出相對

中心化商業的優勢。這是市場和企業之間邊界問題的一個具體體現。 

 

第三章 分散式商業發展策略和重要機

制 
要提高分散式商業的價值創造，一方面要提高網路效應向經濟價值的轉化率，另一

方面要以較低成本建設誠信體系，收集和分析資訊，搜尋交易對手，交易撮合，以及交易履

行等。但歸根結底，分散式商業必須將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儘快達到關鍵規模，才能證明自

己相對於中心化商業的合理性。接下來用 DeFi 領域的幾個例子說明。 

第一，DeFi 借貸。公鏈內是一個去信任化環境，任何兩個位址之間都可以直接交易，

智慧合約能用執行複雜的交易。但位址在不關聯鏈外身份或信譽機制的情況下，不能作為通

常意義上的信用主體。比如，DeFi 借貸為保障未來還款，會要求借幣地址有超額抵押。超額

抵押機制就是 DeFi 借貸中的誠信體系，排除了個體層面千差萬別的信用資質的影響，極大

簡化了收集和分析資訊方面的工作要求。這個誠信體系的建設成本體現為抵押品鎖定的流動

性，隨位址數量的增長而線性增長，但讓 DeFi 借貸可以以去信任化的方式進行，能有效實

0 20

分散式商業與中心化商業的比較

分布式商业的价值创造 中心化商业的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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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網路效應。DeFi 借貸平臺通過智慧合約統一管理存入和借出的幣，作為存幣者和借幣者

共同的交易對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中央對手方功能，在效率上高於存幣者和借幣者點對點

搜尋交易對手並撮合交易的方式。DeFi 借貸平臺通過在演算法上設置存幣利率和借幣利率

之間的利差來獲取利潤，不用像銀行那樣投入大量成本去評估借款人信用和做貸後管理，自

身幾乎不承擔風險。 

第二，AMM。在 AMM 中，流動性池也起到了中央對手方功能，比訂單簿成交的效

率更高。流動性池消除了投資者在尋找交易對手、成交價格和數量等方面的不確定性，是在

去中心化、去信任化環境中的一個重要的承諾機制（見《AMM 的一般理論》（2021 年第 31

期））。不管投資者如何與流動性池交易，流動性池都要滿足一些約束條件（比如恒定乘積），

因此 AMM 可以被視為一個關於流動性的合作社。 

以上兩個例子還說明，在分散式商業中，不能排斥一些有中心化色彩的機制。比如，

公鏈的去信任化環境和超額抵押儘管消除了個體異質性的影響，但在去中心化情況下交易對

手之間的搜尋和匹配仍面臨不少挑戰，由流動性池承擔中央對手方功能是一個不錯的解決方

案，而流動性池也會沉澱 DeFi 生態中的經濟價值。這些有中心化色彩的機制，正是分散式

商業中最需設計好的部分，也是最有創新意義的地方。 

第三，治理代幣。基於上文的分析，DeFi 項目的治理代幣的價值捕獲能力較弱，主

要通過吸引用戶讓 DeFi 專案快速達到關鍵規模。 

儘管本文對分散式商業的分析主要針對 DeFi 進行，但核心邏輯對基於聯盟鏈的分散

式商業也是成立的。首先，聯盟鏈儘管有助於建立一個信任網路，但必須基於信任網路發展

出交易平臺，才能實現盡可能多的經濟價值，單純的資訊平臺的經濟價值不高。其次，要通

過經濟機制吸引用戶，以儘快達到關鍵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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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文件所載的信息由我們從被認為可靠的來源彙編而成，但我們、我們的附屬公司或任何

其他人士概不就該等信息的公平性、合理性、可靠性、準確性、完 整性或正確性作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聲明或保證。本文件中包含的所有插圖、示例或前瞻性信息（如有）僅在本

文件發布之日出於說明目的而真誠提供，並 非旨在用作且不得被視為對事實或概率的擔

保、保證、預測或確定陳述而加以依賴。我們已努力確保在發布本文件時，文件所載信息

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但 仍可能出現錯誤或遺漏。過往業績無法說明未來表現，我們無法保

證您未來能獲得回報，而您可能會損失原始資本。我們保留更正任何錯誤或遺漏以及隨時 

更改或更新信息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每個司法管轄區都有專門的法律，用以規管可能向其居民和／或在該管轄區範圍內提供的

投資和／或服務的類型，以及具體的規管流程。因此，本文件中討 論的某些投資產品或服

務可能無法在某些司法管轄區銷售或供應。本文件並非出售要約或購買任何投資或服務的

要約邀請。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我們概未表 示我們已獲得在任何司法管轄區開展受規管活

動的許可。此外，提供本材料並非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被解釋為，任何人士或公司在任

何司法管轄區從事其 未獲法律許可從事的受規管業務。 

 

本文件中的任何內容都不構成法律、會計或稅務建議，建議您在根據本文件中的任何內容

採取行動之前，尋求獨立的法律、稅務和會計建議。本材料的內容 沒有經過任何監管機構

的審查; 建議投資者對與本文件有關的任何投資或服務持謹慎態度。如果您對本材料的任

何內容有疑問，您應該尋求得獨立的專業意見。 

 

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HashKey Group 或任何其附屬機構對因使用本文件或其中的信

息而產生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失不會承擔任何責任。未經 HashKey 的事先書面同意，本

文件中的任何信息都不得以任何方式進行複製或抄襲。 

 

"HashKey Group" 是一個品牌名稱，用於描述由 HashKey 數字資產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組成的集團公司中的任何一個或多個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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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HashKey Group 是亞洲領先的端到端數字資產管理和金融公司。 HashKey 總部設於香港，

也在新加坡和東京開展業務，並幫助機構投資者抓住數字資產和區塊鏈技術的高潛力投資

機會。該公司的核心業務包括一個計畫中的數字資產交易所、全方位經紀平台、機構級託

管服務和一個投向於全球區塊鏈公司和數字資產項目的風險投資基金。 

 

HashKey 提供區塊鏈研究、開發人員和技術提升的機會。HashKey 還與領先的金融科技企

業、學術機構和行業協會建立了廣泛的合作關係。 

 

HashKey 的高級領導團隊擁有數十年的投資和交易經驗、並具有強大的業務執行力和深刻

的市場洞察力，致力為數字資產經濟維持最高的合規和監管標準。 

 

了解更多 
www.hashkey.com 

contact@hashk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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