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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行业背景
随着区块链技术和加密数字货币的流行，一种全新的货币形式已经出现。
但是，由于加密数字货币的巨大波动性，使得其不能作为交易媒介，不能进行延期支付，
也不能作为记账单位。基于对稳定性的需求，出现了以 Tether（USDT）为代表的稳定币，
发行规模已超过百亿美元。
在加密世界，目前一共出现过三大类型的稳定币：法币托管型、非托管加密资产抵押型、
算法稳定型。
法币托管型，目前的代表币种为 USDT、BUSD、HUSD、USDC、PAX、TUSD 等，在
稳定币当中占据最多的市场份额。
加密资产抵押型，目前的代表币种为 MakerDAO 推出的 DAI，此类稳定币市场占比次于
法币型，由于去中心化程度较高，受到了开源社区的拥护，发展迅速。
算法稳定型，代表项目为 Ampleforth，其稳定性调节机制建立在对总供应数量的自动化
调节上，由于机制简陋，事实上无法维持币价稳定，遭到较多的质疑，市场份额目前很低。

2. 问题陈述
稳定币 DAI 在设计上借鉴了 BitShares 里的 BitUSD，以加密资产作为抵押物，为稳定币
的内在价值作担保。无论是 BitUSD 还是 DAI，都是处于试验阶段的产品，其内在机制尚有许
多值得改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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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为核心的发行机制为例，美元的发行，实行“发行抵押”制度，各联邦储备银行在获
得新增的美元时，必须向美联储提供等于或大于其发行流通的货币数量 100%的合格抵押品，
以及附加担保品。其中大部分抵押品是联邦储备银行拥有的美国国债，此外还有黄金证券、
合格的商业票据、抵押票据、银行承兑票据、合格的州及地方政府的债券。
所有使用中的美元现金，全都由美联储发行，美元实际是美联储创造的一种联邦储备券，
并且在发行时拥有充分的担保，担保品主要为美国国债，国债的价值又由美国政府的信用支
撑，美元的发行是以美国政府的信用为担保。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为了发行美元所需要的成本仅仅是每年 2%左右的国债利息，美元
的发行，不需要发行方（美联储）再提前准备任何资产，否则，发行美元的成本将大大增加，
美元对美国经济活动的刺激能力也将变弱。
基于 MakerDAO 团队的国籍背景，他们在产品设计之初明显参考了美元的货币发行机制，
DAI 实际上是 MakerDAO 系统的抵押券。而 DAI 的发行，依赖于 CDP，CDP 的持有人不仅
需要提前花费真金白银购入 ETH 等加密资产，还需要背负 DAI 的稳定费。这相当于发行美元
既要美国政府提前买入黄金，而且还要凭借黄金储备才能发行国债，付出的成本大增。无论
怎么分析，对于货币发行人而言都是赔本的生意，这种设计从根本上制约了 DAI 的发行量。
因此，如果不从底层设计进行突破，类似于 DAI 这样的稳定币，其供应量不可能获得巨
量增长，在法币托管型稳定币的挤压下，其影响也将逐渐式微，最终局限在一个小众的圈子
里成为一种另类资产，或者被机制更加合理的加密资产抵押型稳定币所替代。

3. 港币的发行机制
美元是通过政府信用发行货币的典型，只有具备强大实力和持续信用记录，能够按期归
还国债本金和利息的政府，才能保证这套货币发行机制的持续。另一种国际上主流的货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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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制，是以其他国家的法定货币（外汇）作为本国/地区货币发行的担保。例如，某种货币
通过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进而间接保持自身币值稳定，此为联系汇率制。在联系汇率制里，
必须以等额甚至超额的美元资产作为发行担保，方能保持该种货币的价格稳定。采用联系汇
率制的法定货币中具有代表性，我们也可能会接触到的，就是港币。
港币发行制度的特色之一是以至少 100%的美元外汇作为其发行准备，具体而言，发钞
银行以固定汇率向香港政府管理的外汇基金交付等值美元，换取负债证明书，然后发行与所
交付美元等值的港币。如果发钞银行想减少港币发行量，就按照固定比率向外汇基金提交港
币和负债证明书，换回等值的美元。
港币发行时基于外汇进行了超额抵押，根据 2020 年 1 月的报告数据，香港的外汇储备
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达到 445,545.0 百万（4455.45 亿）美元，与之对应，发行的港币 M1
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达到 206,626.864 百万（2066.26864 亿）美元。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的
比例达到了 2 倍以上，港币因此具有非常高的安全垫。
如果市场上的美元需求上升，港币贬值，例如市场价变为 1:7.9，发钞银行就会用 1 美元
在市场上购买 7.9 港币，然后用 7.8 港币从外汇基金赎回 1 美元，从中获得 0.1 港币的差价，
完成套利。在这个交易过程中，港币被回收，市场上流通的港币数量减少、需求上升，汇率
也将相应上升。
如果市场上的港币需求上升，例如变为 1:7.7，发钞银行将用 7.7 港币购买 1 美元，然后
用 1 美元从外汇基金购买 7.8 港币（准确说是 7.8 港币的发行权），从中获得 0.1 港币的差
价。这个交易过程中，美元数量减少、港币数量增加、需求减少、汇率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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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过程描绘了港币的联系汇率机制，正因为港币以美元作为担保货币，保证了最广泛
的接受度，这对于香港向全世界保持经济开放，从而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起到了根本的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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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QIAN 2.0 介绍
1. QIAN 的创造依据
港币发行的核心，就是银行在持有外汇资产以后，可以零成本的将外汇资产抵押给香港
政府，换取货币发行的权力；而香港政府向银行赎回港币，也不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双方
只需要规定事先约定好的兑换比例即可。
拥有了这套最小摩擦机制，才能保证港币和美元之间进行无缝转换，从而激发港币的发
行，带动整个香港地区经济的持续繁荣。
真正可能取得成功的加密资产抵押型稳定币，应该参考港币的发行机制，采用联系汇率
制进行设计，由于加密资产具备货币属性但又价格波动较大，因此需要在联系汇率制的基础
上做适当的调整和风控设计，用代币互换的理念设计新型的稳定币。基于这些设计原则，我
们设计了 QIAN stablecoin 系统，以打造一套可以真正被广泛使用的非托管型加密稳定币发
行、回收、管理系统。

2. QIAN 系统的重要概念
QIAN：同“乾”和“钱”。在《易经》当中，乾卦代表天，代表宇宙万物运转的规律，
是最崇高的正向能量和精神。乾卦代表阳气多，阳气强，阳气盛，谓之健。天行健，可以不
停的往前走往外发扬。天这种创造力是因为它永远不停息，乾很刚健，正象征着中华民族蓬
勃向上的发展。遵循这个重要的涵义，我们将首个采用代币互换制的加密资产储备型稳定币
命名为 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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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同“坤”，坤象征大地，承载万物，人们基于土地进行劳动，耕耘，坤象征着人
之治。KUN 是 QIAN 稳定币协议的治理代币，用于对 QIAN 生态治理投票和维持 QIAN 价格
稳定。
QUSD：QIAN 系统发行的第一种稳定币，以美元的汇率作为其定价标准，通过一系列稳
定性调节机制，维持其币价稳定。未来，QIAN 系统还将根据用户的需求，发行对应不同国家
法定货币汇率的各种稳定币，例如 QEUR、QHKD 等。

3. QIAN 的设计理念
QIAN 系列稳定币的发行权，属于每一个加密资产持有者。
参考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QIAN 的稳定币将被视为智能合约对加密资产/代币持有人的
代币交换证明。持有美元的银行，就像持有 ETH 等加密资产和代币的用户；而发行港币的
香港政府，就类似于控制 QIAN 系列稳定币发行和回收的智能合约系统。
持有加密资产/代币的用户，只需要将超额的加密资产/代币锁定到 QIAN 的智能合约，就
可以获得以各国法定货币的价格为参考标准的 QIAN 系列稳定币，QIAN 系列稳定币是一种代
币符号，在法律意义上不具备法偿性，不是法定数字货币，不可视作货币资产，仅是 DeFi
系统的一种价值参考物。
QIAN 的生成和持有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这不同于 MakerDAO 等稳定币的债仓机制，
而是一种货币互换。稳定币 QIAN 被视为智能合约对加密资产持有人的货币交换证明，我们
将这一机制下的智能合约命名为 CSA（即 Currency Swap Agreement，货币互换协议）。
持有 CSA 不同于 CDP，无需支付利息，这样一来，QIAN 的 CSA 就有了长期被持有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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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固定汇率机制
为了维持 QIAN 的价格恒定，熨平 QIAN 代币的价格波动，我们将围绕 QIAN 打造一
个可供套利者交易的市场，通过市场行为来控制其价格稳定。QIAN 将建立一套完善的交易
套利机制，在 Uniswap、Curve 等去中心化交易平台和部分的中心化交易所进行应用。与外
部协议进行联动，通过市场调节 QIAN 系列稳定币的价格，以保持 QIAN 稳定币对法定货币
汇率的稳定。
在特定的条件下，例如当 QIAN 系统的整体储备资产低于一定水平，导致 QIAN 系列
稳定币的市场价格低于其面值，且持续一段时间没有恢复。此时，非 CSA 持有者可通过
QIAN 2.0 的智能合约，使用 QIAN 系列稳定币从系统中按面值赎回对应于市场价格的加密
资产。在二级市场套利之外，有了第二条套利路径。围绕“QIAN 系列稳定币/法定货币”的
套利操作，将使 CSA 的开启/关闭得到有效的调节。

3.2 负利率激励
当 QIAN 系列稳定币对法定货币升值时，意味着整个体系 QIAN 的供应量不足，单位 QIAN
系列稳定币能够换回更多的资产，此时需要促进更多的 CSA 生成，让 QIAN 系统的供应量回
归到正常范围，进而促进币价的回归。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通过引入负利率来进一步促
进 QIAN 系列稳定币汇率的调节。
负利率是调整 QIAN 稳定币供应量的一种机制，为了维持 QIAN 生态的发展和稳定，锁
定加密资产铸造 QIAN 系列稳定币在默认情况下不会产生利息。当系统认为需要激励铸币者
以提升 QIAN 系列稳定币的流通量时，系统会支付利息给新创立 CSA 的用户，支付的利息
以 KUN 代币的价值进行计算，发放的利息也是 KUN。负利率相关的决策在 QIAN 2.0 上线初
期将通过社区治理进行，最终将过渡到由自动化算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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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持有 CSA 无需成本
作为流动性提供者，持有 QIAN 的 CSA 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相反有可能获得来自于智
能合约的激励作为额外收入，这将刺激用户长期持有 QIAN 的 CSA，使 QIAN 系列稳定币有
了被用于各种 DeFi 活动的可能。无需持有成本，QIAN 系列稳定币才有可能真正的参与并促
进开放金融（DeFi）生态的发展过程，与同样无需持有成本的法币担保型稳定币共同发展，
服务不同需求的用户。

3.4 促进 ETH 等加密资产的使用
QIAN 2.0 系统将支持多种加密资产与智能合约进行代币互换，用户持有 ETH 等加密资
产，锁定到 QIAN 的智能合约后，可以用换得的 QIAN 进行各类交易、投资活动。无需抵押
利息，减轻了加密资产持有人的经济负担。
结合 Compound、AAVE、ForTube 等各类 DeFi 货币市场协议，以及日益成熟的去中心
化交易类协议（Uniswap、Curve、Balancer 等），用户将会通过 QIAN 获得超额的投资回报，
也能强化 ETH 等加密数字货币的资产属性，促进更多的人持有加密资产。

3.5 结合闪电贷等新技术，进一步创造收益
目前已知闪电贷（Flash loan）是一项安全的技术，任何拥有资产的智能合约，都可以选
择对外提供闪电贷服务，通过收取一定量的借贷利息，可以利用自身资产增加更多的收益。
目前已经在以太坊 DeFi 生态中出现了闪电贷的聚合类工具，通过将支持闪电贷的智能合约的
流量进行聚合，可提供更强大的闪电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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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 的智能合约将支持闪电贷，锁定在 QIAN 智能合约里的加密资产可以获得额外的收
益，QIAN stablecoin governance committee 将定期的用获得的收益在市场上买入 KUN 代
币，KUN 作为 QIAN 系统收益的价值贮藏载体，将被锁入保存 QIAN 系统收益的智能合约。

3.6 自带使用场景，稳步扩大市场
任何一个稳定币的运作团队，都需要清晰的回答这几个问题：谁是稳定币的用户，稳定
币的使用场景有哪些，如何扩大稳定币的市场占有率？
QIAN 2.0 作为加密资产储备型稳定币的代表项目，拥有清晰的答案：
首先，持有 QIAN 的 CSA 没有利息成本，能够覆盖所有加密资产用户。
其次，由于没有长期持币成本，QIAN 将有可能扩展到 DeFi 的所有使用场景，被各种 DeFi
协议所支持。
第三，QIAN 2.0 的所有权属于 KUN 的全体持币用户，正式上线以后，将通过广大的 KUN
用户群体共同努力，与开放金融各参与方积极合作，逐步扩大市场占有率。

3.7 风险控制
在 QIAN 的设计中，我们遵循如下的风险管理规则：
首先，QIAN 2.0 秉持超额储备原则，用户在使用 ETH 等加密资产生成 QIAN 系列稳定
币时，需要满足一定比例的启动充足率，锁定加密资产的价值与生成稳定币的价值比例至少
要大于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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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了增加 CSA 内锁定资产的安全性，避免在极端行情下产生爆仓，同时兼顾加密
资产的利用率，QIAN 2.0 将根据加密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化速度，引入波动率因子，调控 CSA
的资产锁定倍数。
当价格进行单边上涨或下跌时，波动率上升，系统将上调 CSA 的启动锁仓比例。在市场
较为平稳的时期，波动率下降，系统将下调 CSA 的启动锁仓比例。这种设计将有效的减轻市
场波动对 CSA 锁仓资产的影响，鼓励用户在市场平稳的状态下进行 CSA 锁仓，增加锁仓资
产的安全性。
第三，当市场行情暴跌时，用户的 CSA 充足率会下降，在下降过程中，CSA 有预警状
态和冻结状态两种变化。
例如，某用户持有 ETH 的 CSA，当其储备资产充足率下降到 150%（ETH 的预警线）
附近，QIAN 系统将会提示用户补仓。 此时，如果行情继续暴跌，用户来不及进行补仓，CSA
的充足率继续下降，当低于 120%以下时，智能合约将会冻结用户的 CSA，直到用户补充锁
定资产到安全水平以上才进行解冻。用户在补充锁定资产之前，将不能通过自己的地址发起
对于锁定物的赎回。
由于 QIAN 2.0 支持多种加密资产锁定，用户手头可能持有不同资产的 CSA，不同资产
之间的内在风险不同，因此会有不同的风险控制线，具体的控制标准（预警线、冻结线的具
体数值），将由社区进行充分讨论之后决定。
第四，处于冻结状态的 CSA 可能被清算，允许非 CSA 持有者用 QIAN 系列稳定币按
照所有处于冻结状态 CSA 所生成的稳定币数值赎回冻结合约当中的资产，这部分内容将在
后续平滑套利机制章节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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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QIAN 2.0 版本将会保持在 1.0 版本当中设计的全局债务拍卖机制。极端行情之下，
QIAN 系统内某几种或全部储备资产的充足率可能低于 100%，导致 QIAN 系列稳定币的内在
价值支撑不足。如果此时 CSA 持有人普遍没有意愿补充锁定物，而且底层储备资产的市场价
格在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恢复，这将会在 QIAN 系统形成储备缺口（债务）。在这种情况下，
系统会在整体储备充足率持续低于某一水平，且经过一定的观察期之后，启动全局债务拍卖。
在全局债务拍卖里，系统将解冻由 QIAN stablecoin governance committee 所提供的治理代
币 KUN 并对外拍卖，拍卖所得的收益将用于弥补整个系统的储备资产充足率。相当于 QIAN
stablecoin governance committee 和全体 KUN 的持币人一起，会为 QIAN 系统做最终兜底。

图1

QIAN 的价值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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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QIAN 2.0 的设计优势总结
总结而言，QIAN 的设计优势如下：
表 1 QIAN 的设计优势
QIAN 2.0

DAI

货币互换

抵押借贷制

CDP 持有成本

无成本，潜在正收益

成本中到高

CDP 持有风险

中低风险

中高风险

强，待检验

弱，已暴露

正收益

负收益

强

待观察

完善中

较完善

有

有

DeFi 等各类加密经济活动

主要局限于 DeFi

美元及其他货币

美元

发行机制

抗极端行情能力
抵押资产是否有收益
对新技术的支持
生态支持
是否有最终购买方

目标市场

价格参考的法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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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锁定物管理
1. 加密资产核心配置参数
QIAN 系列稳定币由用户向智能合约锁定加密资产生成，初期的底层资产将以 ETH、BTC
代币、各类加密稳定币等加密数字货币为主，待系统稳定运作一定时期后，将考虑纳入具备
共识的线上线下资产 NFT token 等作为发行抵押物。考虑到 token 类资产的高波动性和高
相关性，将要求超额储备各类资产。
对于每一种加密资产，系统配置的核心参数包括：


市场价格波动率 Voli：由于加密资产的高频交易特性，QIAN 2.0 系统将借鉴目前国
际市场上常见的，反映期权价格波动的指标 RV（Realized Volatility），定义加密资
产 i 的波动率为 Voli。在系统上线初期，Voli 将根据预言机的报价间隔进行更新，稳
定币和期权的概念不同，通过近期的已实现波动率即可有效调控底层资产的风险，
因此 Voli 不涉及对未来波动率的预测。



启动充足率 Qi,0：受到每种加密资产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Qi,0 处于动态的变化中，
在 QIAN 系统上线初期，Qi,0 将根据预言机的报价周期进行更新；
Pledged(i, t)
；
QUSDi



当前资产充足率 Qi,t：Q(i,t) =



最低充足率 Qi,min：资产 i 的 CSA 充足率低于某个比例时将触发冻结；



预警充足率 Qi,alarm：Qi,alarm =

Qi,0 + Qi,min
，CSA
2

低于某个比例时将触发预警，提示用

户为了保持健康的充足率，需要向 CSA 补充更多储备资产，但用户如果不补充，也
能正常进行 CSA 的赎回操作；


最高铸币量：指该类加密资产在系统中所能铸造 QUSD 的最大量；
13

其中，Pledged i 为当前锁定的加密资产 i 总体价值，报价来自预言机，定期更新。
对于特定的加密资产 i，设其可铸币量为 H，则有
0 ＜ H ≤

Pledged i × Price i
2

其中，Price i 为当前加密资产的市场价格（来自预言机）。

2. 系统整体核心配置参数
对于系统整体，核心参数包括：
n
i=1 Qi

QUSDi
QUSDtotal



全局资产充足率 Qtotal：Qtotal =



全局最低充足率 Qmin：初始阶段，要求 Qmin≥90%，后续会通过社区治理流程进行

×

调整。


债务拍卖观察时间 Tauction：当 Qmin 出现后，距离全局债务拍卖开始的时间。

3. 加密资产组合管理
为了避免 QIAN 系列稳定币（例如 QUSD）的价格波动，分散风险，提升稳定性，QIAN
系统将从主流加密数字货币和 token 化资产中选择储备物，选择的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
类型、市值、流动性、波动率、发行主体、发行地区等。
由于 QIAN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人人皆可自由参与铸造 QIAN 系列稳定币。因此，
QIAN 系统的加密资产组合管理是一个弹性较大的组合管理策略，系统并不刻意维持各加密
资产在系统中所占的比率。但是，如前文所述，系统将为不同加密资产 i 设置最大铸币量，
该参数与加密资产 i 的 CSA 开启所需要的充足率相关，低波动性加密资产的最大铸币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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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定性管理
1. 价格波动缓冲机制
1.1 设计理念
当前的主流加密资产质押型稳定币缺少基于波动率指标对平仓和抵押操作进行调整的机
制，导致在面对极端行情时，稳定币系统不能有效缓冲市场波动对于质押资产的影响，在面
临 2020 年 3 月 12 日类似的市场暴跌时，就容易产生质押资产损失，从而影响整个稳定币系
统的均衡性。
因此，在设计 QIAN 系统时，我们综合考虑了价格、波动率和时间等因素对底层储备资
产的影响。同时，不同于波动率因素直接影响定价甚至存续与否的传统金融产品，例如期权。
在 QIAN 稳定币系统引入波动率参数，旨在让资产价格对稳定币均衡性的扰动降低，从而能
够最大化的维持系统的整体均衡。

1.2 波动率指数
QIAN 2.0 将引入波动率指数 Vi，作为衡量底层储备资产波动率的重要指标。
任何资产的价格都会有涨跌，当价格加速上涨或者下跌时，随着回报率的加速上升或下
降，稳定币的底层储备资产 Vi 增加，质押风险逐渐的积累增大。此时通过增加启动充足率 Qi
和暂缓清算操作，可以有效的缓冲价格波动对底层储备资产安全性的冲击。
当稳定币的底层储备资产价格变化速度逐渐趋于平稳，此时 Vi 下降，质押风险得到释放，
通过降低 Qi 和恢复清算操作，可以让发生偏离的 QUSD 价格得以回归。

15

1.3 波动率计算
1.3.1 每日 RealVol
在传统衍生品市场，收益率，或称为已实现波动率（Realized Volatility，RealVol），尤
其是每日间的 RealVol，已被广泛接受作为波动率指数（例如 RVOL 和 RVOV 等）的基础计
算参数。由于加密货币的交易特殊性，需要对传统市场的每日间 RealVol 公式进行再设计，
以作为稳定币储备资产 i 波动率计算的基础参数。
每日间 RealVol 公式从传统的标准差公式开始，并在关键的参数上进行了修改：
年化系数
RealVol 将年化系数设置为一个常数。由于加密市场 7×24 的交易特性，实际的交易天
数应该修正为自然年的天数。由于存在月份的天数变化，最好是有一个近似的常数，而不是
有几种确切的但不同的数值，因此在系统上线初期，我们将年化系数定为 360。
更加易读的表示
RealVol 的结果通常是一个小于 1.00 的值。我们选择将 RealVol 的结果乘以 100%，以
使数值达到更直观的 "法定货币计价 "结构。
例如，一种加密资产回报率的年化波动可能是 0.20。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数字乘
以 100%，报为 20%。RealVol 将把指数值去掉百分号，作为 20.00 来传播。
每日 RealVol 公式

Rt = ln

Pt
Pt−1

其中：
Rt = t-1 至 t 之间的连续复合收益率（Continuously Compounded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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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 自然对数
Pt = 当日 t 时的基准价（"收盘价"，根据预言机报价源确定具体时刻）
Pt-1 = 紧接 t 日前一天的基准价（"收盘价"，根据预言机报价源确定具体时刻）

Vol = 100 ×

360 n 2
R
n t=1 t

其中：
Vol = 日间已实现波动率
360 = 一个常数，代表一年中大约的交易天数。
t = 代表每个交易日的计数
n = 测量时间框架内的交易天数
Rt=按公式计算的连续复利日收益率。
1.3.2 实时 RealVol 公式的设计
由于加密货币的持续交易特性，我们在得出每日间 RealVol 之后，需要进一步计算实时
RealVol，我们将以 30 天为周期，进行实时 RealVol 的计算。
RealVol 每日公式中描述的所有设计元素都与 RealVol 实时公式相同。要将每日值转换为
实时值，需要从 RealVol 每日公式开始，然后合并当前的基础价格和加权方案。这样做可以
在整个交易日内提供连续的更新，并向 CSA 持有者提供有用的实时指示，以实时了解最新的
30 日内，每日已实现的波动性。从本质上讲，即使我们处于新的最近一天（“今天”）内任
一时刻，VOL 也能衡量出 30 天的恒定已实现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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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如果在当天（n + 1）的交易时间已经过了 80％，我们将使用最新的底层资产
实时价格（Underlying Real-time Price，URP）来从昨天的 URP（n）中的对应（80％）部
分计算当前日的收益（n + 1）。然后，取计算周期内的第一天，并将该天的收益率加权 20%
（100％-80％= 20％）。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仍然可以得到 30 天内在任何时间点上实现的
波动率的权重，即使实际上有 31 个回报--第 1 天的权重为 20%，第 31 天的权重为 80%，
第 2 天至 30 天的权重为 100%。
注意：虽然当日的部分回报是自加权的，因此不需要额外的协同因子，但仍然需要计算
当日的自加权部分，以便将适当的剩余权重应用于第 1 天的全日回报。为了计算出当日的权
重，每天的当日时间要取到最接近的一分钟。由于一天有 1,440 分钟，所以在 RealVol 实时
公式中使用当前时间和一天中的分钟数来计算要应用到第 1 天的权重。
当一天的时间等于今天的收盘时间（n+1）时，现在第 n+1 天的权重为 100%，而第 1
天的权重为 0%。因此，由于其权重为 0，原来的第 1 天的收益率从计算中删除。原来的第 2
天现在变成了新的第 1 天，所有其他的日子也被重新编号。RealVol 实时公式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的例子中是中国标准时间每日 0 点收盘）简化为 RealVol 每日公式。在市场收盘后的
瞬间，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交易日，回报率被重新编号，这样又只有 30 个回报率，新的交易日
的加权回报率为第 31 天。
1.3.3 实时 RealVol 公式

VolR = 100 ×

n
360 1,440 − m 2
R1 + R2t + R2n+1
n
1,440
t=2

其中：
1,440 = 一天中的分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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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 今天
m = 从最近一次收盘时间(第 n 天)开始，截至当日的最接近时刻(n+1)的分钟数
R1 = 计算周期内第一天(第 1 天)的回报(从第 0 天收盘到第 1 天收盘)
Rn+1 = 部分回报（使用当前的相关价格和前一天的相关参考价格的回报）。
注：为了澄清，花体 "R"表示部分回报，其他所有回报均为全日回报。
1.3.4 启动充足率 Qi,0 和 Voli,R 的关系
如果不加任何调节因子，始终保持 Qi 为一个固定值（例如 150%），则在市场波动的情
况下，新开仓用户将暴露于极大的风险之中，在拥有了实时波动率因子后，我们可以将实时
波动率的变化值与启动充足率建立如下关系式：

Qi,n = 120% + e(VolR,i,n−VolR,i,n−1)
其中：
n = 当前时刻
i = 特定资产种类，例如 ETH
VolR,i,n = 当前采样点资产 i 的实时波动率
VolR,i,n-1 = 上一采样点资产 i 的实时波动率
设立这一自动化调节机制的目的，是在用户资产利用率与清算风险之间寻求最佳平衡.
上述关系式反映了波动率本身的变化值，及其对 Qi,0 的调节作用。我们将通过 QIAN 系统
的运作对该公式进行持续检验，随着数据的积累，该调节公式也会不断进行迭代。如果发现

19

上述公式存在不足之处，QIAN stablecoin governance committee 保留通过社区治理程序进
行修改的可能性。

2. 加密资产平滑套利清算机制
QIAN 系统将根据 VolR 的值决定是否开启套利机制，系统鼓励在市场波动较低的情况
下进行清算，以减缓市场短期恐慌情绪对 QIAN 系统稳定性的冲击。
在任意时间 t(i)，对于充足率 Qi,t，QIAN 系统会存在以下几种 CSA 状态：


正常合同 CSA(normal)，Qi,t＞Qi,alarm



预警合同 CSA(alarm)，Qi,min＜Qi,t≤Qi,alarm；



冻结合同 CSA(frozen)，Qi,t≤Qi,min；

对于不持有 CSA(frozen)的套利者，其赎回行为可能会导致 CSA 持有人的锁定资产减少。
为了兼顾公平和效率，对于平滑套利清算的参与者而言，其在时刻 t(i)可赎回资产的来源，将
被限制在 CSA(frozen)。
在套利过程中，套利者将从储备资产 i 的整体冻结资产当中套利，具体来说，假设在 t 时
刻，QIAN 系统有 100 个处于冻结状态的 CSA，这些 CSA 一共生成了 100,000 QUSD。此
时，任意一个或 n 个套利者可以用不大于 100,000 QUSD 的清算资金，按照出资额大小，从
清算合约里获得部分/全部冻结资产。在清算过程里，持有 CSA(frozen) 的所有用户都会按其
被冻结资产占冻结 CSA 内总资产的比例分担损失。
所有处于 CSA(frozen)中的储备资产都可以被套利者赎回，为了使自己不受损失，
CSA(frozen)的持有人必须抢先补充自己 CSA 里的储备资产，使其脱离冻结状态。无论是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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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者的赎回操作还是 CSA(frozen)持有人的补充锁仓，都能够有效的提升 QUSD 的资产储备
充足率，让 QUSD 在储备资产不足的情况下尽快价值回归。
这种清算机制的设计既可以促使所有 CSA(frozen) 的持有者补充储备资产，也平滑了冻
结资产的清算速度和数量，尽可能的减缓和减少单个用户所受的损失，因此，我们将这一机
制命名为平滑套利清算。
当 QIAN 系统支持多种加密资产时，平滑套利清算机制将变得复杂。理论上，套利者可
赎回系统中的任何一种符合清算条件的储备资产，各储备资产之间不存在清算的先后顺序。
当套利者赎回加密资产时，系统实时动态呈现各加密资产的可赎回量。套利者在可赎回量的
范围内赎回加密资产，将不会大幅改变整个系统加密资产的分布情况。
各种加密资产的可赎回量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中，当质押资产 i 已经达到最大赎回比例 Ri
后，客观上提升了系统的整体储备充足率，此时质押资产 i 的套利操作受到最大赎回量的影
响而暂停，由于 QIAN 是一个多抵押系统，对其他质押资产的套利活动仍将继续。

3. 债务拍卖
在极端情况下，系统的全局资产充足率 Qtotal 可能不足 100%，如果市场环境持续低迷，
此时的清算套利过程将可能会不顺利，套利者的套利意愿不足。此时，系统内的储备资产价
值不足，将产生整体债务。为了维持 QIAN 系统的内在价值，系统将解锁（unlock）治理代币
KUN 并通过拍卖的形式补齐整体各储备资产的差额，让整体充足率回到安全线以上，恢复
QUSD 在极端行情下的内在价值。
对于债务拍卖的参与者而言，吸引他们参与债务拍卖的原因，是被解锁的 KUN 将以低于
市场价的形式折价进行拍卖，在 QIAN 的债务拍卖中，会引入最大折价率Δr。Δr 的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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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 70%，具体数值将由社区充分讨论后通过投票进行修改。参与债务拍卖的 KUN 总量
为：
KUN total value in debt auction =

Debt balance
Δr

KUN 的拍卖中，起拍价
p(start) =

market price(KUN)
market price(i)

× Δr

拍卖参与者以资产 i 作为报价和结算标的，最终成交价 i(final)为：
i(start) ≤ i(final) ≤ i(market)
拍卖所得的资产 i 将用于弥补系统债务差额，若有剩余，则会锁定到拍卖盈余合约，以
备未来所需。

4. 全局清算
虽然我们长期看好加密资产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正视这样的一个现状：加密资产
仍然处于整体发展的早期，市场暴涨暴跌时常出现，在过往的市场记录中也曾出现过长达数
年的熊市。
虽然 QIAN 稳定币系统有着一系列的稳定机制，但是仍然有可能在发生市场极端行情并
且市场长期低迷的情况下，即使通过债务拍卖也仍然无法弥补整个系统的储备资产充足率。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且持续一段时间，将意味着整个 QIAN 稳定币系统丧失了内在价值的支
撑，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将通过社区治理的流程，探讨是否进行全局清算并且关闭 QIAN 稳
定币系统。一旦社区治理通过了 QIAN 稳定币系统的关闭议案，则将会启动全局清算。
在全局清算状态下，QIAN 稳定币系统将会首先冻结所有 CSA，关闭 CSA 的生成功能，
其次关闭预言机喂价，并且以最后一次预言机喂价的价格作为系统全局清算的参考报价。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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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系统状态再次发生改变，持有 CSA(normal)的用户将能够优先向合约赎回自己的锁定资
产，系统将处理这部分用户的资产赎回操作。在 CSA(normal)的持有用户赎回资产完成之后，
系统内如果仍然存在储备资产的剩余，则将允许 CSA(alarm)的持有用户进行赎回。
在全局清算状态下，用户是否能够拿回全部锁定资产，不受到损失，这是不确定的。能
够全额赎回锁定资产的概率，依次为 CSA(normal)＞CSA(alarm)，不同的底层储备资产的数
量、市价等因素会对赎回成功的概率形成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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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部系统
1. 预言机
系统需要实时获取外部价格以监控质押率的变化，以便及时启动锁仓，控制风险。预言
机为系统提供及时的外部价格信息，包括稳定币 QUSD、治理代币 KUN 及储备代币，以及
充足率 Qi 等关键参数。
在没有成熟的去中心化预言机解决方案时，系统将维护一个喂价地址白名单，该白名单
由社区治理投票新增或去除。每个喂价都包含价格信息和价格有效期，系统从所有有效喂价
中计算出中位值作为最终价格。在有了 KUN 持币人普遍认可的预言机方案之后，系统将会切
换到对应的去中心化预言机，以保证喂价机制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2. 交易平台
当储备资产价格下跌迅速时，系统可能面临暂时性的储备资产充足率不足，根据负利率
机制，系统可能会向用户支付利息；在日常的运作过程中，QIAN 系统也可能会通过闪电贷获
得利息收入。因此，QIAN 系统在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盈余或者亏损，这时，就需要引入外部
交易平台，实现 QUSD、KUN 和储备资产之间的竞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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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统治理
1. 系统参与方
QIAN 系统的主要参与者包括 QIAN 系列稳定币铸造者，QIAN 系列稳定币持有者及治
理代币 KUN 的持有者。系统治理的目的在于平衡所有参与者的利益关系，在一定权衡和取
舍的基础上，维持系统的稳定和持续健康发展。
QIAN 系列稳定币的铸造者在系统中主要承担的风险是储备资产价格下跌，系统锁定后
导致的赎回风险，享受的利益包括获得流动性、价值贮藏、风险对冲等功能。基于对行业中
类似方案的研究，我们认为，在合理的风险范围内，QIAN 系列稳定币的铸造应该是被鼓励
的，这有利于 QIAN 系统的发展，所以我们设计了可调整的利息机制。
QIAN 系列稳定币持有者的核心诉求在于其汇率稳定性，因此我们设计了汇率稳定调节
机制。

2. KUN 治理代币
KUN 持有者将是整个系统最后收益或风险的承担者，平台的管理是通过 KUN 持有者
发起提案，进行投票进行的。
KUN 的总量为 1200 万枚，所有的 KUN 都将通过收益耕作、流动性挖矿、治理锁仓等
特定的形式分发给 QIAN 系统的参与者，KUN 100%属于社区，无团队、无私募、无预挖。
KUN 的具体分发方式将由 QIAN stablecoin governance committee 制定并公布在 QIAN
的官网及治理论坛。如果在项目发展中需要调节 KUN 的分发方案，可通过投票方式进行。

3. 治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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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票选中的提案可以修改 QIAN 平台的内部管理变量，这些变量包括但不限于：


增加新的储备资产



选择可信任的预言机



调整利息



调整闪电贷利率



风险参数：每种储备资产的债务上限、初始锁定比例、可赎回上限、预警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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