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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们在《数字货币或是数字凭证（上）：到底什么是“数字货币”》一文中

讨论了 3个国外学者的观点，探讨数字货币是基于代币（Token）模型还是基于

账户模型，或是两种模型均可。其中美联储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数字货币的关键在

于应考察该数字货币是如何实现的，而不是将传统经济学论文内对货币的分析引

申到数字货币上。究其原因是实际数字货币系统的特性决定数字货币经济理论的

真实性。

本文继续讨论什么是“数字货币”。在 2020 年 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报告《跨境数字货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Digital Money Across Borders: Macro-Financial Implications)中提到数字

货币对世界储备货币、金融稳定性、外汇管理、外币取代本币、融资和贷款、监

管政策、央行货币政策都会产生影响。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讨论 3个问题：

1）数字货币的资产到底在哪里？

2）合规数字货币应该何时何处结算？

3）遗失的数字货币应该如何处理？

以往基于token的数字货币和基于账户的数字货币最大的争论在于隐私保护

和监管强度。本文从这两大路线出发探讨其所代表的更大的意义，即这两大路线

如果继续发展，产生截然不同的 CBDC 模型、不同的金融市场模型以及不同的合

规和地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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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字凭证和传统数字货币的设计差距大，许多新思想将冲击传统数字货

币思想。例如：什么是数字货币的“央行”？一个国家如果采用比特币当作法定

货币意味着什么？一个央行为什么发行 CBDC 却采取比特币发币的模式？我们同

意美联储的观点，真实货币理论是从现实系统的特性上推导出的货币理论，需要

对数字货币系统有全面地了解，并对于该系统每一个特性都有深刻的分析。不然

得出数字货币理论可能与实际结果相左。

我们一直在提的一个概念：区块链系统的细微变动会引发数字货币的巨大改

变；而数字货币的小小变革又会给金融市场带来结构性的转变。过去以共识机制、

交易流程、监管性来解释这种“蝴蝶效应”，在本文将会看到数字货币结算机制

上的改变，会对重要数字货币理论产生结构性的改革。

图 1: 系统上小改变，对应的数字货币大改动，市场发生结构性的改革

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字货币区” （Digital Currency Areas, DCS）理论影

响了世界许多重要组织，包括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央行、欧洲央行、

美国财政部以及多家学术机构例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大学等。过

去两年这些单位纷纷根据数字货币区理论出台国际或是国家货币政策，例如美国

财政部在 2021 年允许美国银行参与区块链网络和发行稳定币。

事实上，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字货币区理论部分是根据脸书稳定币项目衍生而

来。由于脸书稳定币系统在 2020 年 11 月在系统设计出现改革，并因此影响到稳

定币作业流程，导致市场产生结构性的改变。故而数字货币区理论需要进行相应

的更新。

上篇的观点主要出于国外学者，本篇的观点主要阐述我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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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是数字货币的资产？资产存在哪里？
无论是传统数字代币、数字稳定币、或是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 现在大部分数字货币是指“货币”或“钱”。例如

有一美元数字货币就代表一美元钱
1
。但是这种设计存在明显缺陷，即数字货币

若是等于“现金”，那么遗失了数字货币，价值也随之遗失。比如曾经就出现过

多次比特币遗失的事件。数字化的结果应该使得货币更安全才对，反观上述设计

可能会导致货币更不安全。

英国法律协会认为数字资产不是实际资产。例如数字房产，在市区的房子，

不会因为 Token遗失而导致房子消失。房子除非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而消失，

不然房产一直都存在。同理，区块链系统消失不应该导致数字资产消失，这些和

实际资产没有关系。英国法律协会讨论的是数字资产，而不是讨论数字货币。但

是我们认为数字货币其实是数字资产的一种，因此数字货币也只能是货币的数字

凭证，而不是货币本身。

本节先讨论比特币（2.1 节）和以太坊系统（2.2 节）的“资产”，2.3 节讨

论传统数字代币的资产存储位置，2.4.节讨论这些数字代币和现在金融货币体系

的冲突，2.5节讨论合规数字货币应该采取和数字代币不同的路线，2.6节讨论数

字稳定币和 CBDC应该采取的数字凭证路线。

2.1. 比特币系统
比特币系统使用的是 UTXO 模型，即账户跟随着交易。系统只有交易记录，

没有账户信息，这被称为“半账本模型”。某一个“账户”中的余额并不是由一

个数字表示的，而是由当前区块链网络中所有数据跟当前“账户”有关的 UTXO 组

成。当需要计算某个地址中的余额时，需要遍历整个网络中的全部相关区块。所

以，如果系统只有交易记录而没有账户信息，会存在透明度问题，且难以管理。

2.2. 以太坊系统
以太坊系统是全账本模型，一个地址对应一个余额。当每次查询账户余额时，

不需要计算 UTXO 的复杂过程，只需取出地址对应的余额即可。虽然以太坊系统

查找账户信息方便，块中也有交易信息可以找到账户，不存在透明度问题，但由

于既要做交易又要维持账户，其存在扩展性问题。事实上，以太坊这种系统也比

较难以管理，币链不分离，交易共识不分离，系统要囊括以太坊代币，以及使用

ERC-20 产生的其他代币，可见系统体量之大。

1有的数字货币还有其他问题，例如 USDT 长期被批评没有足够的准备金。但是这是另外

的一个问题，就是准备金不足的问题。美国财政部在 2021 年 1 月提出的规则就是处理

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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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字代币的价值在于网络系统
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数字代币资产只存储在网络上，例如比特币资产在比特币

网络上，以太坊资产在以太坊网络上
2
。这和数字资产的观点不同，例如数字房

地产，资产是物理上的房子，不是在网络上；再如数字股票，资产是公司股权，

包括分红权和管理权。如果比特币网络消失，比特币资产将完全丧失价值；同理

如果以太坊网络消失，以太坊资产也会完全消失。但是数字房产遗失，房产还在；

数字股票遗失，股权还在，公司也还在运作。由此可见数字代币的价值不在物理

世界，而是存在于虚拟的网络环境中。比特币和以太坊都使用 P2P 网络协议来保

证他们的价值永存，因为 P2P 协议使比特币和以太坊网络难移除。

2.4. 数字代币价值体系和现在货币体系冲突
数字货币两条路线：1）基于 token 的数字货币系统以及 2）基于账户的数

字货币系统，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两条路线是隐私保护和强监管的意识形态的竞争。

但我们认为还有其他更深的含义，数字代币和合规数字货币代表两个不同的货币

体系：

 基于网络的货币体系：价值只存在网络上，货币只是数字符号，价值来

自支持地下经济的活动；

 基于传统货币体系：价值存在央行、银行、托管机构。价值来自国家信

用，可以支持任何经济活动，包括合规经济和地下经济活动。

数字代币 合规数字稳定币/CBDC

实际资产 数字符号 国家法币

存储地方 数字代币的网络上 央行、银行、托管机构

价值来源 地下经济 国家信用

主要支持 地下经济活动 任何经济活动包括合规

和地下经济活动

这两个明显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货币体系。如果坚持国家货币体系，却采取

token 模型并且将资产存在网络上，这表示数字货币的实现可能已经违反了国家

货币体系的原则。由于 CBDC 是国家法币的数字化，而合规数字货币是银行存款

2 一些使用以太坊 ERC-20 的数字代币资产也是建立在以太坊上。由于这原因许多

其他的代币系统也是拷贝了以太坊系统的部分代码。他们宁愿自己重建一个与以太坊类

似的系统，也不愿使用以太坊网络来建立数字代币。因为如果使用 ERC-20，等于依赖于

以太坊系统。[1,2]也因为这原因，国外分析师认为以太坊市值以后会大于比特币市值。这

里有个重要信息，即使在数字代币世界，一些代币不愿意附属于其他代币。何况世界各

国央行，他们的 CBDC 愿意附属在一个现成代币的网络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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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化，他们不只是存在网络上的符号。因此这里的冲突已经不只是不同的实

现方式，也不只是隐私保护和监管的竞争，而是两种不同货币体系之间的冲突。

按照这样逻辑，一些坚持使用 token 方式的数字稳定币项目，最后可能就只

有两个选择：

1）数字货币只可以是现金的数字化，即数字货币就是数字化的现金，而现

金是同时间可以在合规市场和地下市场上使用；

2）如果不是现金数字化，这些项目代表的货币体系就和现在国家货币体制

无法兼容。一旦部署就会出现混乱，最终必须停止执行。

2.5. 合规数字稳定币以及 CBDC和数字代币的货币体系不同

因此，数字稳定币和 CBDC 都不应该学习比特币或以太坊的模型，因为他们

的价值只存储在网络上。数字稳定币的价值存储在托管中心，与 CBDC 存储在央

行同理。

像比特币、以太坊这样的公链系统，其区块链网络就是数字货币的央行，比

特币、以太币脱离其区块链系统将失去实际价值。但是数字凭证的设计，则很有

可能采用区块链联盟方式（不是联盟链，而是多链合作的联盟），存在多个链，

包括银行内和银行外，覆盖多方交易。同时在一条链上可以处理多币种，存储多

条记录，最终的结算交还给托管中心或是银行来实现。

如果任何数字稳定币或是 CBDC 选择了将 token 当成唯一凭证（token 的遗失

代表资产的遗失）的模型，这代表央行或是银行不再是唯一背书机构。这里已经

不再是“隐私 vs 监管”的冲突，而是数字稳定币或 CBDC 价值的背书应由谁来

承担的问题。如果 token 是唯一的凭证，代表区块链网络是央行的一部分，而且

两者不能分割，这与世界央行的想法背道而驰。

CBDC（直接）和数字稳定币（间接）的价值在于国家信用和体制，而不是网

络的信用。但是当 token 成为唯一的凭证，间接意味着央行放弃了国家的部分铸

币权。近期萨尔瓦多接受比特币为国家法定货币，代表该国央行愿意放弃部分铸

币权，而且全盘接受比特币的“货币政策”，其中包括经常性的暴涨和暴跌。这

也代表很大部分萨尔瓦多国际资产存在比特币网络上，而不是存在央行或是银行

内，且交易并不关心持有 token 的人是谁。

2.6．合规数字货币应该是数字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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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币链分离概念是指多个币种可以在同一区块链系统上使用。现在有一个

全新的币链分离的思想出现：即使相关的区块链系统消失了，数字货币的价值还

仍然存在。

CBDC 应该具有类似于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和功能。法币依靠政府的信用保证货

币价值，CBDC 也应该具有等价的信用价值。相反，现有的一些数字代币可看作

是持有者对发行者的一种债权，若 CBDC 以此为设计思路，会对流通媒介存在极

强的依赖性，CBDC 的信用价值将大打折扣。

那么 CBDC 是不是一种货币？事实上 CBDC 不被当作货币可能更加合理。CBDC

应该仅仅是一个等值凭证，即拥有同等法币的数字证明。故而，CBDC 的系统设

计关键是不能将其价值依托在某个区块链系统中。也就是说，真实的 CBDC 应在

央行，而链上实现交易的是 CBDC 的数字凭证，用户手中持有的也是 CBDC 的数字

凭证。CBDC 和数字凭证存在一对一关系。

合规稳定币/CBDC 是价值 合规稳定币/CBDC 是数字凭证

价值 数字货币就是法币 数字货币是法币的数字凭证

存储 数字货币必须保存好，因为

这些就是实际价值

数字货币只是数字凭证，真实

货币在央行、银行、托管中心

遗失数字货币 遗失所有相关的资金 所有相关的资金还存留在央

行、银行、托管中心

使用 类似现金 类似现金

交易 交易即是结算 交易即是记录，需要第二次在

央行或是银行结算

信用风险 只要 CBDC 存在，而且真实，

没有信用风险；合规数字稳

定币的风险在于发行和运营

机构

如果是 CBDC，资金存在央行，

没有信用风险；合规数字稳定

币的风险来自发行和运营机

构

流动性风险 只要 CBDC 存在，而且真实，

没有流动性风险；合规数字

稳定币的风险在于发行和运

营机构

如果是 CBDC，资金存在央行，

没有流动性风险；合规数字稳

定币的风险来自发行和运营

机构。发行方有没有使用准备

金是重要关键

孤儿数字货币 会出现，资金一去不返 私钥遗失资金还在，所有孤儿

数字货币可以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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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数字稳定币只是价值的凭证，实际价值在托管中心，例如银行。用户

拥有托管中心的货币及其凭证。数字股票也不代表真实的股份，只是股份的凭证。

如果数字股票遗失，股权还在。股民可以通过一个流程将股权取回来。

在这样的设计思路下，即使交易的区块链出现系统性风险，在大量节点崩溃

的情况下，用户也可通过保留的数字凭证找回丢失的资金。同样，如果用户不慎

丢失了持有的 CBDC，可在限定时间内用新产生的数字凭证找回丢失的 CBDC，而

旧的数字凭证将失效。这样即使之前的数字凭证被别人拿到了，也无法获取到相

应的 CBDC。

传统数字代币存放在公链上， 但是如果私钥丢失，该用户所持有的币将成

为链上的“孤儿”（orphan）。这些孤儿币无人认领也无法使用。

比特币、以太坊系统上的代币依附于区块链系统，用户拥有私钥仅意味着拥

有这些币的使用权，这些币依旧存在于区块链网络中。相反，基于数字凭证的区

块链网络中运行的不是真实的数字货币，网络上仅保留交易记录，链上的结算仅

代表交易记录的更新与整合。实际的结算是由链上产生交易后提交到托管银行完

成。

在传统的数字货币系统中“交易即是结算”，在数字凭证模型却改为“交易

即是记录”。由于币链分离，数字凭证模型下，币的流通将不受特定网络系统的

限制。即使特定网络消失，只要身份被证实，就可以在联盟中的其他链上继续流

通，或是到托管中心换回准备金。

3. 实时结算：数字凭证需要交易后结算

在结算方面，代币不论是基于 token 还是基于账户的系统都可实现结算一步

到位。包括美国前财政部在内的许多机构表示这是数字货币的一个显著优势，是

改变世界金融系统的重要创新。由于交易即是结算，交易可以飞快完成。2019

年 7 月由英国央行行长公开说明代币交易速度快，2021 年 6 月英国央行再度肯

定代币的这一优势，这也直接促成了 2015 年英国央行开启数字英镑。在 2020

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数据证实数字货币的速度的确高于传统银行货币。

但 在 金 融 市 场 基 础 设 施 原 则 （ Principles of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PFMI）中提到
[3]
，交易和结算应该分开而不是一步到位，因为

监管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防止洗钱。这两种观点都有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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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交易即是结算 vs 交易后结算

英国央行的最终决策是交易后的 2小时内完成结算，即“实时结算”，而英

国央行选择了“骑墙观望”（sit on the fence），表示中立：认为数字英镑是

实时结算（交易和结算一次到位），但只要在 2小时内完成结算也算是实时结算。

英国央行本质上还是将交易和结算机制分离，以现代计算机的性能来说，2小时

所产生的计算数量级已经十分巨大了，亿万次计算步骤都可以完成。

3.1. 脸书稳定币交易和结算机制分开
脸书 Diem 稳定币支付系统还开发了 FastPay 结算系统，详见于论文

“FastPay: High-Performance Byzantine Fault-Tolerant Settlement”(发布

于 2020 年 11 月)，结算和交易系统分开，并且在区块链系统内有嵌入式监管机

制。所以脸书将交易和结算分离，接受政府的监管。

图 3: 脸书稳定币发布其结算系统的设计

事实上，脸书的区块链交易和链上结算系统也是一步到位，只是后面多加了

一个结算机制，表示前面区块链系统内的“结算”只是“预结算”，后面添加的

结算才是资金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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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在区块链系统预结算后，在银行系统结算

在金融市场中，结算后资产才会转移。后期如若出现问题，交易很难回滚。

因此在数字货币上，交易和结算一步到位风险高。

3.2. 数字凭证需要交易后结算
数字凭证由于资金实际存在于托管银行，结算还需要在银行体系内完成，因

此数字凭证的模型类似脸书的数字稳定币结算模型，最终在银行机构结算。

这样数字凭证不能一步到位，交易不能立即结算，只能是预结算，结算流程

多一道手续，也给监管机构多一些时间实现监管。

3.3. 数字货币交易的回滚机制
由于交易和结算分离，数字货币交易可以实现回滚，而传统的区块链系统不

能回滚。可回滚的区块链交易可以解决区块链领域的一个重大难题，如果不能回

滚，交易即时结算具有巨大金融风险，支付、清算、结算、监管都会遇到困难。

4. 数字货币区“平台为中心”理论更新
2019 年 7 月普林斯顿大学发布数字货币区理论（Digital Currency Areas,

DCA）很快就得到了包括英国央行在内的许多机构的重视。在 2019 年 8 月 23 日

英国央行在美国演讲中根据这理论提出了以后数字货币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

货币。后来这理论连续在欧洲央行、美联储内一再讨论且长达 2年之久。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2020 年 10 月的报告也是根据这理论进行广泛的讨论，认为数字货币

改变世界金融市场。原来数字货币区理论包含下面重要结果：

1) 数字货币是跨国界跨领域的，不要认为数字货币是国家货币或者地区货

币，数字货币产生时就是跨国界的货币，跨领域的货币。

2) 货币的功能有交易媒体、价值存储和计量，在数字货币出来时，交易的

媒体是最重要的。

3) 数字货币（digital dollarization）会取代法币，市场现状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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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货币最终会影响到世界储备货币，形成世界储备货币的竞争。

5) 数字经济以平台为中心，而不是以银行为中心，市场结构改变。

6) 数字货币因为网络连接而产生，但是却因为竞争而使金融市场更加分裂。

其他学者包括我们对数字货币区理论进行延伸，例如：

1）细分数字货币区为合规市场和地下市场，以及其他分类；

2）二元竞争增加为三元货币竞争（数字代币、法币、稳定币）；

3）更新数字货币区分方法，原来是以平台区分，现在更新为地缘政治区分，

原因是各国提出监管政策阻止脸书平台进入。

但是第 5项“平台为中心”的思想需要更新。根据美联储的观点，任何数字

货币需要根据实际系统来分析。2019 年 6 月，只有数字代币在世界横冲直闯，

没有大型合规数字货币出现，同时大部分数字“资产”都是存在于区块链网络中，

结算也在网络上，不是在银行。后来脸书提出数字稳定币，明显数字稳定币的资

产比银行的资产还大。在 2020 年 5 月欧洲央行预计脸书稳定币会有 3 万亿欧元

的资产，将成为欧洲最大的货币基金。这也间接证实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理论是正

确的，即在数字货币时代是以平台为中心。美国前财政部也同意这种观点，并于

2021 年 1 月积极鼓励美国银行加入区块链网络系统，一起推“大网络，小银行”

的数字货币区。

2020 年 4 月脸书发布稳定币 2.0 版本，增加了数字货币监管以及准备金的机

制。如果一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数字货币，脸书就自动放弃进入该市场，并且愿

意协助这些国家建立他们的数字货币科技，放弃公链思想，但是整体区块链系统

的架构没有改变。按照脸书发布稳定币 2.0 白皮书，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字货币区

不需要更新。

但在 2020 年 11 月，脸书稳定币团队发布 FastPay 结算系统。这结算系统并

非在区块链网络上结算，而是在机构内结算（见 3.1 节）。根据 FastPay 系统，

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字货币区的“平台为中心”理论也就不再成立了（见下表）。

资产存储在 结算 中心

传统区块链网络 网络 在网络 区块链网络

脸书稳定币 1.0

和 2.0

网络 在网络 区块链网络

脸书FastPay结算

系统

托管银行，网络只

是记账

在托管银行，网络

只是预结算

银行

数字凭证 银行，网络只是记

账

在银行，网络只是

预结算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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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数字凭证思想比 FastPay 走得更远。脸书 FastPay 的文章主要在讨

论系统的架构和协议，但其对于数字货币理论的冲击却没有讨论。因此当时学者

在讨论数字稳定币时还是基于原来脸书稳定币的系统架构。没有想到，在美国财

政部鼓励美国银行进军区块链网络的时候，脸书稳定币系统架构却暗中改变了。

FastPay 系统并没有使用区块链系统，而是使用简化的拜占庭将军协议（不

是完整版的拜占庭将军协议），脸书工程师认为简化结算流程可加快结算速度。

FastPay 系统和稳定币区块链系统分开，而且是在金融机构内结算，不是在区块

链系统上结算。

图 5: FastPay 结算系统没有使用区块链系统，而且和稳定币主链分开

下图显示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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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由于数字货币系统改变，“平台为中心”理论更新到“银行为中心”

如果以后数字货币的世界还是以银行为中心，这代表改变的规模比原本想象

的要小，更容易进行，监管上也更容易。

如果上面推论正确，那么许多理论需要更新：

 美国前财政部在 2020-2021 年公布的数字经济计划蓝图（包括美国银行

参与区块链网络以及美联储建立新型国家支付网络）需要更新规划，因

为该政策是以区块链网络为中心；

 整个合规数字货币市场结构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20 年提出的未

来数字经济架构需要更新；

 地下市场的作业也会改变。地下市场会采取更加隐蔽的数字货币，避开

央行、银行、国际和国家监管单位；

 CBDC 的设计也会改变，不能采取资金存在网络的模式。

 国际和国家监管策略也会改变，金融机构会是监管的重点，这会减轻监

管科技的压力；

 地下数字经济会和合规数字经济分道扬镳，由于数字稳定币和 CBDC 的监

管重点会在银行，地下经济活动不会到合规银行从事商业活动，也需要

重新建立自己的数字货币体系。因为以前地下经济的支柱（比特币和以

太坊）已经被西方国家收编，接受监管。这会产生两级的影响：部分地

下经济合法化，而另一部分地下经济只能更加隐蔽继续在地下活动，地

下经济成为隐私计算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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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来脸书宣布不采用 FastPay 系统结算，而采取另外一个新结算机制，

数字货币理论可能还会继续跟随改变。

5. 总结
数字货币应该如何设计还是一个研究课题。由于数字货币带来的金融市场改

革，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以及国家法币在世界市场的地位，所以需要

谨慎考量。考虑因素也不应该只是关注在“隐私 vs 监管”的顾虑。由于数字货

币只是数字资产的一种，现在国际的趋势是数字货币科技先行，数字资产科技跟

随，因此如何设计一套安全、可靠、合理、隐私而又可监管的数字货币和数字资

产是重要目标。

本文分析了传统数字货币结算机制，脸书 FastPay 结算系统以及数字凭证，

可以清楚看出不同价值存储、不同结算会导致不同的金融市场结构。这种结构的

改变不只会改变合规市场，地下市场也会改变。

“交子”是中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第一次出现是在

中国四川省。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 年）由监官主持银票（官交子）发行的政

府设益州银票务，这是中国最早由政府发行的银票。交子是银票，不是银子，开

始的时候只是银子的存折或是凭证，由于有信誉，后来才被当成货币使用。我们

的数字凭证就以“交子”为名，借助交子的含义，将新数字货币模型命名为“交

子数字凭证”模型。

图 7: 1023 年中国发行的交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8%E5%B8%81/25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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