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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激励机制的类型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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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块链技术是在现有互联网基础上形成的集成性的创新技术ꎮ 其运用代码创设了诸如共识机

制、算法机制和激励机制等ꎬ推动了类似法律制度的信任机制的革命性创新ꎮ 在区块链诸多的运行机制中ꎬ激励

机制属于其中的核心机制ꎮ 区块链技术激励机制可以划分为赋予权利型激励、增加收益型激励和提升声誉型激

励等三种基本类型ꎬ其中各自包括不同的激励内容ꎮ 这些基本类型之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ꎬ共同维持着区块链

运行的良性生态秩序ꎬ推动着区块链具体应用的持续健康发展ꎮ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ꎻ激励机制ꎻ类型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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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区块链技术的激励机制可以溯源于激励相

容理论ꎮ 激励相容是指对于一定的经济环境和

社会目标ꎬ如果能有一种机制使人们在自利行为

驱使下采取的相应的行动ꎬ正好使预定目标得以

实现ꎬ那么这一机制就是激励相容的ꎮ 激励相容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机制设计的目标是使一

个基于给定参与人的社会选择函数实现最优化ꎮ
而中本聪发明的区块链技术ꎬ也正是运用了激励

相容的机制ꎮ 其通过实施一个利益博弈规则来

达到某一个目标ꎬ即共识节点本身具有自私基

因ꎬ各参与节点消耗自身资源参与数据验证和记

账的根本目标是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ꎮ 但是

通过创设一种符合经济模型的激励机制ꎬ进而形

成参与节点的大规模参与ꎬ从而可以确保区块链

生态系统良性的可持续发展ꎮ 区块链的激励机

制是一种优选的可证安全的分布式激励ꎬ〔１〕其激

活的是人们追求利益的“经济人”本性ꎬ激活的

是资产、权益和价值ꎬ〔２〕 从而释放出巨大的生产

力ꎬ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增长ꎬ实现了个体理性与

集体理性的和谐统一ꎬ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和

谐统一ꎮ 并且有学者认为ꎬ区块链技术的激励机

制可以作为一种良性治理机制ꎮ〔３〕 因此ꎬ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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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巨大创新在于其是激励自治节点维护网

络及共享基础架构的新系统ꎮ〔４〕关于区块链与激

励机制之间的关系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区块链离不开激励机制ꎮ 区块链既是全新的集

成技术方案、新型价值交换平台和共享智能商业

模式ꎬ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的规则制度机制ꎮ 这种

制度机制具有法律制度的属性ꎬ即如学者所言ꎬ
“区块链既有技术属性ꎬ也有制度属性”ꎮ〔５〕 还有

学者提出“代码即法律”ꎬ〔６〕 这就为将区块链作

为治理机制提供了可能性ꎮ〔７〕而任何一种制度机

制ꎬ其所有的功能中既有激励功能ꎬ也有约束功

能ꎮ 作为区块链的核心价值之一的激励机制提

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ꎬ因为以往人们在付出的过

程中获得一定的资金奖励时ꎬ常常主要扮演着旁

观者的角色ꎬ而区块链技术在使用时ꎬ参与区块

链的节点不仅仅只是旁观者ꎬ也可以是参与者ꎬ
因此实现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统一ꎬ更是实现了

股东、员工和用户“三边博弈”到“三位一体”的

和谐共生与有机统一ꎮ〔８〕 换句话说ꎬ参与节点既

是区块链激励机制的主体ꎬ又是区块链激励机制

的客体ꎬ从而创造出更多未知的可能性ꎬ颠覆着

现有的财富生成机制与分配机制ꎬ可以在更高程

度上实现分配正义ꎮ 二是激励机制是区块链的

核心机制ꎮ 区块链的真正核心价值就是其激励

机制ꎮ 中本聪真正聪明的地方是ꎬ他将各种已有

技术集成在一起ꎬ从而发明了一套革新的激励体

系ꎮ 因为这套激励机制符合市场经济理性“经济

人”的标准ꎬ它能够吸引无数人前赴后继地进行

记账权竞争从而获得经济利益激励ꎮ 所以说ꎬ区
块链技术的创新来源于它的强大集成技术支持ꎬ
更来源于它的一种与众不同的创新———激励机

制ꎮ 因此ꎬ激励机制当之无愧地成为区块链的核

心ꎬ它能够让“区块链 ＋ 应用”在时间上和空间

上实现永存永续ꎮ 具体来看ꎬ比特币、以太币以

及其他各种代币(Ｔｏｋｅｎ)的使用正是区块链具备

激励功能的体现ꎬ而代币则是区块链生态系统激

励机制的价值载体ꎮ
总之ꎬ激励机制已然成为区块链技术的核

心ꎬ其发展的最大动力来源就是其激励功能ꎬ其
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其能够带来财富奖励ꎮ 因

此可以说ꎬ区块链的真正核心价值是其激励机

制ꎮ 而在区块链的激励机制中ꎬ并不是只有一种

激励方式ꎬ那么其具体包括哪些类型? 各种类型

的激励方式之间的关系又如何? 据此ꎬ本文试图

对区块链激励机制进行类型化分析ꎮ

二、区块链技术激励机制的基本类型

如何设计激励制度ꎬ以最大化地利用区块链

数据和提高区块链的节点参与度? 激励机制有

一定的类型和方式ꎮ〔９〕 通过梳理ꎬ区块链技术的

激励机制可以划分为赋予权利型激励、增加收益

型激励和提高声誉型激励等三种基本类型ꎮ 其

将代币发放、特权赋予、贡献奖励等紧密结合ꎬ从
而激励所有参与节点保持诚实并确保其获得相关

经济利益ꎬ也由此推动区块链具体应用的持续健

康运行ꎮ
(一)赋予权利型激励

赋予权利型激励是使用比较普遍的激励方

式ꎮ 从法律规范的基本属性来看ꎬ法律是惩恶扬

善的社会规范ꎬ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规

范ꎮ 在惩恶方面ꎬ通常是通过剥夺权利来实现ꎻ
相反ꎬ在扬善方面ꎬ即激励正外部性方面ꎬ通常是

通过赋予权利来实现ꎮ 就区块链而言:一方面ꎬ
区块链生态系统与参与节点之间具有双向的正

外部性ꎮ 其一ꎬ区块链生态系统对参与节点的正

外部性ꎮ 区块链的持续存在保证了参与节点的

利益ꎮ 参与节点参与区块链不仅有情感因素ꎬ还
有经济利益的存在ꎮ 如参与节点已经获得一些

数字货币ꎬ则主观上都希望区块链生态系统持续

永生ꎮ 因为系统崩溃则意味着其数字货币一文

不值ꎬ相关利益必然受损ꎮ 其二ꎬ参与节点对区

块链生态系统的正外部性ꎮ 参与节点诚实地进

行集体维护行为ꎬ又维持了区块链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ꎮ 这是因为区块链底层技术具有公共

产品属性ꎬ因此也可能面临“公地悲剧” 问题ꎮ
如果出现“公地悲剧”问题ꎬ则意味着此系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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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ꎮ 因此ꎬ需要参与节点集体维护才能确保区

块链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ꎮ 另一方面ꎬ参与节

点对参与节点的正外部性ꎮ 虽然参与节点与参

与节点之间存在算力“竞争”的利益关系ꎮ 但是

这属于参与节点之间内部的关系ꎬ属于参与节点

的“内部矛盾”ꎮ 参与节点与参与节点之间更多

的是“互利”的利益关系ꎬ他们之间互相监督又

互相依赖ꎮ 区块链生态系统依赖激励技术方案ꎬ
可以通过类似于货币发行的模式激励参与节点

主动地进行自我参与ꎬ实行“我为人人ꎬ人人为

我”的运行状态ꎮ 根据梅特卡夫定律估值法ꎬ一
个网络的价值等于该网络内节点数的平方ꎬ并与

联网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ꎬ而通证的持有者也

都享受到了参与者人数上升带来的通证增

殖ꎮ〔１０〕因为区块链具有特定的激励机制ꎬ可以通

过打赏“矿工”ꎬ激励代币持有者自动宣传ꎬ以扩

大用户人群ꎬ从而提升币值ꎮ〔１１〕 同时ꎬ在众多参

与节点的协同努力之下ꎬ整个系统按照市场激励

机制进行自我运行ꎮ 这就是常说的“算力越大ꎬ
比特币系统越安全”ꎬ由此形成“众人拾柴火焰

高”的良好状态ꎬ从而使得区块链生态系统得以

可持续发展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区块链技术的激励

机制所涉及到的对于参与节点赋予权利以进行

激励就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ꎮ 区块链可以通过

赋予参与节点一定权利ꎬ如产品所有权或服务使

用权、系统特定事项投票权或系统治理权等ꎬ〔１２〕

从而达到激励目的ꎬ实现激励目标ꎮ 如密码契约

倾向于在系统内构建社会性和功能性产权〔１３〕 从

而实现激励ꎮ 区块链技术在数据市场为用户赋

权就是“让数据和价值最大化地回归个人”ꎮ〔１４〕

下面重点阐释如何通过赋予参与权、决策权、所
有权和检举权实现对区块链参与节点的激励ꎮ

１. 赋予参与权进行激励

传统的中心化模式设计作为一个组织中的

一种激励机制虽然具有其独特优势ꎬ但是也具有

可能对个体参与权利进行剥夺ꎬ对选择机会进行

限制的缺陷ꎬ因而不利于充分实现个体权利和公

平正义ꎮ 而区块链作为一种特殊的软性的公共

产品ꎬ完全体现为参与节点公有ꎮ 易言之ꎬ区块

链系统中的参与主体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ꎬ处
于相对平等的地位ꎮ〔１５〕 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垄

断地独立拥有它ꎬ也可以说每个人都平等地共同

拥有它ꎮ 在区块链中ꎬ参与记账的被激励机制推

动着积极参与的各个节点之间的地位完全平等

而拥有公平的参与权ꎮ 首先ꎬ从参与者资格条件

来看ꎬ在区块链技术的激励机制背景下ꎬ只要达

到相关条件的节点ꎬ都有机会平等自由地参与区

块链社区事务ꎬ因为区块链尤其是公有链是完全

开放性的公共产品ꎮ 区块链具有开放性ꎬ尤其是

公有链的准入门槛很低ꎬ因此参与者很容易进入

且不会被歧视ꎬ如比特币区块链的内容就向所有

人公开ꎬ相关软件也为开源式的而可免费获

取ꎮ〔１６〕其次ꎬ从参与者所处地域来看ꎬ全球各地

的每个节点(即每个参与者)均可参与数据库记

录ꎮ〔１７〕区块链去除中心化的存在ꎬ实现了社区中

成员与成员之间点对点的直接互联ꎬ由成员共同

而且自发地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管理ꎮ 概言之ꎬ
区块链中没有中心化的硬件或者管理机构ꎬ任何

节点与参与者之间的地位、权利平等ꎮ〔１８〕

２. 赋予决策权进行激励

在传统的组织架构中ꎬ高级管理人员负责掌

握着决策权ꎮ 由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征ꎬ因
此ꎬ其已经没有实质的核心高管进行决策ꎮ 因为

基于区块链的系统协议设计中包含的另一个特

性是特权的大众化ꎮ 以太坊区块链创始人维塔

利克布特林(Ｖｉｔａｌｉｋ Ｂｕｔｅｒｉｎ)将区块链中的“特
权”定义为一种“通过赋予参与者决策权来激励

他们的方式ꎬ而这些决策权可以用来获得报

酬”ꎮ〔１９〕这种特权为参与节点获得其他相关经济

利益提供了前提ꎮ 例如ꎬ比特币区块链中的创币

交易和转账交易费用就是最好的例证ꎮ 其具体

体现在五个方面:首先ꎬ区块链的参与节点有权

获得每笔交易费用ꎮ 交易费用是输出值与输入

值的差额ꎬ并会被加入到激励值中从而构成激励

机制的内容ꎮ 其次ꎬ参与区块链的矿工有权选择

验证费用较高的交易进行打包并将其添加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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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中ꎮ 再次ꎬ当发生特殊事件ꎬ即出现区块链

需要进行硬分叉或回滚时就需要重新拟定规则ꎬ
矿工有权决定是否采用修补或修改区块链底层

协议的新软件ꎮ 复次ꎬ在区块链运行中ꎬ矿工具

有主人翁地位ꎬ可以协议改变比特币的协议规

则ꎬ或者忽略与特定比特币账户相关的任何交

易ꎮ〔２０〕 因为技术开发人员和矿工之间如果形成

合作关系ꎬ可以重写区块链数据库的交易历史ꎬ
或通过其他方式改写数据的存储、处理和记录方

式ꎮ〔２１〕最后ꎬ在区块链的权益类项目中ꎬ其运行

机制是通过持续运营产生收益ꎬ并承诺向投资者

分配ꎮ 投资者投资的是能够产生持续收益的资

产ꎬ其所持有的通证类似股东权利ꎬ存在获得利

益的预期ꎬ享有参与平台的决策权ꎮ 总之ꎬ通过

以上决策权的赋予ꎬ可以对参与节点产生激励的

作用ꎮ
３. 赋予所有权进行激励

区块链技术激励机制中的代币是一种数字

权益证明ꎬ其以数字形式存在ꎬ代表某种权益ꎮ
这种权益代表某种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可以获得

经济利益ꎮ 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有关价值生成

和确权的协议ꎬ其实正是一种新型的“法律”共

识机制和确权手段ꎮ〔２２〕 区块链实现了从信息互

联网到价值互联网的转变:互联网传输的是信

息ꎬ而区块链传递的是价值ꎮ 因此ꎬ区块链具有

确权的属性和功能ꎮ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主机互

相竞争以找出可与原始打包数据匹配的随机数ꎬ
在一个随机数被某个主机发现之后ꎬ其将与数据

和哈希值一起打包到区块中ꎬ然后被广播到世界

各地的主机ꎬ在被大多数节点确认并认可后矿工

可以获得该块的打包权ꎮ〔２３〕 打包权也称为记账

权、验证权ꎮ〔２４〕 在此基础上ꎬ获得作为奖励的数

字签名有助于保护区块链参与者的数据隐私ꎬ证
明数据资源的所有权ꎮ〔２５〕 如在 ＰＯＷ 激励机制

中ꎬ会根据参与节点拥有的算力获得相应的收益

所有权ꎮ 在 ＰＯＳ 激励机制中ꎬ则根据参与节点

拥有的算力股份获得相应的收益所有权ꎮ 在这

里ꎬ打包权是所有权的前提和基础ꎬ所有权是打

包权的延伸ꎮ 在以太坊中ꎬ以太币主要作为以太

坊的内置数字资产ꎬ主要是用以支付各种智能商

业逻辑程序所需要的交易费用ꎬ这也是以其所有

权为前提的ꎮ 因此ꎬ区块链技术之下ꎬ在获取各

个参与节点的授权之后ꎬ将所获数据收益按照一

定比例与用户分成ꎬ真正做到归还用户的数据所

有权ꎮ〔２６〕还有ꎬ在前述区块链的权益类项目中ꎬ
此类通证激励在其属性上更类似于公司的股票ꎬ
即投资者在资金投入的基础上换取了公司的所

有权而成为公司股东ꎬ其个人的投资收益与公司

的整体收益直接挂钩ꎮ
４. 赋予检举权进行激励

一个非许可的公共区块链ꎬ理论上能够被任

何人在任何时间看到ꎬ因为它位于互联网上ꎬ而
不是处于某个被指派去审计交易、保存记录的机

构掌控之下ꎮ〔２７〕因为对参与节点没有设置准入机

制ꎬ难免其中有作恶者ꎮ 区块链在惩罚故意作恶

行为时会赋予不特定主体的检举权从而实现激励

目的ꎮ 最初的以太坊 ＰＯＳ 提案这样写道:作恶的

验证者将受到严重惩罚ꎬ即罚没(ｓｌａｓｈｉｎｇ)惩罚ꎮ
这通常是针对单个作恶的验证者ꎬ而不是串谋的

验证者ꎮ 如果大部分验证者联合作恶ꎬ则会破坏

网络ꎮ 因此ꎬ根据拜占庭容错的保证ꎬ对作恶者

的惩罚 ＝ ３ ×同一时间段内作恶者数量ꎮ 这有助

于惩罚大型联合作恶行为ꎬ还可以抑制作恶验证

者池的发展ꎮ 也就是说ꎬ如果在网络中发起联合

攻击ꎬ会损坏作恶者集体的利益ꎮ 因此ꎬ以太坊

提倡检举机制ꎬ激励验证者发现并检举其他违法

攻击行为ꎬ而将罚没的资金作为检举奖励资金ꎮ
在 ＧａｉａＷｏｒｌｄ 公链中ꎬ锻造委员奖励的其中一个

部分就是举报作恶锻造委员ꎬ并获得该作恶地址

的所有保证金(因为激励机制中需要有可信性ꎬ
以确保没有人可以从谎报和欺骗中获益)ꎮ 类似

的还有自动错误赏金机制ꎬ如使用 ＰｕｌｌＰａｙｍｅｎｔ￣
Ｃａｐａｂｌｅ 来保护付款安全ꎬ这个赏金合约允许研

究人员创建我们要审计的智能合约的副本ꎬ任何

人都可以通过发送交易到赏金合约地址ꎬ为错误

赏金作贡献ꎮ 如果任何研究人员设法破获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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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能合约的副本ꎬ他会得到赏金奖励ꎮ 一旦赏

金被要求了ꎬ合约将不会再接受更多的资金ꎮ〔２８〕

总之ꎬ赋予权利型激励是对参与节点间接性

的激励ꎬ并不直接带来经济收益ꎬ但是其为获得

相应经济收益提供了机会ꎮ 赋予权利型激励通

过赋予参与权、决策权、所有权和检举权实现对

参与节点的激励ꎮ 其中ꎬ赋予的参与权是决策权

和所有权的前提和基础ꎬ赋予的所有权是参与权

和决策权的最终激励目标ꎮ 检举权是用以协调

参与节点之间的互动ꎬ从而共同维护好区块链生

态系统的良性持续健康发展ꎮ
(二)增加收益型激励

无论何种奖励ꎬ对于获奖主体来说ꎬ都意味

着特定利益的增加ꎬ并且这种增加利益为获奖主

体所专有ꎬ不在获奖主体既得和可得的其他利益

之列ꎮ〔２９〕因此ꎬ从经济学角度看ꎬ对相关主体进

行激励ꎬ实际上是增加相关主体收益ꎬ或减小其

成本ꎮ 现实中ꎬ为了激励相关主体的正外部性行

为ꎬ可以制定增加收益型激励的相关法律条款ꎮ
就区块链而言ꎬ中本聪发明的激励相容机制ꎬ通
过实施一个心理学和经济学博弈规则来达到使

得区块链生态系统得以持续存在的目标ꎮ 换言

之ꎬ区块链的参与节点具有“经济人”属性ꎬ具有

自私基因ꎬ所以本身是自利的ꎬ各参与节点消耗

自身各类型资源参与数据验证和记账的根本目

标仍然是为了最大化自身收益ꎮ 只不过在中本

聪设计的一种符合经济模型的激励机制作用下ꎬ
参与节点的大规模参与ꎬ确保了区块链生态系统

良性的可持续发展ꎮ 因此ꎬ造就参与节点收益的

增加是区块链激励机制的核心内容ꎮ 其通过技

术赋权来保障用户的数据所有权、使用权、支配

权和收益权ꎬ进而激励用户分享数据ꎬ充分激发

数据的价值和活力ꎬ〔３０〕 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参与

节点的收益ꎮ 如区块链比特币系统是典型的通

过经济激励机制ꎬ增加参与节点的收益ꎬ从而实

现自我驱动的系统ꎮ 其可靠性依赖于整个系统

中所有节点的共同算力ꎮ 由此ꎬ区块链比特币系

统不需要任何中心机构维持其信用ꎬ而只需要技

术手段就可以创建共识ꎮ 区块链的各个参与节

点ꎬ高级区块链协议一般都有复杂的激励机制ꎮ
因此ꎬ一些区块链采用了区块奖励和交易费这样

的收益结构ꎬ旨在奖励维护区块链网络的矿

工ꎮ〔３１〕 下面重点阐述如何通过挖矿奖励收益激

励、交易手续费奖励收益激励、手续费再分配收

益激励和其他类别收益激励实现对区块链参与

节点的激励ꎮ
１. 挖矿奖励收益激励

比特币、达世币、以太坊等属于加密货币数

字资产ꎮ 其功能除了价值储存之外还可以作为

交换媒介ꎮ 其将代币作为一种激励制度而设计ꎬ
即代币是一种权益凭证ꎬ一种激励手段ꎬ优秀的

区块链都离不开完善的、可执行的通证经济激励

模型ꎮ〔３２〕以比特币区块链为例ꎬ根据中本聪白皮

书的描述ꎬ对每个区块的第一笔交易进行特殊化

处理ꎬ该交易产生一枚由该区块创造者拥有的新

的电子货币ꎮ〔３３〕 因此ꎬ根据惯例ꎬ区块中的第一

笔交易非常特殊ꎬ该区块也被称作创始(世)区

块ꎬ其启动了属于区块创建者的新代币ꎮ 这为之

后的参与节点增加了激励机制以确保区块链持

续发展ꎬ并提供了不依赖中央权力发行代币的一

套全新的发行机制ꎬ即一种将电子货币分配到流

通领域的一种方法ꎮ〔３４〕 不断增加的新代币数量

就像淘金者为了增加流通中的黄金而消耗资源

一样ꎬ因此参与节点也被称为“矿工”ꎮ 此时“矿
工”消耗的是 ＣＰＵ 算力和电能ꎮ “矿工”之间通

过比拼算力获得记账权ꎬ有了记账权就能获得比

特币奖励ꎮ 代币奖励通常也被称为区块奖励ꎮ
比特币区块奖励被设计成每 ２１ 万个区块之后减

半ꎮ 此外ꎬ为了确保出块时间大致保持在 １０ 分

钟左右ꎬ挖矿难度会进行调整ꎬ但总体趋势是越

来越难ꎬ由此出现了从 ＰＣ 机挖矿、矿机挖矿、矿
池挖矿ꎬ再到矿场挖矿的演进ꎮ 然而ꎬ这些都没

能阻止参与者的热情ꎮ 不断繁荣的挖矿设备市

场就很好地证明了其收益可观ꎮ 并且ꎬ随着比特

币的价值不断上升ꎬ其本身所具有的支付功能越

来越弱化ꎬ人们更愿意把比特币看作黄金一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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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值增殖的作用而进行囤积ꎮ 对于比特币开

发者来说ꎬ他们希望比特币能够成为一种数字黄

金ꎬ而不是与类似银联、支付宝这样的支付工具

来竞争ꎮ〔３５〕

２. 交易手续费收益激励

首先ꎬ我们可以将交易手续费理解为挖矿参

与节点收取的手续费ꎮ 根据中本聪的白皮书描

述ꎬ另外一个激励的来源是手续费ꎮ 前文已述ꎬ
输入值减去输出值的差额就是交易费ꎬ该交易费

将被增加到该区块的激励中ꎮ〔３６〕 通过打包交易

所产生的激励为一个区块中包含的所有交易费

用ꎮ 具体来说ꎬ比特币交易的手续费并不取决于

交易金额ꎬ而是按照用户交易的每千字节收取

０. ０００１ＢＴＣ(比特币)的价格ꎮ 除此之外ꎬ为了防

止通货膨胀ꎬ比特币的发行量每 ４ 年减半ꎬ总量

控制在约 ２１００ 万枚ꎮ 当发行数量达到数额上限

时(时间预计为 ２１４０ 年)ꎬ矿工便不能够通过获

得系统的记账权奖励来获得比特币ꎬ而只能通过

获得系统中的交易手续费来维持区块链生态系

统的可持续发展ꎮ 其次ꎬ除了普通的交易手续费

收益激励机制之外ꎬ系统还存在其他特别交易规

则而产生竞争性的激励机制ꎮ 如矿工会选择优

先处理高优先级的交易ꎮ 区块中前 ５０ＫＢ 是保

留给高优先级交易的ꎮ 怎么评判优先级的高低?
其通过币的新旧、交易字节数、交易币数量总和

决定(有点像操作系统中进程的管理算法)ꎮ 具

体计算公式为: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 ｓｕｍ( ｉｎｐｕｔ＿ｖａｌｕｅ＿ｉｎ＿ｕｎｉｔｓ∗ｉｎｐｕｔ＿

ａｇｅ) / ｓｉｚｅ＿ｉｎ＿ｂｙｔｅｓ
如果计算出来的数值大于 ０. ５７６ 则为高优

先级ꎮ 简单来说ꎬ随着新区块的产生ꎬ留在内存

池中未被打包的交易“年龄”越来越大ꎬ最终优

先级也会提高ꎮ 之后会按照矿工费用由高到低

排序进行交易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以后ꎬ比特币定价

策略变成了拍卖形式ꎬ用户支付转账需要和其他

用户进行竞价ꎬ矿工会在打包时对于价高者的交

易给予较高的优先级ꎮ〔３７〕 换句话说ꎬ竞价机制使

得比特币的交易手续费节节攀升ꎬ从而产生更大

的激励ꎮ
３. 手续费再分配收益激励

由于小算力节点单独参与算力竞争的意义

不是很大ꎬ因此ꎬ其一般通过加入“矿池”来提高

挖到新区块的概率ꎬ并共享手续费ꎮ 亦即通过联

合算力ꎬ加入矿池的矿工获得区块链奖励的概率

就会增加ꎬ矿池也会将获得的数字货币分发给矿

工ꎮ〔３８〕在此情况下ꎬ手续费在矿工之间会进行再

分配从而增加收益ꎮ 矿池将各节点贡献的算力

按比例分成不同的股份(Ｓｈａｒｅ)ꎬ并遵循一定的

分配机制来分配奖励ꎮ 如 ＰＰＬＮＳ(Ｐａｙ Ｐｅｒ Ｌａｓｔ Ｎ
Ｓｈａｒｅ)机制是根据其在过去 Ｎ 股股份中所占比

例来支付收益(具有一定滞后性)ꎬ所有矿工根

据自己贡献股份的数量来分配区块中的货币ꎮ
ＰＰＳ(Ｐａｙ Ｐｅｒ Ｓｈａｒｅ)则直接依据各节点算力在矿

池上的占比ꎬ根据矿池每天平均可获得的矿产为

各节点估算和支付一份固定的基本收益ꎬ并立即

为每一个股份支付报酬ꎬ而不必等到区块确认ꎮ
Ｐ２Ｐｏｏｌ 的挖矿节点工作机制中ꎬ在类似比特币区

块链的一种股份链上ꎬ每个节点工作的区块都包

括支付给前期股份的所有者ꎬ以及该节点自己的

比特币ꎮ 此种模式下ꎬ９９％的奖励会平均分给矿

工ꎬ另外 ０. ５％ 会奖励给生成区块的人ꎮ〔３９〕 再举

一个例子ꎬ如以太坊设计的验证者奖励机制ꎮ 根

据 Ｖｉｔａｌｉｋ Ｂｕｔｅｒｉｎ 的以太坊 ｓｌａｓｈｅｒ 设计原理ꎬ他
在每个时期(６４ 个区块)中概述了验证者基本奖

励的 ４ 个特定组成部分:一是检查指定的纪元检

查点ꎬ奖励 １ / ４ꎻ二是证明指定的区块链头ꎬ奖励

１ / ４ꎻ三是证明被快速打包进链上ꎬ奖励 １ / ４ꎻ四
是证明指定正确的分片区块ꎬ奖励 １ / ４ꎮ 除此基

本奖励之外ꎬ还有额外奖励ꎬ这个额外的奖励用

于激励验证者做正确的事情ꎬ其目的是激励集体

诚实行为ꎮ
４. 其他类别收益激励

除以上三种收益激励之外ꎬ区块链中还有其

他类别的收益激励类型ꎮ 包括但不限于:一是空

投收益激励ꎮ 这类似于发放优惠券ꎬ如“比特币

水龙头”网站就是典型例子ꎮ 为了宣传和推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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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币而让大家熟知ꎬ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比特币核心开

发成员加文安德列森创建了名为“比特币水龙

头”的网站ꎮ 当用户访问时会得到无偿赠送的 ５
个比特币ꎬ其对人们快速及时接受比特币有显著

效果ꎮ 空投的对象包括类似通证生态的参与者、
网站的注册者或访问者ꎮ 二是对完成一定任务

的参与者进行一定的奖励激励ꎮ 有些区块链会

设定一定任务ꎬ比如回答项目相关问题ꎬ从而甄

别、激励并吸收更多潜在的参与者ꎬ或者向他人

推广和宣传项目ꎬ或使用以太坊钱包完成一笔小

额转账等ꎮ 利用群体智慧进行预测并进行激励

的典型例子是区块链 Ａｕｇｕｒ、Ｃ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ꎮ 他们设

定的大众预测类项目如果被预测者准确预测就

会得到通证激励ꎬ奖励的资金来自团队提供的费

用或系统通证激励的增发ꎮ 三是会员积分转化

利益激励ꎮ 早些时候ꎬ初创公司 Ｌｏｙｙａｌ 曾联手

ＩＢＭꎬ采用区块链技术简化会员积分项目ꎮ 后

来ꎬ区块链技术运用于积分处理就愈来愈多ꎮ 实

际上ꎬ区块链技术可以协助银行、旅游公司和批

发商等运营者精确记载会员积分ꎬ从而比传统的

积分制更加透明和公正ꎮ 因为区块链技术可以

让会员积分制愈加地域化和特性化ꎮ Ｓｕｐｅｒ
Ｔｉｃｋｅｔ Ｃｏｉｎ(ＳＴＫＣ)是全球首家去中心化的实现

任意积分转换、支付、通兑服务的网络生态链ꎬ该
区块链积分系统的创建具有公正、专业、权威、国
际属性ꎬ引领着未来的交易平台ꎮ 其核心应用是

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积分转换服务功能ꎬ从而

对区块链参与节点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激励ꎮ
增加收益型激励是对参与节点直接性的激

励ꎬ直接带来经济收益ꎮ 增加收益型激励通过增

加挖矿奖励收益、交易手续费收益、手续费再分

配收益和其他类别收益激励实现对参与节点的

激励ꎮ 其中ꎬ挖矿奖励收益激励和交易手续费收

益是对参与节点最基本的激励ꎬ也是最直接的激

励ꎮ 手续费再分配收益激励和其他类别收益激励

是在交易手续费收益激励基础之上进行的创新ꎮ
(三)提高声誉型激励

在某些情况下ꎬ为了激励正外部性行为ꎬ一

些主体会得到偏爱而被给予特殊的“荣誉”ꎮ 这

里的特殊“荣誉”ꎬ是指通过设立一定的制度ꎬ执
行一定的程序ꎬ给予被激励人物质和精神方面的

奖励ꎮ 物质方面的奖励包括奖金或者各种实物

奖品ꎬ精神方面的包括“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

章”“巾帼标兵”等荣誉称号、通报表扬、通令嘉

奖、记功ꎬ同时发给奖状、荣誉证书、奖章等ꎮ 从

类型化的视角来看ꎬ这些荣誉一方面是通过精神

奖励进行激励ꎬ另一方面是通过物质奖励进行激

励ꎮ 在区块链技术出现之前ꎬ人们很少利用网络

声誉的价值进行激励ꎮ 但是因为区块链出现之

后ꎬ“女巫攻击”的出现会让电脑中进驻多个角

色ꎬ其身份具有多面性、瞬态性和混淆性ꎬ并且存

在微妙差异ꎬ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其所有面ꎬ更别

说是发现微妙之处和捕捉全过程ꎮ 针对此类情

形ꎬ区块链设计者不得不生成文件等相关证明ꎬ
来证实参与节点的身份以及网络声誉的一些细

节ꎮ “没有证明文件”的人ꎬ就不能进入其社交

圈寻求合作ꎮ 因此ꎬ数字声誉机制应运而生ꎮ 在

功能方面ꎬ数字声誉机制将代币奖励与声誉衔

接ꎬ从而提升了声誉机制的约束效用ꎮ〔４０〕 实际

上ꎬ区块链的运行不再过度依赖参与个体ꎬ而是

依靠密码技术支撑背景下互相的信誉背书ꎬ当这

种背书形成规模ꎬ在此基础上便有了信任共识ꎬ
这种共识会赋能给每一个参与者ꎬ让他们受益ꎬ
而破坏者将自动出局ꎮ〔４１〕 同时ꎬ信誉机制〔４２〕 根

据用户信誉度为用户提供相应的服务ꎬ信誉机制

评价用户的信誉值ꎬ高信誉用户可获得更好的服

务ꎮ 如在类似 Ｓｔｅｌｌａｒ 的区块链上ꎬ声誉激励是个

不错的措施ꎬ它创建一种永久的数字存在证明并

创建其名誉ꎬ这种名誉的便携性超出了一个人所

在的地理社区ꎮ 价值储存方面的另一项突破就是

被编码到软件中的货币政策ꎮ 尼克萨博认为:
“人类至今使用过的所有货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安全问题ꎮ 这种不安全体现在各个方面ꎬ比如伪

造、盗取等ꎬ但是最恶劣的ꎬ可能就是通货膨胀

了ꎮ”这些或多或少与声誉相关ꎬ因为在尼克萨

博看来ꎬ通货膨胀是失信的表现ꎬ而比特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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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问题ꎮ 现在的各类区块链平台都有诸如

声誉激励的激励措施ꎮ 因此可以设想一下:一个

线上讨论小组中的参与者ꎬ能够有动力去提高他

的声誉ꎬ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若有不良行为会让他

们付出经济上的代价ꎮ 而在开源软件项目中ꎬ诚
实地贡献合格代码的人ꎬ开发者社区会为他们提

供补偿进行激励ꎮ ２０１５ 年«经济学人»刊文对区

块链技术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示ꎬ认为其是一

台创造信任的机器ꎮ〔４３〕信任的创造离不开荣誉型

激励ꎬ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声誉激励ꎮ 下面重点阐

释如何通过持续参与声誉激励、诚实参与声誉激

励和智能合约声誉激励实现对参与节点的激励ꎮ
１. 持续参与声誉激励

声誉机制中ꎬ区块链设计了不涉及产权的按

量(次)计费的去中心化协作ꎬ能更好地激励节

点ꎮ〔４４〕可以说ꎬ区块链技术的激励机制重在激励

参与节点加入区块链后能够持续参与的正外部

性行为ꎬ能够做到与区块链之间形成“链兴我荣ꎬ
链衰我辱”的荣辱与共的最佳状态ꎬ而不是仅仅

尝鲜式地进行“一锤子买卖”或者打游击式的

“来得快走得快”ꎮ 因此ꎬ区块链平台中可以尝

试采用系统代币进行激励机制的构建ꎮ 首先ꎬ可
以将代币与一定期间各类服务的具体量化指标

进行挂钩ꎮ 然后ꎬ将这些具体量化指标进行明码

标价ꎮ 最后ꎬ以各个量化指标的分值与相应价格

计算的总分值为标准对出块节点进行奖励ꎮ〔４５〕

这样就会对持续参与节点产生激励ꎮ 有学者认

为ꎬ强化区块链参与节点共识意识和荣誉意识ꎬ
并培养其监督、纠错、报错能力ꎬ是最终实现激励

相容的关键ꎮ〔４６〕其中ꎬ增强参与节点的荣誉意识

对于激励参与节点具有重要作用ꎮ 毋庸置疑ꎬ经
济奖励是一种用来激励区块链参与节点做出良

好行为表现的工具ꎮ 经济奖励的形式既可以是

直接增加参与节点的代币ꎬ如挖矿奖励、交易费

奖励ꎬ也可以是提供间接性的具有荣誉性质的特

权ꎬ如参与节点持续为区块链做了一些积极的具

有正外部性的行为ꎮ 声誉型激励最典型的例子

是石墨烯(Ｓｔｅｅｍｉｔ)ꎮ 该区块链属于公有链ꎬ其驱

动的社交网络和博客平台通过脑力证明系统模

型ꎬ对参与节点(主要包括撰稿者、点赞者和评论

者)的持续参与进行奖励ꎮ 首先ꎬ参与节点(撰
稿者)因发布优质的内容获得奖励ꎬ同时因为内

容的高质量ꎬ从而被网络用户群点赞投票通过而

实现声誉型激励ꎮ 其次ꎬ当参与节点(评论者)
对高质量内容进行投票或评论时(需要持续一段

时间)也可获得经济奖励ꎮ 再次ꎬ前述的点赞者

的持续参与也可以获得奖励ꎮ 可见ꎬ参与节点在

Ｓｔｅｅｍｉｔ 区块链的持续参与都得到了回报ꎬ尤其是

撰稿者因为他们的声誉提升而获得了更多的激

励ꎮ 当参与节点诚实地持续为网络作出贡献ꎬ该
协议将以声誉评分的形式给予他们更多的特权ꎬ
并由此带来相关的利益ꎮ 因此这种荣誉型激励

是按照信誉分配选票的更为经营化的治理模

式ꎮ〔４７〕展望这类激励方式的未来ꎬ今后将会出现

根据参与量化指标给予相应奖励的情形ꎬ即参与

指标达到的标准不同ꎬ则报酬标准也不同ꎮ 以上

激励体现了参与节点在参与量化方面的激励ꎬ强
调的是持续参与方面的声誉激励ꎮ

２. 诚实参与声誉激励

中本聪希望参与节点能够在符合自身利益

的原则下行事但是要确保诚实参与ꎬ为了实现此

目的ꎬ通过激励机制实现“一个更好的名声直接

影响参与节点的收入”ꎮ 中本聪利用了博弈论ꎬ
他知道ꎬ没有守护者的网络很容易遭到“女巫攻

击”ꎬ这种情况下ꎬ节点会伪造出多重身份、稀释

权利并且让声誉的价值贬值ꎮ 假如你不知道自

己到底是在和三个参与方还是和一个挂着三个

身份的参与方进行交易ꎬ那么点对点网络的正直

性及其节点的声誉就没有很大的价值了ꎮ 因此ꎬ
中本聪编写了源代码ꎬ这样一来无论人们如何自

谋私利ꎬ也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ꎬ其行为都会

给整个系统带去好处ꎬ而且还能为他们累积声誉

度ꎮ 这一共识机制要求的资源投入及其比特币

奖励机制ꎬ能够激励参与节点做正确的事ꎬ让他

们变得诚实可靠———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ꎬ他们

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ꎮ 这样ꎬ“女巫攻击”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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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上也就不可行了ꎮ 中本聪写道:“按照惯例ꎬ区
块上的第一笔交易是一个特殊交易ꎬ它会创建一

种由区块创建者所持的新币ꎮ 这样就为节点支

持网络的行为增添了激励机制ꎮ”比特币是一种

鼓励矿工参与到区块创建中并将新区块同前一

区块相连的激励机制ꎮ 那些率先完成区块创建

的参与节点能够得到一定数量的比特币ꎮ 在中

本聪的协议中ꎬ他用比特币来慷慨地奖励早期采

用者:刚开始的四年ꎬ矿工成功开采一个区块能

收到 ５０ 个比特币(他也是第一个被奖励的参与

节点)ꎬ之后每隔四年ꎬ每个区块的奖励就减半到

２５ 个、１２. ５ 个ꎬ以此类推ꎮ 因为现在他们也持有

比特币了ꎬ所以他们就有极强的动力去保障平台

持续的存在ꎬ从而购入顶尖装备来挖矿ꎬ并更高

效地花费能量从而维护账本ꎮ 展望这类激励方

式的未来ꎬ今后将会出现根据参与质量高低给予

相应不同报酬的情形ꎬ即参与贡献大、质量高则

报酬越高ꎬ反之亦然ꎮ〔４８〕 这种激励体现了参与节

点在参与质量方面的激励ꎬ强调的是诚实参与方

面的声誉激励ꎮ
３. 智能合约声誉激励

智能合约可以通过声誉激励机制进行参与

节点“准入”资格的考核和评估ꎮ 首先ꎬ区块链

上的合约内容要上链的前提是ꎬ必须经过共识节

点协商一致并形成共识ꎮ 然后ꎬ该智能合约被智

能合约虚拟机(ＥＶＭ)按照相应规则自动执行ꎮ
此时ꎬ智能合约数据中的参与节点也会进行数据

更新和重整ꎮ 一般来说ꎬ参与节点在加入区块链

之前ꎬ必须依靠 ＤＰＯＳ 共识机制选出权益代表ꎮ
权益代表的职责是ꎬ根据合约所设置的信誉度阈

值来判定参与节点是否具有资格参与共同协商ꎮ
接下来ꎬ智能合约会被调用生效ꎬ其会自动根据

事先设定的信誉度阈值检测交易参与节点之间

的信誉度是否达到规定的标准ꎮ 此时有两种可

能:若信誉度达标ꎬ则智能合约继续执行ꎻ若信誉

度不达标ꎬ智能合约则停止执行或自行销毁ꎮ 因

为智能合约将双方约定的内容编为程序ꎬ并将整

个合约纳入执行程序中ꎬ违约行为将被事前防

范ꎮ〔４９〕实践中ꎬ评断参与节点信誉度的标准和依

据有很多ꎬ其中之一是其以往的交易历史记录ꎮ
以溯源区块链为例ꎬ〔５０〕 其参与节点为各个溯源

机构ꎬ对他们的信誉度标准进行评判的主要依

据:一是各溯源机构以前的合格交易情况ꎬ这会

构成基础评分ꎻ二是进行信誉度积分的增减ꎮ 之

后每一笔合格交易会增加相应信誉积分ꎮ 除了

正向的加分之外也有负向的减分ꎬ之后如果有造

假或违规行为将扣除相应信誉积分ꎮ 只有达到

信誉度阈值的交易节点ꎬ才能与其他节点进行数

据的同步和交换、资金的收讫和支出ꎬ以及其他

网络操作和服务提供ꎮ 同时ꎬ基于该信誉度的智

能合约还做到了节点的动态变更ꎬ通过智能合约

声誉激励机制ꎬ充分调动了各参与节点在诚实保

持和信用遵守方面的积极性ꎬ对维护区块链的稳

定作用非常明显ꎮ 将来ꎬ智能合约声誉激励机制

将更加完善ꎬ除了运用于普惠金融、知识产权、食
品安全和数据交易领域ꎬ在用户行为的激励方面

也将大有作为ꎬ如在智能合约机制下ꎬ可以通过

给司机画像ꎬ激励优良司机的良好驾驶行为ꎬ从
而实现公交公司对司机员工的考评任务ꎮ〔５１〕

总之ꎬ提高声誉型激励也是对参与节点间接

性的激励ꎬ虽然并不直接带来经济收益ꎬ但是其

也有助于获得相应经济收益ꎮ 提高声誉型激励

通过持续参与声誉激励、诚实参与声誉激励和智

能合约声誉激励实现对参与节点的激励ꎮ 其中

持续参与声誉激励、诚实参与声誉激励为参与节

点获得经济利益提供了机会ꎬ智能合约声誉激励

并没有如同前两类的激励属性ꎬ但是其间接地影

响着参与节点的经济利益ꎮ

三、结　 语

新技术的发展一直是法律和法律行业的颠

覆性力量ꎮ〔５２〕 因为法律与科技不再是决定和被

决定、塑造和被塑造的关系ꎬ法律与科技互为系

统与环境ꎬ形成系统间或松散或紧密的结构耦合

关系ꎮ〔５３〕 当前区块链技术及其应用极大地促进

了社会生产力的释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ꎮ 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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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技术中的激励机制ꎬ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激励

模式和治理机制ꎬ将从根本上带来企业组织结构

和政府管理模式的新一轮变革ꎮ 中国政府高度

重视区块链技术ꎬ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组织专题

学习ꎬ并将其作为新时代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中

的核心技术之一ꎮ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
«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中国区块链技术

和应用发展白皮书» «中国区块链参考架构»先

后对区块链的发展作出了规划和制度建构设想ꎮ
而加强对区块链的基础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理

论意义与实践意义ꎮ〔５４〕 就目前来看ꎬ基于区块链

技术的激励机制具有法律制度的属性ꎬ能够发挥

法律制度功能ꎬ但是其毕竟不是传统的法律制

度ꎬ因此ꎬ其激励机制与传统的法律制度的激励

机制既有共性又有个性ꎮ 就区块链而言ꎬ激励机

制是维持其运行的核心机制ꎬ其具体包括赋予权

利型激励、增加收益型激励和提高声誉型激励等

三种基本类型ꎮ 赋予权利型激励、增加收益型激

励和提高声誉型激励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ꎮ
赋予权利型激励是增加收益的前提ꎬ如赋予参与

权、决策权、所有权和举报权也就意味着有收益

的增加ꎮ 但是收益的增加不仅仅只有赋予权利

才能实现ꎬ因为其也可以通过提高声誉来实现ꎮ
也就是说ꎬ赋予权利和提高声誉都可以带来收益

的增加ꎬ从而起到激励作用ꎮ 赋予权利和提高声

誉是间接地增加收益或者为增加收益提供了机

会ꎮ 但是赋予权利和提高声誉最终指向还是增

加收益ꎬ也就是说ꎬ增加收益才是真正的激励途

径ꎬ是激励的根本动力ꎮ
既然代码能够发挥法律制度的功能ꎬ我国就

应该充分发掘和研究区块链激励机制的基本原

理ꎬ拓展激励机制的基本类型ꎬ促进激励机制的

演化创新ꎬ积极推进区块链和经济社会融合发

展ꎬ从而使其得到充分的具体应用并且做到“善
用”ꎬ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实实在在地享受技术带

来的发展红利ꎮ 当然ꎬ因为区块链有风险也应当

被规制ꎬ而对区块链规制的核心是采取适当的激

励措施ꎬ以诱导市场行为者的意向行为ꎬ从而解

决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所引起的外部性问

题ꎮ〔５５〕

注释:
〔１〕Ｂｅｎｔｏｖ ＩꎬＫｕｍａｒｅｓａｎ Ｒꎬ“Ｈｏｗ ｔｏ ｕｓｅ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ａｉｒ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ꎬＰｒｏｃ ｏｆ ｔｈｅ ３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ｙｐｔ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Ｂｅｒ￣
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２０１４ꎬｐｐ. ４２１ － ４３９.

〔２〕刘振友:«通证思维:基于区块链的强协作»ꎬ北京:中国

财富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１７ 页ꎮ
〔３〕 Ｆｒｅｙａ Ｓｈｅｅｒ ＨａｒｄｗｉｃｋꎬＲａｊａ Ｎａｅｅｍ Ａｋｒａｍꎬ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ｓ

Ｍａｒｋａｎｔｏｎａｋｉｓꎬ Ｆａｉ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Ｔ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Ａ Ｓｔｅｐ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２０１８.

〔４〕〔１０〕杨昂然、黄乐军:«区块链与通证:重新定义未来商

业生态»ꎬ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７６ꎬ５４、７８ 页ꎮ
〔５〕黄少安、刘阳荷:«区块链的制度属性和多重制度功

能»ꎬ«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６〕〔美〕 劳伦斯莱斯格:«代码 ２. ０:网络空间中的法

律»ꎬ李旭、沈伟伟译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１ 页ꎮ
〔７〕汪青松:«区块链作为治理机制的优劣分析与法律挑

战»ꎬ«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８〕龚焱、李磊、于洪钧:«公司制的黄昏———区块链思维与

数字化激励»ꎬ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７７ － ９１ 页ꎮ
〔９〕胡元聪:«我国法律激励的类型化分析»ꎬ«法商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１１〕〔４９〕邓建鹏、孙朋磊:«区块链国际监管与合规应对»ꎬ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２、１２ 页ꎮ
〔１２〕杨东:«“共票”:区块链治理新维度»ꎬ«东方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１３〕 Ｗｒｉｇｈｔꎬ Ａ. ꎬ Ｄｅ Ｆｉｌｉｐｐｉꎬ Ｐ. ꎬ “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Ｌｅｘ 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ａ”ꎬｈｔｔｐ: / /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２５８０６６４.

〔１４〕«庞华栋:区块链让数据和价值最大化地回归个人»ꎬ
搜狐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２２８０１８０１７＿１００１１２７１９ꎮ

〔１５〕戚学祥、徐晨欣:«再中心化:区块链应用中的政府责

任重构»ꎬ«天津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１６〕 Ａｌｅｃ Ｌｉｕꎬ“Ｗｈｏ’ 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Ａｎ Ｉｎｓｉｄｅ Ｌｏｏｋ ａｔ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ｓ 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ＭＯＴＨＥＲＢＯＡＲＤꎬＭａｙ ７ꎬ
２０１３ꎬｈｔｔｐ: / / ｍｏｔｈｅｒｂｏａｒｄ. ｖｉｃｅ. ｃｏｍ / ｂｌｏｇ / ｗｈｏｓ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ｂｉｔｃｏｉｎ －
ａｎ － ｉｎｓｉｄｅ － ｌｏｏｋ － ａｔ － ｂｉｔｃｏｉｎｓ － ｏｐｅｎ － ｓｏｕｒｃ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７〕李林:«当前比特币行业发展现状及政策研究»ꎬ«清华

金融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ꎮ
〔１８〕曹阳、薄珺:«区块链技术与互联网音乐作品版权保

护»ꎬ«南海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１９〕«区块链加密经济学是如何创建一个激励机制的良好

环境?»ꎬ电子发烧友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ｌｅｃｆａｎｓ. ｃｏｍ /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

—０３１—

　 ２０２１. １学者专论



７２８９０１. ｈｔｍｌꎮ
〔２０〕 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 ＤＥ Ｆｉｌｉｐｐｉ ａｎ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Ｌｏｖｅｌｕｃｋꎬ“ Ｔｈｅ Ｉｎ￣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ｉｔｃｏｉ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 ꎬＮｏ. ３ꎬ２０１６ꎬｐｐ. １ － ２８.

〔２１〕王延川:«“除魅”区块链:去中心化、新中心化与再中

心化»ꎬ«西安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２２〕余成峰:«法律的“死亡”: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功能危

机»ꎬ«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２３〕宋宇波、张仕奇、宋睿:«一种基于投票权竞争的区块

链共识机制»ꎬ«山东大学学报(理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２４〕〔美〕凯文沃巴赫: «链之以法:区块链值得信任

吗?»ꎬ林少伟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２５ 页ꎮ
〔２５〕 Ｃｈｒｉｓｔｉｄｉｓ ＫꎬＤｅｖｅｔｓｉｋｉｏｔｉｓ Ｍꎬ “ Ｂｌｏｃｋ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ｒ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ꎬ 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ꎬＮｏ. ４ꎬ２０１６ꎬ
ｐ. ２２９３.

〔２６〕〔３０〕周茂君、潘宁:«赋权与重构:区块链技术对数据

孤岛的破解»ꎬ«新闻与传播评论»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２７〕Ｄａｎ Ｔａｐｓｃｏｔｔ ａｎｄ Ａｌｅｘ Ｔａｐｓｃｏｔｔꎬ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ｉ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Ｍｏｎｅｙꎬ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ꎬ２０１６.

〔２８〕〔３７〕〔３９〕黄连金、吴思进、曹峰等:«区块链安全技术

指南»ꎬ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ꎬ２０１８ 年ꎬ第 ６９、１０４、１０６ 页ꎮ
〔２９〕王全兴:«经济法律奖励原理初探»ꎬ«中南政法学院学

报»１９８８ 年第 ３ 期ꎮ
〔３１〕Ｓｉｍｏｎ ＢａｒｂｅｒꎬＸａｖｉｅｒ ＢｏｙｅｎꎬＥｌａｉｎｅ Ｓｈｉꎬａｎｄ Ｅｒｓｉｎ Ｕｚｕｍꎬ

“Ｂｉｔｔｅｒ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ꎬ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ｅｄ.
ＡｎｇｅｌｏｓꎬＫｅｒｏｍｙｔｉｓꎬ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２０１２ꎬｐｐ. ３９９ － ４１４.

〔３２〕徐刚、余辉:«通证经济改造:全球经济的下一场风

暴»ꎬ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１３３ 页ꎮ
〔３３〕赵磊:«论比特币的法律属性———从 ＨａｓｈＦａｓｔ 管理人

诉 Ｍａｒｃ Ｌｏｗｅ 案谈起»ꎬ«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３４〕〔３６〕Ｓａｔｏｓｈｉ Ｎａｋａｍｏｔｏꎬ“Ｂｉｔｃｏｉｎ:Ａ Ｐｅｅｒ － ｔｏ － Ｐｅｅｒ 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 Ｃａｓｈ Ｓｙｓｔｅｍ”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ｏｒｇ /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ｐｄｆ.
〔３５〕黄芸芸、蒲军:«零基础学区块链»ꎬ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ꎬ２０２０ 年ꎬ第 １０５ 页ꎮ
〔３８〕 Ｂｏｎｎｅａｕ ｅｔ ａｌꎬ “ ＳｏＫ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ꎻ Ｉｔｔａｙ Ｅｙ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ｉｎ Ｇｕｎ Ｓｉｒｅｒꎬ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Ｉｓ Ｎｏｔ Ｅｎｏｕｇｈ:ＢｉｔＣｏ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ｓ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ｙｐｔｏｇｒａｐｈ ａｎｄ
Ｄｉｒｔｙ ｓｅｃｒｕｒｉｔｙꎬｅｄ. Ｒ. ＢｏｈｍｅꎬＭ. ＢｒｅｎｎｅｒꎬＴ. Ｍｏｏｒｅꎬａｎｄ Ｍ. Ｓｍｉｔｈꎬ

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２０１４ꎬｐｐ. ４３６ － ４５４.
〔４０〕〔美〕阿尔文德纳拉亚南、约什贝劳、爱德华菲

尔顿等:«区块链技术驱动金融数字货币与智能合约技术»ꎬ林华

等译ꎬ北京:中信出版集团ꎬ２０１６ 年ꎬ第 ２３５ 页ꎮ
〔４１〕Ｒｏｇｅｒ Ｗａｔｔｅｎｈｏｆｅｒꎬ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 ꎬＣｒｅａｔｅ

Ｓｐａ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ꎬ２０１６.
〔４２〕Ｙｕ ＺｈａｎｇꎬＭｉｈａｅｌａ ｖａｎ ｄｅｒ Ｓｃｈａａｒꎬ“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 ｂａｓｅ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ｉｎ 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Ｐｒｏｃ ｏｆ ｔｈｅ ３１ｓｔ
Ｉｎｔ Ｃｏｎｆ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ＥＥＥ ＩＮＦＯＣ０Ｍ ２０１２)ꎬＰｉｓ￣
ｃａｔａｗａｙꎬＮＪ:ＩＥＥＥꎬ２０１２ꎬｐｐ. ２１４０ － ２１４８.

〔４３〕 Ｐｅｔｅｒ Ｆｒｏｙｓｔａｄꎬ“Ｔｈｅ ｔｒｕｓ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
ｈｉｎｄ Ｂｉｔｃｏｉｎ Ｃｏｕｌ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ｏｒｋｓ”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
ｏｍｉｓｔ ꎬＯｃｔ. ３１ꎬ２０１５.

〔４４〕付豪、赵翠萍、程传兴:«区块链嵌入、约束打破与农业

产业链治理»ꎬ«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ꎮ
〔４５〕王博:«企业区块链平台中的治理机制与激励机制设

计»ꎬ«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４６〕李帅:«共享经济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决策算法规

制———以区块链共识模型为规制思路»ꎬ«财经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ꎮ

〔４７〕Ｓａｍｅｒ ｈａｎｓｓａｎ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 Ｄｅ ｆｉｌｉｐｐｉꎬ“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Ｐａｐｅｒｓꎬ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ｓｏ１３ /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ｆ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 ＝ ２７２５３６９.

〔４８〕何云华等:«群智感知应用中基于区块链的激励机

制»ꎬ«计算机研究与发展»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５０〕傅威:«基于信誉度的区块链智能治理研究»ꎬ«西部皮

革»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 期ꎮ
〔５１〕李仁德:«基于用户画像的区块链激励设计»ꎬ«软件导

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ꎮ
〔５２〕Ｒａｃｈｅｌ Ｅｐｓｔｅｉｎａꎬ“Ｓｍａｒ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ꎬ２０１８.
〔５３〕鲁曼:«社会中的法»ꎬ李君韬译ꎬ台北:台湾五南图书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４９０ － ５４６ 页ꎮ
〔５４〕易宪容、于伟、陈颖颖:«区块链的基础理论问题:基于

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ꎬ«江海学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ꎮ
〔５５〕赵磊:«区块链技术的算法规制»ꎬ«现代法学»２０２０ 年

第 ２ 期ꎮ

〔责任编辑:邹秋淑〕

—１３１—

区块链技术激励机制的类型化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