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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能使货币更加便捷、安全和低成本的新技术会催生出人们更愿使用的新货币形

态。伴随计算机、互联网、密码学等技术进步，出现了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密

码货币等诸多新货币形态，相关概念的界定非常模糊，引起一些混乱。本文依据

逻辑关系与历史发展，从实物货币和记账货币开始，梳理了货币形态的演化过程，

重点分析了新出现的密码货币形态，界定了这些货币形态的概念和相互关系。 

关键词：货币形态，实物货币，记账货币，密码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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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市场经济的枢纽，随着技术和制度的变革，货币的形态也在不断变化。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货币的形态演变是缓慢的，一般认为经历了从实物货币、

金属货币、铸币、纸币、法币等几个主要阶段。斯密[1]20 认为货币最早的形态

是日常商品为主的实物货币，然后到易于携带、称量、切割、检验的金属货币，

再到权威铸造的铸币。马克思[2]70 认为货币从早期实物商品作为偶然的等价物，

发展到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历史必然性，“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

然是金银”。凯恩斯[3]9 区分了三种主要货币形态：商品货币、不兑换纸币和管

理货币。最近的是米什金[4]45 给出的五种货币形态：商品货币、不兑现货币、

支票、电子支付和电子货币。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和区块链的兴起，出现了很多新的货币形态称谓，比如

电子货币、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密码货币、加密货币、去中心化货币、代币、

通证、稳定币、传销币，等等。这些新的货币概念究竟指代了什么货币形态？相

互之间有何种关系？现有货币形态分类未能给出清晰的界定，这些概念在应用中

引起一些误解，甚至混乱。特别在最近的区块链热潮中，法币之外的密码货币、

通证、代币、稳定币等快速涌现，形成发行门槛低、流动性强、难以监管的全球

市场，概念不清、认知不明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一些传销组织和资金盘利用这

种局面，借着密码货币的去中心化特征和政府对区块链的支持，夸大密码货币、

通证和代币的安全性和应用前景，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为此，本文将对货币

的各种形态做出梳理和概念界定，以期消除各种货币概念的混淆。 

本文对货币概念的界定将依据三个原则：（1）货币特征与词义相匹配。尽量

选取最能够反映具体货币形态特征的词语进行定义；（2）货币形态相互关系清晰

完备。明晰货币形态差异，清晰概念边界并尽量完备；（3）尊重被事实接受的概

念。尽可能采用已经被市场广泛接受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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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货币的功能、性质与形态 

分析当前纷繁的货币形态概念，需要先简单考察货币的功能和性质。一般认

为，货币有三种主要功能：（1）交易媒介（或流通手段、支付媒介）。为商品的

买卖充当媒介；（2）价值尺度（或记账单位、计价单位）。对商品进行计价或记

账的尺度或单位；（3）价值储存。贮存财富或购买力的手段。[4]42,[2]122 

那么货币的性质或本质是什么呢？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关注交易媒介、

计价单位和价值储存究竟哪个才是货币的最基础的功能，由这个功能派生出其他

功能，失去这个功能就不能称之为“货币”。回答这个问题，容易达成共识的是货

币的价值存储功能是派生功能，货币能够用来作为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使得它

能够在交换活动之外，具有了储存价值的功能。如果某物没有交换媒介和计价单

位的功能，也可以具有价值存储的功能，但这就是普通的储值商品或资产，而非

货币了。 

在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两项功能中，一般认为交易媒介是基本功能，即货币

的基本性质是交易媒介，货币由于充当了交易媒介，才具备了给商品计价和储存

价值的功能。亚当·斯密[1]20 从物物交换开始导出货币是由于充当交换媒介而出

现的。门格尔[5]221 则更加细致地论述了货币从商品交换中产生的过程，及其在

各国各个时代的演变，他特别强调：“价值尺度的职能与价值储存的职能不过是

偶然发生的，它们并未包含在货币概念之中。”[5]240 米什金[4]42 也认为“三种功

能中，交易媒介是能够将货币与诸如股票、债券和住宅等其他形式的资产加以区

分的功能”。  

然而，把价值尺度作为货币本质也有很强的支持。凯恩斯[3]5 认为计算货币

（即用来表示债务、物价和一般购买力的货币）“是表征和名义”，而一般所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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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只是“这种表征的实物”。马克思也认为“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

现价值的材料”，其次才是流通手段，“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

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2]112 大卫·格雷伯认为将交易媒介作

为货币最重要功能是错误的，[6]22 他认为导致货币产生的不是以物易物，人们

开始交换之前就通过借贷互通有无，在借贷活动中，货币首先具备了价值尺度的

功能。[6]33 霍默和西勒也认为“有可能借贷引发了原始计量和货币本位的发展。”

[7]4 

货币的本质究竟是交易媒介还是价值尺度，两种倾向都有现实的例证，但还

缺乏充足的历史证据给出决断。本文暂且搁置货币的本质分歧，而专注于货币的

形态。本文接受这两种基本的货币功能，并由此可以得到我们的两个最基础的货

币形态：实物货币和记账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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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物货币与记账货币 

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早期货币形态是作为交易媒介的实物货币，在不同的地区

和不同时代，不同的实物承担人们交换的媒介。作为实物货币，早期是能够买卖，

具备某种非货币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因此，也被称为“商品货币”（commodity 

money），但后期的纸币只承担货币职能，不再有其他使用价值，很难再称为商

品了，但依然是“实物货币”。所以，实物货币涵盖了商品货币，商品货币是实物

货币的早期形态。 

斯密[1]21 提到古代希腊的牛、阿比西尼亚的盐、印度的贝壳、弗吉尼亚的

烟草、纽芬兰的干鱼丁、西印度殖民地的砂糖、某些国家的兽皮，甚至他同时代

苏格兰某乡村的铁钉，等等，这些都被用作实物货币。霍默和西勒[7]71 谈到对

实物货币的分类，大致有 173 种，最常见的有：珠子、牛、布匹、铜、金、谷物、

铁、米、盐、贝壳、银、兽皮、奴隶和烟草等。至今我国欠发达的牧业地区的牛

羊和粮食产区的小麦或稻谷仍具有一定的货币功能。 

早期的实物货币主要特征是具有稀缺性，且人们普遍使用从而愿意接受，这

样的实物作为交换媒介，如牛羊、小麦等。但此类物品往往难以储存、运输、切

分、检验等，在交换中带来不便。因此，随着交易规模、频率和深度的发展，实

物货币的具体形态也不断进化，在具有：（1）稀缺性，（2）某种使用价值这两个

基本前提下，主要朝着：（3）易储存，（4）易携带运输，（5）易分割，（6）易计

量，（7）易检验的方向发展。按照这个方向逐渐统一到贵金属金和银，最终形成

由权威机构（一般是最高政治权力）统一称量、标注、认证的铸币。公元前 7

世纪吕底亚人就开始使用官方铸币，[7]18 直到现在铸币仍在流通。 

实物货币的一个重大转变来自于不可兑换的纸币。在铸币之前，实物货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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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主要来自其自然属性带来的某种使用价值，部分来自便于交换的使用价值。

[8]铸币的出现使其比同等重量成色的贵金属有了更多溢价，比如面值 1 磅的银

币，可以只包含 0.9 磅的银。这个溢价主要来自铸造者作为权威的信用。而“信用”

的性质并非自然的，而是社会的，来自于社会关系。到了不可兑换纸币，尽管其

自然属性便于交换，但它除此之外的使用价值几乎荡然无存，支撑其价值的几乎

完全是权威信用。① 

此时，纸币并不因其为“商品”而成为货币，而是因其代表权威的社会属性而

由几乎毫无价值的实物变成了“实物货币”。此时，再称之为“商品货币”有些勉强。

因此，我们将纸币、铸币、早期实物货币统称为“实物货币”，而非“商品货币”。

在交换中，实物货币的所有权发生转移，与之相对的是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

实物货币是具有自然的实物形态，以实物转移完成支付的货币。 

记账货币在主流经济学中长期被实物货币所掩盖。为此，大卫·格雷伯不惜

篇幅对斯密以来经济学从物物交换演绎货币产生的逻辑展开批判，认为这完全是

谬误。他认为货币产生的原因不是物物交换，而是人们之间的信贷，即“债”。[6]24

早在公元前 3000 多年苏美尔古代文献就记录了人们借贷粮食和金属的活动。

[6]39, [7]3 在信贷记录中商品和金属的数量只是数字而非实物。据此，格雷伯认

为首先出现的是信贷中的“虚拟货币”，之后才出现铸币。[6]40 

凯恩斯的《货币论》开篇就定义了“计算货币是表示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

力的货币，这种货币是货币理论中的原始概念。”他强调“货币本身是交割后可清

付债务契约和价目契约的东西，而且也是储存一般购买力的形式。它的性质是从

                                              

① 从铸币到不可兑换纸币之间是可兑换纸币，即纸币代表了被抵押、可赎回的贵金属或铸币，因此可

称为“代表性货币”（representative money），它代表了实物货币。[9] 



  

  

   6 
 

它与计算货币的关系中得来的。”[3]5 这里的“计算货币”就是“记账货币”。凯恩斯

也从记账货币推演出一般货币，并强调它表示债务的作用。 

记账货币出现的早期场景，是拥有大量财富的神庙向人们提供信贷，从而成

为记账者。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专门从事信贷的金融从业者，比如公元前 600

年的巴比伦银行商号。[7]13 记账货币的基本特征是由某些人用数字记录货币的

归属和转移。 

早期的记账货币有两个特点：(1）如上所述，跟“信用”和“借贷”密不可分，(2）

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跟实物货币紧密联系：一方面记账货币所采用的单位往往是

作为货币的实物的数量单位，如已经有 5000 年历史的重量单位谢克尔（shekel）

成为银和银币的普遍使用的计量单位，并用于记账；[10]9 另一方面在借贷活动

中往往以实物货币作为交割手段。因此，在历史长河中，记账货币主要存在于信

贷活动，并与实物货币关系紧密，而不是普遍使用的、独立的支付手段。因此，

记账货币被掩盖在实物货币的历史中。 

随着现代银行体系的出现，尤其是信用卡这种支付方式出现，并在西方得到

普及，而支付宝、微信支付这样的网络支付方式在中国快速普及，最后的实物货

币形态——纸币（现金）的使用范围和规模迅速缩小。现代记账货币已经成为社

会经济主要的支付手段了。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无现金社会”进程加速，记账货币

正在脱离，并快速取代实物货币。实际上，下文谈到的更多新的货币形态，都是

记账货币的演化形态。 

至此，我们可以将实物货币与记账货币做出明确的界定： 

实物货币是具有自然的实物形态，以实物转移完成支付的货币。 

记账货币是人们以数字记录方式确定归属和转移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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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 

记账货币是以数字记录方式确定归属和转移的货币，记录方式的演变就是其

形态的演变，简单说是“账本”的演变。这个演变过程与人类信息载体的演进是一

致的。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 3500 年~前 800 年）的记账载体是泥板[6]208，

古希腊的石碑[6]212、古代中国的竹简等也是记账货币的载体。随着造纸术的出

现，记账货币普遍采用了纸质账本的方式。 

计算机的出现是人类信息记载和传播的革命性变革，也使得记账货币的形态

发生根本性改变，实体账本被电子账本取代，记账货币进入电子货币时代。 

电子货币时代首先表现为银行记账系统的电子化。1958 年第一台电子计算

机在美洲银行用于储蓄业务，60 年代自动取款机开始代替出纳业务[11] 。进一

步，电子通讯开始用于银行间的资金传输与结算。1973 年成立的“环球同业银行

金融电讯协会”（SWIFT）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间电子结算网络。 

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1980 年代就广泛使用了面向终端用户的电子

金融服务系统或“自动出纳机”，用户持有塑料卡片（银行卡、信用卡）不需要亲

自到银行，就可以在电子计算机系统上完成转账业务，这种新型货币形态被称为

“电子货币”。[12]电子货币支付比传统支付节省 1/3 到 1/2 的交易成本。[13]1993

年日本人的电子货币支付已经占到日常支付的 78%，瑞士则达到 97%。[14]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脱离了实体账本，通过电子信息记录和转移的货币系

统均可称为“电子货币”。但前述“电子货币”具体指代了广义电子货币的早期形式：

银行通过计算机和电子传输技术提供的货币金融服务。具体包括自动票据处理系

统、电子资金转账结算系统、信用卡自动收付系统（ATM）、自动购物付款系统

（POS）、电话银行和家庭银行系统等。[15]这种电子货币系统主体封闭运行于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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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体系中。互联网的出现将电子货币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互联网的出现是计算机之后的又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同样带来记账货币形态

的革新。1990 年代，互联网开始快速商业化。1994 年 10 月斯坦福联邦信用合

作社（Stanford FCU）成为首个在互联网上提供在线银行服务的金融机构。[16]

一些基于互联网的电子货币（electronic money）或数字现金（digital cash）相

继出现，如后来被万事达收购的 Mondex 的用户可以通过电子钱包相互转账，

Netcash 用户可以通过 email 相互转账。1997 年可口可乐公司甚至开通了自动售

卖机的移动支付。[17] 

真正走向普及的基于互联网的电子货币系统是 1998 年建立的 paypal，它在

2002 年被 ebay 收购后不仅成为 ebay 的主要支付通道，还成为更广泛的互联网

电子商务的主要支付手段，其 2012 年的支付规模已经达到 145 亿美元。[18]中

国的电子货币起步较晚，信用卡的普及远远滞后于西方。但得益于互联网浪潮，

中国的互联网电子货币应用发展迅猛，尤其是 1999 年成立的阿里巴巴在 2003

年推出淘宝和支付宝具有决定性意义。2017 年中国互联网支付规模已经达到

24.54 万亿元人民币。[19] 

尽管基于互联网的支付系统仍然是通过电子信息记录和转移货币的记账系

统，属于广义的电子货币的范畴。但与之前已经被称为“电子货币”的银行系统内

部记录和转移的电子货币，互联网支付系统更加开放。[20]有必要对这两种货币

形态加以区分。 

互联网兴起之后，由此带来的新经济模式被普遍称为“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英国 2009 年 11 月颁布了《数字经济法案》，俄罗斯政府 2017 年发

布《数字经济规划》，中国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也对发展数字经济作出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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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部署。相应地，基于互联网的电子货币并没有被普遍称作“互联网货币”或“网

络货币”，而是被广泛称为“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包括 Mondex、Paypal

等。[21] 

因此，我们将数字货币定义为：基于互联网记录归属和转移的货币。而将互

联网之前，限于银行系统的电子货币称之为传统电子货币，方便起见，并尊重既

有用法，简称“电子货币”，即电子存储和传输账本与交易信息的记账货币。 

需要注意的是，记账货币的普遍形式是记录在各种介质上的数字，在最广泛

的的意义上，所有记账货币都可以称之为数字货币。英文可以用 Digital Currency

指基于互联网的数字货币，而与记账货币同义的数字货币用 Numeric Money 表

达。为避免混淆和尊重现实，本文建议“数字货币”专指基于互联网的电子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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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字法币与虚拟货币 

互联网出现之后的货币形态发展迅速，基于互联网的数字货币也有多种形

式。最早出现并且目前应用范围最广的是各国法币借助互联网实现的流通。前文

提及的 Mondex、Paypal、支付宝、微信支付都是法币在互联网上的延伸。由于

之后又出现了独立于法币的数字货币形态，为了便于区分，我们将此类数字货币

称之为“数字法币”。 

所谓独立于法币的数字货币，指的是发行与记账的主体并非国家货币当局的

记账货币。根据发行与记账主体的不同类型，可以划分为个体（个人或企业）记

账的数字货币、公共去中心化记账的数字货币两大类。 

互联网商业应用的快速拓展，在刺激法币数字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对互联网

商业生态内生货币的需求。1999 年上线的 Flooz.com 前瞻地发行了专用于网上

购物的货币数字 flooz，但因缺乏市场而在 2001 年倒闭[22]。相比之下，真实市

场需求催生的互联网内生数字货币有更强生命力。1990 年代后期兴起的魔兽游

戏（Warcraft）中主要资源黄金在游戏玩家中形成交易流通市场。网游的兴起使

游戏点卡成了游戏世界虚拟资产交易的重要媒介，并形成游戏点卡交易市场。即

时通讯工具 QQ 获得成功之后，在生态内发行了 Q 币，其他大型互联网公司也

有类似的虚拟货币。这些游戏点卡和虚拟货币主要在自身生态内流通，但有些也

扩展到生态之外，引起金融当局重视。2007 年中国文化部等 14 部委联合发文禁

止虚拟货币购买实物商品，以防止虚拟货币冲击法币。[23], [24] 

类似 Flooz、魔兽金币、Q 币这样的互联网商业交易媒介，符合我们所定义

的基于互联网的记账货币定义，但与 Paypal、支付宝、微信支付、网银等有根本

区别，它们不由国家货币当局发行，也不以法币做抵押或与法币挂钩，而是由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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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企业发行和记账的。由于人们习惯把互联网上的网购、网游、网络通讯等新

的生活方式称为虚拟世界，因此，这种基于互联网的非法定货币可以称为“虚拟

货币”（Virtual Currency）。 

欧洲央行 2012 年将虚拟货币定义为“一种由开发者发行和控制的，被特定虚

拟社区内部使用的非监管的数字货币”[25]。 欧洲银行管理局 2014 年将虚拟货币

定义为“不由央行或其他公共当局发行，也不与法币挂钩，但被自然人或法人接

受为支付手段，能够流通、储存和交易的的数字价值载体。”[26]美国财政部金融

犯罪执法网络（FinCEN）对虚拟货币的定义也强调它的非法偿性（Legal Tender）。

[27]中国 14 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网吧及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中也明确

将这类网络交易媒介称为“虚拟货币”。 

在虚拟货币中，有必要区分生态内流通和公开市场流通两种类型。Q 币发行

原本是生态内使用，但一度超出生态范围，在 2007 年被禁止之后又回到生态内

流通。这种生态内流通的虚拟货币，严格说不具有通用货币的性质，称之为“虚

拟代币”更合适。Flooz 设计之初，就是为了公开市场流通的，但是未能生存下来。

实际上私人在互联网上发行公开流通的货币面临政策监管、商业周期等影响，很

难生存下来，所以，在密码货币出现之前，我们所能看到的“虚拟货币”基本都是

“虚拟代币”。 

在各种货币概念中，虚拟货币曾经被用到的含义是最广泛的，它可以：1）

因为“虚拟”与“实物”相对而指代与实物货币相对的“记账货币”，（债，048）2）因

为电子信息也是虚拟的而指代前述“电子货币”[28], [29]，3）因为基于互联网而指

代前述“数字货币”，4）因为“密码货币”也基于互联网而称为虚拟货币。[29]–[31] 

多重含义的混用带来许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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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为了减少混淆，我们将“虚拟货币”定义为：基于互联网，由

政府之外的个人或组织发行和记账的货币，或简称为“民间数字货币”。其中，私

人发行内部流通的虚拟货币，称之为“虚拟代币”。为了准确界定概念，把诸如

paypal、支付宝、网银这些由法币数字化形成的数字货币称为“数字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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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密码货币的诞生 

除了互联网经济兴起的刺激，虚拟货币兴起的更重要原因是对凯恩斯主义政

策与法币体系的反思。二战后各国普遍脱离金本位实行国家信用支撑的法币体

系，配合凯恩斯主义政策，在防范经济危机和通货紧缩的同时，也带来持续通货

膨胀、政府干预过多等问题，最终导致“滞胀”，凯恩斯主义式微，自由主义货币

理论和政策兴起。 

针对凯恩斯主义的系列问题，弗里德曼强调稳定货币的重要性，提出单一货

币规则，在法币框架内，通过提高央行独立性来稳定货币供给。[32]而另一条更

加激进的路线是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即放弃法币，由私人发行信用货币，

通过竞争形成市场内生的货币体系。[33]17 这个思路缺乏可行性，毕竟绝大多数

情况下，国家信用比私人信用更可靠。不过非对称密码技术的出现为货币非国家

化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密码货币。 

非对称密码算法是1972年 James Ellis和Clifford Cocks和Graham，以及1976

年 Whitfield Diffie、Marty Hellman 和 Ralph Merkle 分别独立发现的，后者公开

较早，影响较大。[34]141 非对称的公钥和私钥可以不借助于中介，实现信息的

加密和解密，以及消息的签名和验证，这打开了人类社会交往的一种新模式。 

Timothy May 认为非对称密码将会像印刷术改变中世纪欧洲社会那样，从根

本上改变机构与政府干预经济交易的方式，可以建立不可追踪的电子货币——密

码信用（Crypto Credits）。[35]41985 年 David Chaum 在论文中指出非对称密码

技术对自由社交的重要意义，不久，他意识到非对称密码可以用来构建不可追踪

的电子现金。1990 年他建立了自己的公司 DigiCash，开发了当时互联网上最接

近成功的虚拟货币[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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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密码技术工具 PGP 出现，拓展了密码技术的大众普及。1992 年 Eric 

Hughes、Timothy C. May（Tim May）和 John Gilmore 创立了密码私人讨论小组，

被称为密码朋克。1993 年 Eric Hughes 发表了《密码朋克宣言》[38]，称密码朋

克致力于电子网络时代的个人隐私安全。Eric Hughes 还编写了一个可以匿名通

讯的密码邮件列表程序，成为后来的密码货币探索的重要平台。1993 年 Bruce 

Schneier 出版了《应用密码学》并巧妙绕过了军事禁令，使密码技术得到广泛传

播，对密码技术民用化做出巨大贡献。 

1998 年密码朋克 Dai Wei 提出匿名的、分布式的电子加密货币系统

B-money，[39]提出分布式是重要突破，但货币发行问题未能有效解决。Adam 

Back在1997年发明Hash Cash应用工作量证明防范垃圾邮件。[40]1999年Shawn 

Fanning 与 Shawn Parker 在 Napster 中实现的点对点网络技术为去中心化网络构

建奠定了基础[41]。2004 年 Hal Finney 将 hash cash 改进为“可复用的工作量验

证”。[35]8 

上述这些用非对称密码技术建立的货币系统都失败了，但在货币确权、货币

发行、分布运行、验证机制等方面不断提出和完善了解决方案。最终，2008 年

11 月 1 日一个化名中本聪的人，在密码朋克列表中宣称，他正在研究一种点对

点的电子现金系统，2009 年 1 月 3 日该系统上线，即比特币。目前，该系统已

经成功运行 10 年，并衍生出数以万计的类似或改造的货币系统。这些货币都采

用了非对称密码技术，因此，统一称之为“密码货币”（Crypto Currency）。 

这些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密码货币系统中，非对称密码的公钥和私钥的核心功

能在于：公钥作为货币所有者的公开账号，而私钥仅由货币所有者掌握，用来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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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授权执行货币的确权和转移。②而现行数字法币系统中也使用了非对称密码技

术，主要用来验证传输信息的安全，而未用来构建账号系统，因此不应称为密码

货币。此外，国内习惯将 Crypto Currency 译为“加密货币”，这是错误的。尽管

非对称密码最初用于信息的加密和解密，但在密码货币中只用来进行消息（交易）

签名和验证，而非加密。[42] 

就比特币而言，它是（1）民间发行的，（2）借助于电子计算机运行，（3）

借助互联网流通的货币，因此，属于数字货币中的虚拟货币的一种。但理论上，

（1）政府也可以发行用公私钥构建账号系统的密码货币，（2）签名和验证也可

以手工计算实现，（3）流通也可以通过飞鸽传书等任何沟通方式实现。因此，我

们还不能把密码货币作为虚拟货币的分支，而应把密码货币定义为：以非对称密

码技术确定货币归属的记账货币。这是广义的“密码货币”。

                                              
② 在这里确权和转移是一回事，私钥签名才能转移，也就意味着私钥所有者具有这笔货币的所有权，

反过来说，只有私钥的所有者才能够通过签名授权实现这笔货币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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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密码货币的类型 

密码货币是最新的货币形态，是市场经济和技术进步发展的产物，但也是近

期使用最为混乱，并带来严重社会危害的货币概念。需要认真理清概念，发掘其

积极意义，遏制相关金融风险和社会危害。 

如果我们以“用非对称密码技术确认货币归属”来界定密码货币，那么，比特

币只是密码货币的一种类型。在这一类密码货币系统中，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货币

的发行和记账（俗称“挖矿”），几乎所有环节都是开放竞争产生的。这一类密码

货币除了比特币（BTC）之外，还有比特币现金（BCH）、莱特币（LTC）等。它

们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分布式共识实现高度去中心化。这种基于“非对称密码+

分布式共识”（密码共识机制）[43]构建的密码货币，我们称之为“密码共识货币”。

由于比特币成功将货币带入密码货币时代，因此，习惯上所说的“密码货币”或“加

密货币”指的就是“密码共识货币”，这是狭义的密码货币。 

按照前文对虚拟货币的定义，密码共识货币也是基于互联网、民间发行、独

立于法币的虚拟货币，它与以前出现过的虚拟货币的根本区别在于借助于密码技

术和分布式共识实现了发行的去中心化。 

第一个密码共识货币——比特币取得成功后，除了复制出莱特币，分裂成比

特币现金这样的密码共识货币之外，还衍生出更多种类的密码货币。其中影响最

大的是基于政府、个人或组织信用发行的“密码信用货币”。 

2014 年 1 月 Dan Larimer 创立的比特股（BitShares，BTS）为了获得开发资

金支持而启动众筹，即公众在项目开始之前为项目提供资金（一般以比特币支

付），在 BTS 上线后按投资比例获得 BTS。这为 BTS 这个密码共识货币的早期发

行加入了开发者的信用。这是密码信用货币的开端。2014 年 7 月 Vitalik Bute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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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的以太坊（Etherum，ETH）也采取了这种众筹模式，以 2000ETH/BTC 的价

格募集了 31591BTC。这次众筹为投资者和开发者都带来了百倍以上巨额回报，

推动了基于信用的密码货币的兴起。[44] 

BTC 系统为用户提供了抵押 BTS 发行子货币和虚拟资产的功能，但由于所抵

押的 BTS 价格波动较大，这种货币发行方式未取得成功。以太坊系统为用户提供

了更加简洁、无需抵押、完全基于发行者信用的代币（token，或子货币）发行

标准——ERC20。借助全球分布运行的以太坊系统和 ERC20 标准，任何人可以十

几分钟内，花费几十美元制作和发行一个代币。只要凭借自己的信用，某些人愿

意付出代价接受，即可实现分发（一般是售卖）和流通。在 2017 年区块链大牛

市中，许多密码货币和区块链项目通过以太坊发行 ERC20 标准的 token 进行筹

资，被称为首次代币发行，即 ICO。目前以太坊 ERC20 标准已经发行了 165690

种代币。[45] 

这些项目的目标往往是模仿比特币或以太坊创建去中心化的密码共识货币，

在一定范围内承担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功能。但在项目开发完成之前，开发团队

基于其信用先发行代币进行 ICO 筹资。此时代币的核心功能是信用筹资，因而是

一种用非对称密码确认权属的、基于发行者信用的证券，我们称之为“密码证券”。

[46] 

这些项目完成（所谓“主网上线”）之后，开发团队会以项目内生的 token 换

回前期发行的 token。名义上，多数项目主网上线后的 token 发行是去中心化的，

但实际上，除了 ICO 众筹 token 由团队分发给投资人之外，团队还会预先产生大

量 token，用于项目的维护、团队激励、生态建设等等，按照需要进行发行。发

行的时间、数量、对象等等主要由团队（或所谓基金会）决定。因此，这种 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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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分布式共识基础上的、去中心化的“密码共识货币”了，而是基

于私人信用的密码信用货币，在国内被广泛称为“通证”（token），③我们称之为

“密码私人货币”更准确些。 

密码私人货币按其流通范围又可以分为生态内流通和公开市场流通两大类。

仅在生态内部流通的类似于 Q 币，只是采用了密码技术。由于国内对密码货币

流通的限制政策，绝大多数的国内有币区块链项目，都选择了系统内流通，比如

迅雷发行的“链克”、天涯发行的“天涯分”等等。这类 token，不能算真正的货币，

而是代币，所以称之为“密码代币”，是密码化的虚拟代币。 2019 年 2 月 14 日，

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摩根大通正式宣布将推出 JPMCoin，在其私有链

Quarum 上发行，用于其商业生态内的价值流通，这算是最有影响力的“密码代

币”了。[47] 

基于私人信用发行且能够在公开市场上流通的密码货币称之为“密码私人货

币”更加准确。大部分区块链项目发行 token 并在公开市场上流通，都可以归入

密码私人货币。实际上，在 ERC20 和 ICO 出现之前，2011 年出现的瑞波币（ripple，

XRP）也是密码私人货币，是由瑞波实验室集中发行 100 亿，逐渐释放入市场的

（最初是赠送，之后就是公开市场出售）。[48]  

2019 年 6 月 18 日，Facebook 联合 Mastercard、VISA、PayPal、eBay、Uber、

Coinbase 等 27 家商业企业，发起密码货币 Libra 项目，意图建立一个全球性货

币，其信用除了 Facebook 和未来 100 家联盟企业，还锚定一篮子法币，抵押一

                                              
③ “通证”一般具有筹资功能，并且能在一定范围内流通，带有证券和货币功能，根据发行者赋予的承

诺（信用）细节，还可能具有债券、积分、身份证明等不同功能，本文暂不深入。“通证”作为 token 的中文

译文由孟岩提出，尽管孟岩本人用“通证”指代包括区块链技术出现之前的各种数字权证，但市场上普遍将

私人发行的区块链应用中的 token 称为“通证”，本文指的也是这个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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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子资产，但这不能改变私人信用货币的本质。不过，Libra 是迄今为止潜在影

响力最大的密码私人货币。[49] 

密码货币太新，发展太快，人们对密码共识货币和密码信用货币普遍缺乏认

识，造成混乱。甚至有一些企业或个人专门利用人们的认知不足，发行完全基于

自身信用的密码信用货币，然后借助“比特币”和“区块链”概念，宣传其“去中心

化”、“不可篡改”、“自由开放”、“国家政策鼓励”、“世界发展趋势”等等优势，欺

骗投资者。社会上长期存在的传销和资金盘更是利用这种新的、缺乏监管的技术

和概念进行包装，出现大量“传销币”、“资金盘币”，其社会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其

他各类密码货币和区块链应用，被称为“币圈”、“链圈”之外的“盘圈”，危害极大。

[50] 

比特币及其他密码共识货币的去中心化特性显示出更强的生命力，对法币体

系造成一定冲击。2012 年以来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央行曾先后对比

特币进行压制，[51]–[53]但并未能阻止其发展，各国央行转向探索以密码技术改

造法币体系的新应对方式。[43]法币的根本特征是基于国家信用，由央行掌控货

币发行，并由央行管理下的金融体系记账。而密码技术可以用来改造法币体系中

的账户密码系统，这能够降低法币运行成本，提高管理效率。这是不同于密码共

识货币和密码代币，基于国家信用的密码信用货币，可以称之为“密码法币”。 

2018 年 Tether 公司借助比特币网络发行了一种代币——USDT，它在价格上

锚定美元，由 Tether 公司发行和承兑，满足了市场对价格稳定的交易媒介的需

求，被称为“稳定币”。USDT 在 2017 年密码货币的法币交易通道受阻的情况下取

得巨大成功，催生了更多基于美元的稳定币，其中一些受到美国金融当局监管，

可以成为“合规稳定币”。这些基于美元的“稳定币”，虽然采取了密码技术，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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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发行，本质仍然是密码私人货币，但由于锚定美元，而成为美元供给的延伸。

[54] 

以上我们基本理清了市场上存在的各种密码货币的分类，依次定义为： 

密码共识货币：采用非对称密码技术确定归属，通过分布式共识发行和记账

的虚拟货币。 

密码信用货币：基于信用发行的密码货币。 

密码私人货币：基于私人信用发行，在公开市场流通的密码货币。 

密码代币：基于私人信用发行，在自身生态内流通的密码货币。 

密码法币：基于国家信用发行的密码货币。 

稳定币：由私人发行锚定法币的密码货币。 

传销币：基于私人信用发行主要用于传销目的的密码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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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各种货币形态的关系 

从货币的两个基本性质——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开始，我们区分了实物货币

和记账货币，然后跟随技术的发展，梳理了实物货币和记账货币形态的演进。这

些技术主要对货币的（1）发行（或产生）、（2）确权和（3）转移这三个环节不

断改进，演化出诸多货币形态。 

实物货币与记账货币存在全面的差异：（1）发行：实物货币一般是人们基于

某种需求生产的商品。记账货币早期是实物的观念化，后来越来越脱离实物，由

信用或社会约定（即共识）发行。（2）确权：实物货币以实物的实际占有确定权

属，记账货币凭借记账者的权威或共识通过记账进行确权；（3）转移：实物货币

以实物的移动让渡实现转移，记账货币则以账目记录实现转移。 

实物货币的形态演变从早期的日常商品如牛羊小麦等，到贵金属、铸币和纸

币，总体方向是越来越便于流通。记账货币早期记录在泥板、竹简上，纸张出现

后记录于纸张上。 

计算机的出现导致记账载体发生质的飞跃，记账货币进入电子货币时代。互

联网的出现使得货币的转移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范围更大，成本更低，速度更

快，货币进入数字货币时代。 

非对称密码技术引入货币系统，尤其是比特币的出现，对货币的发行和确权

都带来重大革新： 

（1）分布式共识引入了全新的去中心化的基于社会共识的货币发行方式； 

（2）密码确权大幅削弱了对于中心记账者的依赖，降低了确权成本。 

这两项革新带来革命性的新货币形态：“密码共识货币”。不仅如此，非对称

密码确权与已有货币形态结合形成，形成了密码法币、密码代币、稳定币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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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货币形态。 

至此，我们理清了主要的货币形态，它们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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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结语 

以上讨论了（1）实物货币（2）记账货币（3）商品货币（4）电子货币（5）

数字货币（6）数字法币（7）虚拟货币（8）虚拟代币（9）密码货币（10）密

码共识货币（11）密码信用货币（12）密码法币（13）密码代币（14）通证（15）

稳定币（16）传销币（17）加密货币等货币形态。在尊重既成事实的前提下，对

这些概念做了清晰、完备的界定，明晰了相互关系。 

回顾货币从实物货币到密码货币的形态演化，明显的趋势是： 

（1）货币没有终极形态。尽管人类历史会在很长一段时期普遍使用某种货

币形态，如黄金、铸币或纸币，以至于人们认为这是货币的终极形态，但随着人

类技术的发展，货币形态也会革新。 

（2）货币形态向着越来越便捷、可靠、低成本的方向演进。无论作为交易

媒介还是价值尺度，人们对货币形态的期待是越来越便捷、安全和低成本。一旦

有能满足这种期待的新技术（如纸张、计算机、互联网、密码技术等）出现，货

币就会演化出新的、更好的形态。 

（3）货币形态越来越脱离自然。从商品货币到纸币，从实物货币到记账货

币，从实体记账到电子记账，货币越来越摆脱自然实体的束缚，朝着更能自由快

速流通的观念形态和社会形态演化。 

（4）密码货币是当前货币形态的发展趋势。运用非对称密码技术进行货币

的确权和转移，能够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带来更高的安全性，借助于互联网技术，

能够显著改进货币的便捷、安全和低成本，因此是近期货币形态发展的必然方向。 

（5）密码共识货币、密码法币和密码代币的试验和竞争还将持续。在密码

货币中，密码共识货币具有不依赖任何组织信用的去中心化特征；密码法币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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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法币体系的密码化改造；密码代币则是哈耶克所设想的基于私人信用的市

场竞争货币。这三种密码货币形态都仍在试验中，未来的货币体系中，谁是主流，

抑或三分天下，现在还无法判断，等待实践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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