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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N 成功“登陆”德意志证券交易所
2021 年 9 月，挂钩波场（TRON）主网代币的 TRX ETN（Exchange-traded Note）将
在德意志证券交易所电子平台 Xetra 挂牌上市。作为全球公链赛道及代币经济生态圈的
领先者，成功入局主流金融市场是 TRON 近年全面推进国际化、合规化发展战略的新里
程碑。
德国是欧盟市场对加密资产业务态度较为积极开放的国家，从立法层面到金融监管均处
于领先地位，且允许银行交易和持有加密货币。德意志证券交易所是欧盟最大的证券交
易所，位居全球前十大证券交易所之列，在欧洲乃至世界金融版图上占据重要位置。德
意志证券交易所在 2020 年 6 月发起全球首个中心化清算的比特币 ETN，为投资者提供
了参与加密资产投资的便捷渠道。
TRX ETN 的上市过程通过了德国监管机构核准和德意志证券交易所严格合规流程审批，
这不仅是 TRX 首次在主流传统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也是继比特币和以太坊之后，全
球著名基金管理公司 VanEck 重磅推出的第三只主流加密资产 ETN，从金融市场角度彰
显了 TRON 走向世界，成功跻身全球三大公链的成就。

宏大愿景：全球结算层及跨链桥
自 2018 年主网启动以来，历经三年的发展，TRON 已拥有超过 5,200 万全球用户，为
目前最受欢迎的公链。TRON 提供了全球近 1/3 的稳定币流通，单日清算超过 60 亿美
元（年初至今）
，为当前传统支付龙头的数倍。根据创始人孙宇晨最新的公开信，TRON
正在构建一个宏伟蓝图，凭借在跨境转账领域的领先地位，将底层协议定位为全球清算
层，并将提供跨链解决方案，为下一代全球支付系统服务。对于全球广大缺乏银行服务
的人口来说，相对于老旧的 SWIFT 系统，TRON 是真正普惠的不二选择。

TRON 代币估值比较：最具提升潜力的主流公链
作为全球最高效、繁忙的公链之一，TRON 已经建立了从底层协议、智能合约到 NFT 与
元数据存储系统的完整生态，尤其在全球稳定币应用上，TRON 自今年 4 月起已超越以
太坊，目前链上流通量达 330 亿美元，一举占据全球 USDT 的半壁江山。同时，TRON
DeFi 锁仓值（TVL）位居全球前三位，年内峰值超过 140 亿美元。根据链上锁仓及转账
活动的相关数据分析，对比其他主流公链，TRX 的合理估值提升空间更大。
图 1：知名公链/侧链的主网代币市值和锁仓值对比（于 2021/8/16）

资料来源：CoinMarketCap、TRONSCAN、DeFi Ll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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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N 代币供应机制：通缩与通胀的时间竞赛
有别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工作量证明共识算法 PoW（Proof of Work）
，TRON 采用了改
良版代理权益证明共识算法 DPoS（Delegated Proof of Stake），主网代币 TRX 的通缩
和通胀前景完全透明，取决于对超级代表、投票节点的增发奖励与链上交易费用所产生
的代币销毁。
在代币供应上，目前 TRX 总存量约为 1,019 亿，根据社区治理奖励决议，每年增发 1.8%
用于超级代表和投票节点奖励, 约 18.5 亿/年或 507 万/日 TRX。
作为全球最具普惠价值的底层协议，TRON 目前的链上交易费率为同业最低。以今年前
七个月为例，TRON 网络日均交易笔数 396 万，每笔交易费率 0.82 TRX，预计今年将
产生接近 12 亿 TRX 的交易费用用于销毁。
根据以上数据测算，预计今年代币实际净增量仅为 0.65%或 6.6 亿 TRX，相比之下，以
太币（ETH）每年供应通胀率为 3-4%。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 TRON 应用场景及海量链上转账量的爆发，今年以来按日计算的代
币供应通缩现象已经逐渐产生，预计今年整体代币供应接近中性。根据以下图表测算，
可以预见无论从持续爆发的链上交易量趋势还是超低的现有费率来看，TRON 都有望成
为第一家或唯一一家进入代币流通量通缩的主流公链。
图 2：每日交易费用测算（百万 TRX）
（今年 1 月至 7 月平均数据作为目前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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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RONSCAN

图 3：TRX 流通量曲线情景

注：假设日均链上交易笔数年复合增长率为 20%；今年 1 月至 7 月交易笔数及费率均值作为预测基准
资料来源：TRON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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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N：全球最大的分布式用户生态网络（Web 3.0）
作为全球三大公链之一的 TRON，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分布式用户生态网络。迄今为止，
TRON 全球账户总数超过 5,200 万，累计交易笔数超过 23 亿，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公链，
今年 7 月 24 日更创下了日增 621,849 个新账户的纪录，显示日益蓬勃的活力与发展前
景。
图 4：TRON 网络日新增账户数及账户总数

资料来源：TRONSCAN

图 5：Twitter 社交平台提及最多的十大加密货币（1 个小时内提及次数）

资料来源：CoinTrends.com

TRON：全球最具普惠价值的主流公链
与比特币和以太坊相比，TRON 区块链提供了一个更低成本、高效率的平台，不仅满足
了智能合约开发者的需求，亦为普通用户参与区块链交易解决了高门槛、资源短缺的问
题，促进了区块链交易的大众化覆盖。相较于比特币及以太坊，TRON 公链的优势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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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经济、快捷、节能：不同于比特币及以太坊采用 PoW 共识算法，TRON 采用 DPoS
算法，出块效率更高，平均出块时间 3.0 秒，而比特币和以太坊分别为 10.5 分钟
和 13.2 秒。高出块效率使用户得以避免比特币和以太坊链上高昂的交易费用（平
均每笔交易费率分别为 15.97 美元及 14.11 美元），TRON 产生的交易平均每笔
只需支付 0.06 美元的交易费。

图 6：日均出块速度（秒）

图 7：日均每笔交易费率（美元）

资料来源：Messari、Etherscan

资料来源：TRONSCAN、Messari、Etherscan

II.

行业领先的活跃用户生态：TRON 目前全球账户总数超过 5,200 万，远高于比特
币和以太坊，其中今年 7 月 24 日新增 621,849 个账户，创下历史以来日新增账
户数的最高记录。活跃地址数方面，TRON 平均日活地址数为 143 万，峰值达到
526 万，而比特币和以太坊分别为 104 万和 54 万。

图 8：日活地址数（千）

资料来源：TRONSCAN、Messari、Ether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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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广受青睐的全球代币转账：今年以来 TRON 日均转账金额为 61 亿美元，与以太
坊的 67 亿美元相近，两者的单日最高转账额亦相近，分别为 257 亿及 283 亿美
元。
交易数量方面，
比特币和以太坊日均交易笔数分别为 27 万和 129 万，而 TRON
日均交易笔数为 390 万，单日最高交易笔数达到 928 万。

图 9：日转账金额（十亿美元）

图 10：日交易笔数（千）

资料来源：TRONSCAN、BitinfoCharts

资料来源：TRONSCAN、Messari、Etherscan

注：除特别指明外，均为今年年初至 7/27 数据

TRON：全球稳定币（Tether USDT）流通之王
稳定币为新型的锚定加密货币，由法定货币等金融资产支持，允许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进
行低成本、
高效率的链上转账和交易。目前 TRON TRC20 协议已经支持 USDC、
USDT、
TUSD 和 USDJ 等主流稳定币链上流通。
USDT 与 USDC 均为法币质押型稳定币，分别由 Tether 与 Circle 发行，目前流通市值
分别约 642 亿美元（USDT）和 272 亿美元（USDC），在全球流通量排名前两位。
基于 TRON TRC20 协议流通的 USDT 凭借透明安全、近零转账费、秒级到账，上链不
到两年就实现增发速度和流通量全球双料第一，并且自今年 4 月以来超越以太坊，目前
流通市值约 330 亿，稳占 USDT 全球流通量的半壁江山。此外，TRC20-USDT 自上链
以来从未发生过任何协议故障，在行业中拥有超群的知名度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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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USDT 在各公链的发行比例（于 2021/8/4）

图 12：USDT 流通量（十亿）

资料来源：Coin98 Analytics

资料来源：TRONSCAN

对 SWIFT 传统支付的降维冲击效应
传统跨境支付为中心化业务平台，流程繁复，准入门槛高，参与者除金融机构外，也包
括各类基础服务中介，其中 SWIFT 协议产生于 70 年代，承担核心协调任务，负责全球
清算系统通信标准和各方信息接送。在科技进步与普惠金融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SWIFT 系统的高成本、低效率及网络安全隐患，从根本上制约了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
相比之下，TRON 协议根植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具有数据透明、不可篡改，清算效
率高（P2P 秒结）
、成本低廉等特点，此外其开放性的全球网络，低准入门槛（数字钱
包）
，更强的安全系数和可操作性，也是 SWIFT 传统清算系统所无法企及的。
图 13：SWIFT 传统跨境支付流程

图 14：区块链支付流程

来源：苏格兰皇家银行

来源：汇丰银行、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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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普惠金融服务而言，目前 TRON 每笔交易平均只需 0.06 美元费用，而传统支付收费
高达 10%，通过银行转账更需数日才能到账，这些系统性缺陷对于第三世界待开发地区，
尤其是大量缺乏银行服务的贫困民众不公。从日活用户地址分布来看，TRON 的全球网
络覆盖全面，尤其欠发达国家用户交易活跃度高，反映了 TRON 真正普惠的优势。
在支付系统安全性方面，SWIFT 沿用早期信息技术架构及标准规范，历史上屡遭网络安
全袭击和资金盗取事件。尤其对于规模较小的银行，缺乏高标准的网络安全防御系统，
成为黑客可轻松袭击的对象。相比之下，作为新一代全球支付系统标杆，TRON 主网自
上线以来从未发生类似安全事件，在短短数年之内，链上转账交易额已远超第三方支付
行业龙头 Paypal（图 17）
。
图 15： 近年 SWIFT 银行系统遭黑客袭击案例（更新于 2016/5）

来源：IssueMakersLab

新一代即时全球支付系统：稳定币转账
相较于流程冗长、手续费高、支付账本复杂的传统支付，区块链支付以稳定币为载体，
提供最简捷、高效率、低成本的普惠转账渠道。
稳定币为对标美元价值的新型锚定加密货币，具有传统法币价值相对稳定的特性，在全
球范围内广泛流通。作为区块链支付的载体，稳定币承担了稳定支付金额价值的功能，
奠定了区块链支付的可行性。技术方面，区块链支付无需多方中心化中介介入，避免了
冗长的流程，交易速度快且 24/7 无间断。
基于 TRON 区块链 TRC20 协议发行的 USDT，已经成为最多用户选择的稳定币。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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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支付同业相比，TRON 网络提供了一个更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平台。在 TRON 上
发起 TRC20-USDT 链上转账仅需消耗少量带宽，而 TRON 每日向已激活的账户提供免
费带宽额度，是最具金融普惠价值的下一代即时全球支付选择。
图 16：跨境支付渠道分类

图 17：TRON 转账协议的降维冲击效应

资料来源：M2P Fintech

资料来源：TRONSCAN、Paypal、Western Union

图 18：相较传统支付模式的竞争优势
西联汇款
TRON

Paypal

Western Union

银行

类别

区块链

第三方支付

P2P 支付

传统银行

跨境转账

0.06 美元/笔 1

5%

视乎金额大小、付款方和收

10.66%

最低 0.99 美元、

款方所在国家、转账速度等

（今年第一季度通过银行

最高 4.99 美元

（如从美国转账至中国的

转账 200 美元的平均成本）

（使用 PayPal 余额或银行

交易费约在 7 美元至 102

户口支付的交易费）

美元区间）

即时

几分钟内

交易费

跨境转账

即时

2-3 天

速度
注：1 今年年初至 7/27 期间平均每笔交易费率
资料来源：TRONSCAN、Paypal、Western Union、世界银行、Investopedia、PaymentsJournal

发展迅速的智能合约和 DeFi 场景应用
作为全球增速最快的公链，除了拥有稳定、可靠的区块链基础设施外，TRON 正在不断
构建多样化的智能合约生态，覆盖 DeFi、存储、NFT 和游戏等赛道，尤其在 DeFi 应用
上，主要应用场景包括稳定币、钱包、DEX 交易所和流动性挖矿等。截至 8 月份，TRON
链上锁仓值超过 100 亿美元，而今年峰值一度超过 14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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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波场智能合约生态精选

资料来源：CryptoRank

图 20：全球链上 DeFi 总锁仓值分布（2021/8）

资料来源：CryptoRank、DeFi Llama、Defistation

老树新枝：去中心化存储网络 BTFS
BitTorrent 起源于 2001 年，植根美国，是全球应用最广的分布式 P2P 文件传输协议。
其用户网络覆盖全球近 140 个国家，设备下载量超过 20 亿，月活用户超过 1 亿，TRON
自 2018 年战略收购 BitTorrent 后，为其注入了区块链、去中心化碎片存储技术，使传
统的 BitTorrent P2P 通信协议获得了新的应用场景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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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BitTorrent 2018 年流量峰值占全球互联网超过 20%

✓ 市场覆盖：140 个国家
✓ 下载量：20 亿+
✓ 月活用户：1 亿+
资料来源：Sandvine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基于 TRON 公链和 BitTorrent 开发的新一代文件系统协议 BTFS，
通过结合区块链技术和代币经济激励，可以有效支持 P2P 内容寻址（URI）交流机制，
提供安全、高效、可扩展的碎片化图像存储系统。

BTTC：Layer 2 扩容跨链解决方案
万众瞩目之下，即将发布的 layer 2 协议 BitTorrent Chain（BTTC）将为 TRON 网络和
其全价值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如 TRON 创始人孙宇晨在公开信中提到的，BTTC 将
响应行业的号召，提供完全兼容以太坊虚拟机的扩容解决方案。在 2021 年 10 月 30 日
正式上链后，BTTC 将为 dApp 开发者提供兼容以太坊、币安智能链和波场的跨链服务，
而 BTT 届时将成为 BTTC 的治理型代币，从而真正具备自身主链。

APENET：艺术家与加密世界的秘密花园
NFT 为今年最受瞩目的区块链新兴应用领域之一，通过建立全球第一家高端加密艺术投
资社区 APENFT，TRON 已经洞悉行业先机并先行布局，而在 NFT 市场高速扩张的同
时，元数据存储的可扩展性和安全性显得尤为重要。相较于链上存储和传统的中心化存
储，BTFS 分布式网络更加低成本、高安全性和高便捷度，是海量 NFT 数据存储的最佳
选择。
图 22：APENET 艺术区块链与元宇宙

资料来源：TRON、APEN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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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加密资产的崛起与 ETF
自 2008 年中本聪发表比特币白皮书，
并于 2009 年产出比特币网络首个区块（Genesis）
以来，比特币已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投资机构的重要投资标的。这些加密货币的起源既
不同于主权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也有异于近年发展的各类央行数字货币，是脱颖于以
去中心化社区为载体的创新数字经济，典型案例如比特币（Bitcoin）、以太坊（Ethereum）。

2008 年金融海啸：全球量化与美元贬值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美联储为首的各大央行持续推出多轮量化刺激政策，同时
以现代货币理论（MMT）为代表的激进货币扩张主义日益盛行，导致全球范围内金融资
产泡沫不断强化。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央行的货币超发愈加明显（图 23），
其中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增长近一倍，同时各类金融资产规模也不断创下新高。
图 23：G4 集团央行资产负债表（万亿美元）

图 24：1 美元等值的黄金重量（毫克）

资料来源：Haver Analytics、央行官方、Morgan Stanley

资料来源：Priced in Gold

在激进货币扩张政策背景下，法币超发现象日益严重，而基于去中心化的共识机制，加
密资产的发行在原则上具有透明的总量控制甚至通缩性质（如 TRX）
。比特币动态调整
的挖矿难度和每四年挖矿奖励减半的机制，保证了其能够从供应机制上对冲通货膨胀，
从而日益受到全球范围内主流投资机构的认可。
布雷顿森林协议解体以来，美元的价值体系日益受到通胀侵蚀，黄金作为兼具商品和金
融属性的特殊投资品种，具有对冲美元贬值的独特功能。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黄金有诸
多局限性，例如不便于携带和储存、流通受到政策管制及无法成为支付媒介等。与黄金
相比，加密货币储存更加安全、流通效率更高，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个人和商家（包括金
融机构）所接受的转账和支付媒介。

全球监管环境与加密资产 ETF
今年以来，加拿大和德国已经相继上市了比特币和以太坊 ETF 和 ETN。然而美国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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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 ETF 市场，却一直缺席加密资产领域，截至 7 月，多家主流基金已向 SEC 提出
十多次比特币 ETF 申请，目前尚无申请获得批准。
ETP 是在交易所上市、份额可变的基金，包括 ETC 和 ETN 两类，挂钩大宗商品、股指
等标的资产收益, 具有低门槛、低费用、交易灵活的特点，近年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流
投资方式，市场高度集中于欧美。全球市场的产品发行数量、资产规模均呈现持续增长
态势，其中 ETF 总体资产规模已突破 9 万亿美元。
图 25：全球 ETF 和 ETP 资产（截至 2021/6）

资料来源：ETFGI

加密资产 ETF 与信托产品的对比
虽然加密资产 ETF 尚未于美国市场推出，但有关信托产品已广受市场欢迎。其中灰度
（Grayscale）管理的比特币信托 GBTC（Grayscale Bitcoin Trust）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比特币信托产品。截至今年上半年，灰度旗下加密资产管理规模达到 312 亿美元，较
2020 年初上涨 1,460%。
由于信托基金产品无法挂牌交易，只能进行二级市场柜台交易，导致 GBTC 缺失 ETF
高度契合底层资产价格的优点。GBTC 长期处于价格偏离状态，尤其自从今年 3 月份以
来持续处于负溢价（即信托价格小于对应加密资产的市场价格）。
图 26：灰度比特币信托 GBTC 的二级市场溢价率

资料来源：YCharts

其他参考资料来源：Howmuch.Net、Xetra、路透社、灰岩国际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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