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法⽀持 VS 资产⽀持的稳定币； 
TERRA 案例研究和
投资⼈的启⽰

摘要

最近在加密市场上有⼀种特殊类型的稳定币脱钩，导致机构和投资者失去信⼼。在今年5⽉，Terra
的崩塌使投资者损失了600多亿美元，他们在恐慌中撤出资⾦，有些⼈把它⽐作成银⾏挤兑。⽬前
的情况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为有⼏个不寻常的特点：它发⽣在⼀个更⼴泛的宏观经济衰退中，损

害了加密货币市场和更传统的⾦融市场，Terra有⼀个相对较⼤的市值，关键是，算法稳定币的⻛
险还没有为⼈所熟知。

市场上对稳定币之间的差异缺乏了解，造成了⼀个核⼼问题，即现在与稳定币⽀持模式有关的产品

普遍存在着信任危机；⽽实际上，这是⼀个内在问题，特别是在算法型稳定币中。随着市场的不断

成熟，⽤独⽴验证有价值的资产作为稳定币的抵押物将继续变得更加普遍和受到重视。随着监管整

合的继续和⼀个新⾏业的创新，市场将继续测试并证明其价值。这标志着⽅向的改变，⽽不是全⾯

的系统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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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币是⼀类加密货币中固有的稳定资产。通

过由特定资产⽀撑或使⽤算法根据需求调整其

供应，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价格。稳定币被⼴

泛⽤于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化⾦融（"defi"）服
务，如借贷平台，并可作为交换媒介，弥合法

币和加密货币之间的差距。稳定币市值在短短

2年内从100亿美元增⻓到500亿美元 [1]。

⼤多数稳定币的价值与特定的法定货币（如美

元）或特定商品（如⻩⾦）的价值挂钩。挂钩

意味着他们的价格是稳定的，例如，⼀个

xbullion GOLD代币将始终与⼀克实物⻩⾦挂
钩。

稳定币是如何保持稳定的？

有五种类型的稳定币，它们可以由⻩⾦等实物

商品⽀持，也可以由算法⽀持，或者由政府发

⾏的法定货币⽀持 [2]。

理解稳定币 法币⽀持型稳定币

由法定货币⽀持的稳定币保持着⼀定美元等法

定货币的储备。对于每⼀个流通的代币，其往

往有⼀美元的储备--要么是现⾦，要么是现⾦等
价物。定期审计并与监管机构合作，确保稳定

币的储备保持合规。 

加密货币⽀持型稳定币

加密货币⽀持的稳定币可以在不同的区块链上

发⾏。例如，包裹式⽐特币（WBTC）是在以
太坊区块链上发⾏由⽐特币作为⽀持的稳定

币。

商品⽀持型稳定币

贵⾦属、⽯油和房地产等实物资产被⽤来⽀持

这种稳定币。⻩⾦是最常⻅的抵押商品。由商

品⽀持的稳定币在进⼊商品市场和管理⽅案⽅

⾯提供了显著的效率。

算法型或混合型稳定币

算法或混合稳定币是依靠复杂算法保持价格稳

定的稳定币，通过智能合约有效地平衡链上资

⾦与供求关系，以维持其价格稳定。⼀些算法

稳定币因在⿊天鹅事件或其他突发事件期间脱

钩⽽闻名，市场波动性急剧上升因其缺乏过度

抵押。

⽆抵押品或铸币税式稳定币

铸币税式稳定币依靠复杂的过程，即通过代币的

销毁和增发来调整其流通供应，以应对供需。

资产⽀持的稳定币
商品和法定货币

由基础资产储备⽀持的价值； 法币，商品

USDC; USDT; XAUD; GOLD; SILV 

由 DAO 或中⼼化实体发⾏的代币供应，
更透明化和经过审计

建⽴在去中⼼或中⼼⽹络上的产品

算法⽀持的稳定币
混合抵押

有可能不会持有储备资产以⽀持价值

UST; DAI; Magic Internet Money; Frax; USDD

通过两个代币之间⾃动执⾏的套利挂钩，
稳定性底

⾃动化的性质使其容易受到攻击
基于基础资产稳定性

波动性对冲⻛险较⾼波动性对冲⻛险较低

未经证实的稳定性在很⼤程度上依赖于
市场需求



Do Kwon和Daniel Shin在2018年1⽉推出了
Terra⽹络，计划开发⼀个具有价格稳定的加密
货币适⽤于电⼦商务⽀付应⽤程序。TerraUSD
（UST）和Terra Luna（LUNA）是Terra⽹络
的两个原⽣代币。UST是⼀种算法稳定币，通
过使⽤复杂的跷跷板机制与相关加密货币LUNA
挂钩[3]。2022年初，总部位于新加坡的Luna
Foundation Guard（LFG）筹集了10亿美元，
Jump Crypto和Three Arrows Capital作为主导
投资者，其⽬的是 "在市场动荡的条件下建⽴
$UST 与美元的挂钩"。

Anchor Protocol——是⼀个建⽴在Terra区块链
上的defi平台，为稳定币 UST 提供20%的收益
率，并为存款提供锁定期，因此Terra⽹络的蓬
勃发展也迅速吸引了投资者的注意⼒。2021
年，LUNA的交易价格为0.66美元，并在2022年
3⽉9⽇创下104.58美元的历史新⾼，⽽UST已
经成为仅次于 tether（USDT）、USD coin
（USDC）和Binance USD（BUSD）的第四⼤
稳定币，市值突破185亿美元 [4]。

LUNA和UST相关的⻛险
算法稳定币是⼀种相对较新将加密货币与任何

法定货币挂钩的⽅式，但是在重⼤市场压⼒或

冲击中，它们并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算法

稳定币在设计上没有任何抵押品——抵押品是
其治理代币，可以被铸造或燃烧以稳定价格。

如果设计被证明是有缺陷的，那么该币的价值

会在没有⽀撑的情况下暴跌。许多机构对算法

稳定币设计中的缺陷有很⼤担忧，声称它们 "本
质上是脆弱的"，"根本不稳定，⽽是存在于⼀种
永久脆弱状态中"。

由著名投资者Mark Cuban⽀持的⼀个defi项⽬
Titan以类似Terra的悲剧告终。Iron被归为⼀种
算法稳定币，其储备由75%的USDC⽀持和25%
的Titan⽀持。当它达到顶点时，投资者开始抛
售他们的Titan股份，稳定币Iron和代币Titan的
价格直线下跌 [5]。

TERRA的崛起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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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螺旋的开始

2022年3⽉，Anchor通过了⼀项决议，⽤浮动
利率取代20%的利率，对此抱有顾虑的交易者
开始通过燃烧UST来换取LUNA，从⽽离场。
LUNA的供应量增加，导致价格暴跌。在某种意
义上，LUNA被推下了跷跷板。 

在5⽉，由于Terra的原⽣稳定币UST在更⼤的
加密货币市场崩塌中和美元脱钩。5⽉7⽇⾄11
⽇期间，UST暴跌⾄0.30美元，UST的市值在
这次暴跌中蒸发了超过110亿美元。LFG⽆法部
署⾜够的资产来吸收所有的抛售压⼒，以确保

UST 1美元的估值，⽽UST则像魯布·⼽德堡般
的永动机使它能够以进⼀步扩⼤这种价格失衡

的⽅式进⾏套利操作。这导致了UST的 "死亡螺
旋"，并导致LUNA其相关的 "平衡代币"过度膨
胀，最终导致两败俱伤 [6]。

Terra 2.0 "的善后及诞⽣
Terraform labs的⾸席执⾏官Kwon提出⼀个充
满争议的计划，即恢复Terra区块链的 "分叉 "项
⽬。新的区块链将与10亿个新的LUNA代币⼀起
创建，这些代币将在⽬前的LUNA和UST持有者
之间分配，并为新的Terra应⽤程序开发提供资
⾦。在其⿍盛时期，旧的LUNA——现在被称为
"Luna Classic "或LUNC--有超过400亿美元的流
通供应。现在，LUNA有了新的迭代，投资者称
之为Terra 2.0。它已经在包括Bybit、Kucoin、
Huobi和Binance在内的交易所进⾏交易 [7]。



Terra崩塌的整个过程中，600亿美元的估值在市场中蒸发。算法稳定币的根本缺陷促使机构和散⼾
投资者转投进更安全的资产⽀持型稳定币中，包括法币和商品⽀持型稳定币[8]。法币抵押品仍然保
留在中央发⾏⼈或⾦融机构的储备中，并且必须保持与流通中的稳定币代币数量相称。商品抵押物

仍然分布在各地的⾦库中。此外，各种宏观市场不稳定的因素促使投资们对商品资产的代币化逐渐

产⽣浓厚兴趣。

Terra的惨败，以及之前算法稳定币的失败，在⼀定程度上强调了由资产⽀持型稳定币的价值主
张。投资者现在理解了审计的重要性、管理资产和代币持有⼈的法律权利。

资产⽀持型稳定币的重要性

Bullion Asset Management Services
（"BAM"）成⽴于2019年，致⼒于解决⼤宗商
品中物主所有权、存储、⾼成本以及数字资产

的波动性和信任问题等主要问题。直接解决算

法稳定币的固有漏洞，并为资产的代币化带来

急需的标准；为代币持有⼈提供基础资产的证

明和合法所有权。

GOLD和SILV：由商品⽀持的稳定币
xbullion是BAM的⼦公司，引⼊了GOLD和
SILV代币，解决了流动性和安全性之间的交易
问题。通过创建⼀个⾦银管理解决⽅案，将相

关资产的所有权代币化，xbullion已经为市场带
来了⼀个卓越的⾦银⾦融产品。通过与财富

100强商品交易公司Stonex和LBMA成员公司
（包括Baird & Co）合作，xbullion能够提供深
厚的流动性市场，并在任何时候都⽀持1⽐1的
实物资产兑换。

为了提供额外保证和与机构合作伙伴的兼容

性，xbullion与BDO建⽴了基础关系，BDO对
托管的⾦银资产进⾏全⾯审计。额外的⼯具为

市场提供了⽆与伦⽐的透明度，使⽤⼾能够通

过xbullion的⼯具查询他们的资产，以跟踪他们
的资产在哪⾥以及以何种形式持有。

 GOLD, SILV 和 XAUD 关键主张：

可访问性

全年⽆时⽆刻都可访问 Global Liquidity(全球流
动性)。 分销商能够通过 xbullion 的 API 访问
机构市场深度和定价。

安全性

资产登记处由安全的技术解决⽅案管理，实现

即时全球结算。

经济性

1个GOLD / SILV代表直接拥有1克由xbullion
Holdings保管的投资级⻩⾦或⽩银。

透明性

以太坊区块链提供去中⼼化、不可篡改的交易

账本，可供公众实时查看。将进⾏全⾯、定

期、独⽴的审计，以确保所发⾏⻩⾦代币的同

等基础价值。

流动性

深度为+/-1%，超过500万美元。

合法所有权

xbullion 代币代表xbullion 持有的标的资产的所
有权。 xbullion 实际上是代表代币持有⼈托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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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UD：由法币⽀持的稳定币
XAUD是⼀种资产⽀持的代币，与澳元
（AUD）的价值挂钩。它的建⽴是为了弥补法
定货币和加密货币之间的差距。XAUD解决了
澳⼤利亚市场上关于为澳元提供额外价值的直

接问题.。

XAUD代币使⽤xbullion资产管理解决⽅案和智
能合约技术进⾏发⾏、管理和担保。这些代币

是按照以太坊ERC-20标准建⽴的，便于与现
有的⾏业平台和应⽤程序整合，同时利⽤区块

链的优势，如速度、可及性、所有权和透明度

的安全性。

关键主张：

可访问性

随时访问全球流动性。

安全性

资产登记处由⼀个安全的技术解决⽅案管理，

实现即时全球结算。

稳定性

提供⼀种以澳元作为代表资产来降低⻛险的选

项。

经济性

在⼏秒钟内向世界各地汇款。

透明性

以太坊区块链提供了⼀个去中⼼化、不可更改

的交易账本，可供公众实时查看。将进⾏全

⾯、定期、独⽴的审计，以确保发⾏的xaud代
币的等值基础价值。

结语

这对稳定币的未来有两个影响。⾸先，在短期

内，随着资产抵押的核⼼要素不断被理解和重

视，作为稳定币⽀持策略的资产抵押将继续蒸

蒸⽇上。甚⾄UST在本⽉早些时候也在朝着这
个⽅向发展，因为舆论压⼒⾛向变得清晰。这

反映在⾼质量的法币和商品⽀持的稳定币项⽬

持续发展中，这些项⽬将继续为投资者提供重

要的资产增值服务。

第⼆个趋势将是增加监管关注。美国财政部⻓

已经呼吁在年底前进⾏进⼀步监管。xbullion在
BDO的指导下处于有利地位，许多顾问在其标
准⽅⾯⼀直在 "制度先⾏ "的框架下⼯作，将继
续严格遵守监管要求，并准备⽀持未来政策的

变动，确保向市场提供稳定币的真正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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