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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Michael Lee and Antoine Martin（2020）认为比特币，或者更一般的加密货

币被描述为一种新型的货币是一个误解。比特币可能是货币，但绝不是一种新型的货币。

为真正了解比特币，区分“货币（被交换的一种资产）”和“交换机制（资产转移的方

法或过程）”非常重要，因为具有类似比特币属性的货币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在

比特币的定义中，不需要受信任的第三方就能进行电子交易的能力是全新的。比特币不

是一种新型的货币，而是一种新型的交换机制，这种交换机制可以支持多种形式的货币

以及其他类型的资产。

►Scott M. Fitzpatrick，Stephen McKeon（2019）考察了石头货币和依赖区块

链的加密货币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石头货币和加密货币都需要一个统一的、连续的

信息链，以确保价值是已知的、所有权是确定的。研究表明：（1）石头货币是一种典型

的类似于区块链的古老模式，它通过使用社交网络固化的口头账本来创建准确、完整的

通信线路，从而建立、维护、交换和纠正经济关系；（2）石头货币可能是比特币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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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特币并非新型货币

作者：Michael Lee and Antoine Martin，刘真铭，徐雨珊编译

导读：比特币，或者更一般的加密货币被描述为一种新型的货币是一个误解。比特

币可能是货币，但绝不是一种新型的货币。为真正了解比特币，区分“货币（被交换的

一种资产）”和“交换机制（资产转移的方法或过程）”非常重要，因为具有类似比特币

属性的货币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在比特币的定义中，不需要受信任的第三方就能

进行电子交易的能力是全新的。比特币不是一种新型的货币，而是一种新型的交换机制，

这种交换机制可以支持多种形式的货币以及其他类型的资产。

货币与货币交换机制

货币与货币交换机制之间的区别在支付领域并不陌生。例如，国际清算银行（BIS）

的内设机构国际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的报告指出，货币是指要转移的资

产，例如人们钱包中的钱；而交换机制是资产转移的方式，例如将货币以物理方式交给

商人以交换咖啡。

比特币或者更一般的加密货币被普遍地描述为一种新型的货币。例如，BIS 发布的

《2018 年度经济报告》的某一章中“评估了加密货币是否可以扮演货币的任何角色。”

同样，Tobias Adrian 和 Tommaso Mancini-Griffoli（2019）在一份 IMF 有关金融科技

的报告中将加密货币归类为一种货币。

需要考虑的是，比特币在哪个方面是真正独特的：它代表的货币类型或它使用的兑

换机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了两种简单的分类方法，一种用于货币分类，另

一种用于货币兑换机制。

货币的三种形式

本文将资金分为三类：法定货币（fiat money），资产支持货币（asset-backed money）

和索偿支持货币（claim-backed money）。资产支持货币和索赔支持货币之间的区别是

类似于有担保债权（secured claims）和无担保债权（unsecured claims）之间的区别。

这三个类别与 Adrian 和 Mancini-Griffoli（2019）提出的货币类别大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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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货币对应于本质上毫无价值的物品，这些物品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相

信它们会被接受以交换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纸币。印有二十美元钞

票的纸几乎一文不值，但是消费者可以通过交出那张纸来购买咖啡，因为商家认为她可

以用这张纸来购买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由于具有法定货币地位而

不同于纯法定货币。没有法定货币身份的法定货币的例子包括雅浦岛石币（Rai

Stones）。比特币只是法定货币的另一个例子。

Fitzpatrick and Stephen McKeon（2019）的研究探索了 Rai 与比特币之间的相似

性。Rai 被认为是极其珍贵的，但考虑到它们的大小、重量和相对脆弱程度，它们被放

置在一个特定的位置后通常不会被移动。”结果，如果一个 Rai 被赠送或交换，Rai 新

主人可能没有住在它附近。为了确保所有权是众所周知且无可争议的，在社区内部使用

了口头账本，以保持透明度和安全性。”这个口述的账本是通过分享的故事来讲述的。

在社区内部使用口头账本来保持透明度和安全性。”这种口头的账本通过雅浦人分享的

故事代代相传，帮助这个社区记录和交流 Rai 所有权的变化，比如结婚礼物、政治贿赂，

甚至支付赎金。如今人们使用比特币的用途显然不同，但这比特币与 Rai 的记账系统在

原则上执行着相同的功能。“比特币和 Rai 价值和所有权的信息是集体管理的。“这是

一种分布式金融体系，而不是人们更熟悉的、涉及第三方金融机构的集中化体系。”

图 1 考古学家 Fitzpatrick

资产支持货币，如商品货币（commodity money），其价值至少部分来自其支持资

产的价值。金币具有内在价值，因为它可以找到愿意将金属用于其他目的的人。

索偿支持货币的价值至少部分来自某些机构许诺用金钱换取有价值的东西的价值。

例如，无保险的银行存款的价值基于银行做出的将存款兑换为货币的承诺。非金融公司

也可以发行索偿支持货币。例如，咖啡店的会员卡。会员卡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货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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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兑换成有价值的物品。原则上，如果其他人相信咖啡店会在不久的将来兑现诺言，那

么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想要咖啡店的咖啡，会员卡就可以用作其他商品的钱。

三种类型的交换机制

交换机制也可以分为三类：实物转账（physical transfer），通过受信任的第三

方进行电子转移（electronic transfer with a trusted third party）以及不通过第

三方进行电子转移（electronic transfer without a third party）。

实物转账旨在通过物理手段（如纸币和支票）来实现货币转移。这包括用实物货币

交换商品和服务。就纸币而言，如果消费者想用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购买咖啡，他需要

亲自交出。同样，他可以通过支票来付款，该支票将被实际运送到收款人。

通过受信任的第三方进行的电子转移代表了当今的绝大多数电子支付方式。这类转

移涉及一些负责确保转移有效的受信任实体。Fedwire FundsService（联邦储备银行的

注册服务商标）是电子转账系统的一个示例，联邦储备系统代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作

为可信任的第三方。

最后一个类别是不通过第三方的电子转移。比特币和许多加密货币就属于这种类

别。

将比特币归类

为了说明这两个维度上的货币差异，本文建立了一个 3×3矩阵，将货币类型与货

币交换机制类型结合在一起，并为每种组合提供了示例，下表对此进行了总结。

表 1 货币类型与货币交换机制

在美国，许多银行存款均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进行保险，因此，让这些存

款受益的保护不仅限于单个银行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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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受信任的第三方进行的电子转移的款项包括中央银行储备，在美国可以使用

Fedwire 进行转移；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份额，一种由国库券支持的流动性很高的投资；

和无保险的商业银行存款。

不通过第三方的电子转移的资金包括比特币，这类货币没有任何支持，发行者承诺

将在未来提供产品或服务，但承诺的产品或服务不一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这类情况下，

不需要受信任的第三方就可以促进资金的转移。

从上表可以明显看出，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并不是一种新型的货币。比特币或者

说加密货币的真正创新之处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交换机制。这种类型的交换机

制可以支持各种款项的转移。就比特币而言，是法定货币，对于稳定币而言，是由资产

支持的资金，甚至对于像 ICO 代币而言，甚至是未来的服务或产品。而且这种类型的转

移机制还可以支持其他类型资产的转移，例如 CryptoKitties。

原文链接：https://libertystreeteconomics.newyorkfed.org/2020/06/bitcoin-is-not-a-n

ew-type-of-money.html

作者单位：Michael Lee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研究与统计小组， Antoine Martin 纽约

联邦储备银行研究与统计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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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头货币：比特币的古老起源

作者：Scott M. Fitzpatrick，Stephen McKeon，刘真铭 编译

导读：几个世纪前，在密克罗尼西亚西部，亚庇岛的岛民来到 250 英里外的帕劳群

岛，用石灰石雕刻出著名的石头货币，然后将它们运回亚庇，在社会交易中用于交换贵

重物品。尽管这种石头货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货币，但它们的作用与现代货币相似。在

本文考察了石头货币和依赖区块链的加密货币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石头货币和加密

货币都需要一个统一的、连续的信息链，以确保价值是已知的、所有权是确定的。本研

究表明：（1）石头货币是一种典型的类似于区块链的古老模式，它使用通过社交网络固

化的口头账本来创建准确、完整的通信线路，从而建立、维护、交换和纠正经济关系；

（2）石头货币可能是比特币的鼻祖。

背景介绍

密克罗尼西亚西部亚庇小岛的人们在西南 250 英里的帕劳群岛采石大型石灰岩圆

盘时，开创了古代世界最不寻常的交换系统之一——“石头货币”。经过艰苦的旅程后，

石头货币将被运回亚庇，用于与不同的人交换，并在显眼的位置展示。值得注意的是，

在 19 世纪末欧洲人参与这一交换系统之前，石头货币是太平洋地区史前有史以来在公

海上空移动的最大的便携式物体。石头货币被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但考虑到它们的大

小、重量和相对脆弱性，它们通常在放置在特定位置，不会随意移动。为了确保所有权

是众所周知和无可争辩的，亚庇岛上使用口头分类账来维护透明度和安全性。

尽管人类学家对亚庇社会中的石头货币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但鉴于它们与区块链

技术和加密货币有着相似之处，最近又激起了人们的兴趣。这些创新产生于 2008 年，

当时一个化名为中本聪的人将一份名为《比特币：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的白皮书发布

到了一个加密绘图列表上，介绍了比特币的概念。几个月后的 2009 年 1 月，中本聪发

布了启动该网络的软件和比特币加密货币的第一个货币单位，该软件在改变对货币及其

在全球经济中的走势看法的前景这方面令人兴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比特币成为世

界上最广泛认可和最有价值的加密货币，从而导致了许多其他在在线市场上交易的加密

货币的发展。

比特币是中本聪发布的一种独特且具有开创性的区块链技术，并且是一种全球性

的、去中心化的支付系统。新比特币的创建源自一个称为“采矿”的过程，在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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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的单位被创建为对组装有效的交易“块”的奖励，该交易被网络接受并过账到

共享账本。一旦创建了新区块，成功的矿工就可以索取加密货币单位和相关的交易费用，

然后可以将其交换为其他货币、产品或服务。

区块链本身是一种记录保存服务，通过使用拥有强大处理能力的计算系统来建立、

维护和保护。挖掘者重复地将新的事务分组成块，并通过节点网络进行传输，从而保持

链中给定块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虽然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似乎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其背后的前提却植根于古老的

过去，涉及到传统形式“货币”的生产、移动和使用，其中最明显、最突出的就是石头

货币。比特币和石头货币的制造和价值都基于许多相同的原则，因此本文认为后者可能

是前者的灵感来源。

有趣的是，在计算机发明之前，共享账本被用来追踪石头货币的所有权。然而，由

于口头分类账有规模限制，人们已经开始依赖于独立的、集中管理的分类账来跟踪当今

社会的资产所有权。比特币的兴起代表了技术的进步，使得在一个可信的分布式账本上

再次追踪所有权成为可能。不仅仅是局限在一个狭窄的地理社区内，而是将全球与一个

单一的经济记录系统联系起来。

本文将综合口头传统、民族历史记录、考古数据和现有文献来描述石头货币起源的

历史、亚庇岛民赋予石头货币价值的方式、所有权是如何获得和维护的，以及价值是如

何分配和保存在社区分类账中的。然后，本文将研究为什么石头货币的制造和使用是加

密货币和区块链的一个类似物。正如文章所展示的，石头货币和比特币的开发、运输和

维护过程需要合作伙伴之间进行复杂的谈判，以实现访问权、节点之间的“硬币”移动

以及在所有相关方都知道的“块”内放置所有权。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强调了比特币和石

头货币之间的关键区别，其中一些差异导致了石头货币体系的崩溃，这对加密货币起到

了警示作用。

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基础

区块链是一个数字记录保存系统，利用计算机建立、维护和保护分类账。比特币是

由矿工生产的，他们通过解决一个困难的“数学难题”来验证新的交易，重复地将它们

分组成块，并通过接收和验证信息的节点网络进行传输。在这个过程完成后，比特币的

所有权被数字化地巩固到系统中并得到保证，其他用户不可更改。相反，诸如银行系统

之类的集中式设计在内部分类账上记录交易，将其数字记录到主服务器上，并使用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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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作为故障保护措施。

集中式系统的一个缺点是，由于数据是在多个单独的分类账中维护的，因此分类账

不能实时同步，所有真正的所有权平衡状态会延迟披露。例如，当一张支票在一家银行

存款，但该支票是从另一家银行的账户提取的，清算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在此期间，

各银行基本上都在核对各自的分类账，以便过账资金转移。如果支票是在资金不足的账

户上开出的，则需要撤销交易。此外，集中式系统要求账户持有人和保存中央所有权记

录的实体之间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在美国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世界其他地

区的经济活动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摩擦。

分布式计算系统易受故障影响的方式通常是拜占庭容错（BFT）。根据一些学者的观

点，计算机系统中的各种组件可能会发生故障，但也可能在没有任何可见问题的情况下

继续运行。这可能会导致不同用户看到与连接到网络的其他人完全不同的问题，最终导

致失败。总的来说，区块链的优势在于：（1）交易保持链中每个区块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允许市场参与者信任所有权分类账，即使他们不信任其他参与者；（2）区块链消除了第

三方干扰、集中和备份问题；（3）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区块链可能以象征性的费用完

成交易。那么货币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亚庇的石头货币和加密货币与历史上已

知的其他货币工具有着根本的不同？

“钱”的出现

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在积极研究货币在过去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为什么出现

的，以及与金融化概念有关的问题。虽然对于货币在不同社会中出现的根本原因存在一

些分歧，但许多人有人提出，货币发展是个人向土地所有者或其他控制资源的人偿还债

务的更有效手段（Graeber，2012）。

经济理论认为，货币满足三个基本标准：交换媒介、价值储存、价值计量。交换媒

介可以解决“需求的双重巧合”问题，即只有当两个参与者都渴望对方拥有的商品或服

务时，贸易才发生。价值存储是指金钱保留时间的购买力，以便以后可以可靠地用于购

买商品或服务的能力。最后，价值计量是指货币单位以面额作为相对价值的量度。那么，

石头货币和比特币如何在这些经济参数内适应货币的出现和定义方式？

在太平洋岛屿如同在许多其他社会一样，“钱”是从当地可获得的、但相对稀少的

资源中开发出来的，这些资源被分配价值并用于交换。太平洋地区一些常见的货币包括

带刺牡蛎和珍珠贝。但必须指出的是，带刺牡蛎和珍珠贝并没有演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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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两种截然不同的“货币”——石头货币和比特币——

会使用类似的方法来追踪所有权？分布式账本通常用于解决与信任相关的问题。鉴于亚

庇居民无法实际拥有石头货币，只有当所有人都相信经济系统的所有参与者都有效地就

所有权记录达成一致时，才会认为它是有价值的。它不是不记名资产，所有权完全通过

分类账确定。同样，比特币也常被称为“不可信任的”的货币，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在

最近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期间出现的，当时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任度处于历史低

点。正如本文在这里所描述的，石头货币和比特币之间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这可能

与小岛屿社会有效管理信息传播和使用现代技术的能力有关。

石头货币的制造和交换

几个世纪以来，亚庇岛上的居民前往帕劳群岛，从岩石岛上的洞穴和岩石中开采石

灰岩。尽管由于帕劳和亚庇的各个遗址都缺乏考古调查，人们还不完全知道何时开始生

产石头货币，但据观察，在 18 世纪末以前，亚庇已经出现了石币生产（Fitzpatrick，

2003）。

石头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形状、大小、质量、花费的精力、运输方法

以及与其制造和所有权相关的个人。从本质上讲，每个石头货币都有一个谱系，如果围

绕它们的生产过程具有一定的意义，那么较小的碎片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

一旦石头货币被带到亚庇并建立所有权，它将被放置在特定的位置，例如房屋或住

所的前面，或者沿着舞场，并永远留在那里。因为生产石头货币的石灰石非常重，也非

常脆弱，所以即使所有权发生变化，石材也将保留在原地。这个意思是，当石头货币因

为任何原因被交换时，社区必须通过口头方式保留一个分类账，以确保报告了新的所有

者，并且其他人不会对所有权提出异议。本文将在下面的小节中更详细地研究这个过程。

区块链：古代和现代的推论

在研究亚庇的石头货币是如何产生、记录和交换时，比特币和区块链有许多推论。

在这一节中，本文分析了几个方面的相似之处：（1）稀缺性；（2）仅通过工作贡献产生

的新单位；（3）资源强度；（4）通过公告进行转让；（5）分布式、透明的所有权分类账；

（6）不需要实物所有权；（7）规模挑战。

（1）稀缺性

由于供应时间表是通过代码预先设置的，因此不能随意生成新的比特币，更不能单



11 / 16

No.202013

方面更改。在撰写本文时，大约有 1700 万个比特币存在，预期最大数量将是 2100 万。

总供应量的上限造成了短缺。比特币通过协议限制了通货膨胀，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可以

看到这些限制。类似地，供应新的比特币也受到限制。限制不是通过数字协议施加的，

而是通过物理方式施加的。类似于亚庇岛上没有石灰石，如果要创造新的石头货币，需

要经过公海到邻近的帕劳去寻找石灰石，并需要体力劳动。

（2）产生新单位

曼昆将法定货币定义为“由于政府法令而被用作交换媒介的没有内在价值的货币”。

在法定货币体系中，中央银行管理着货币供应的扩张和收缩。相比之下，石头货币和比

特币的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完全是通过工作贡献产生的。在石头货币的例子中，手工劳动

被要求航行到帕劳，用工具雕刻新的石灰石，再返回亚庇。同样，比特币的新单位只通

过采矿过程铸造，这需要不同种类的作品的贡献。比特币的矿商提供计算资源来验证和

发布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易。

比特币的交易是由市场参与者宣布的，当市场参与者宣布比特币交易时，它们进入

了一个被称为“内存池”的存储池。每笔交易都可以看作是拼图的一部分。矿工的任务

是将内存池中的一部分碎片组装成一个完整的拼图。总体而言，在找到解决方案之前通

常会进行数万亿的猜测（即哈希）。

现存的所有比特币都是通过采矿过程创造出来的。在石头货币和比特币两种情况

下，都存在贡献工作的激励机制。对于石头货币，亚庇矿商的费用或报酬可以是有形的

（石头货币、不同的商品）或无形的（例如在社区内的地位提升）。对比特币来说，主

要的经济激励是区块奖励——小部分新的比特币被铸造出来并奖励给完成区块的矿工。

（3）资源强度

基于上述框架，很明显，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形式的基于共识的账本都需要巨大的

操作能力。亚庇的形式依靠人力建造船只航行到帕劳，与帕劳部族或酋长谈判获取石灰

石，雕刻石头货币，建造石码头、平台和其他建筑特征，以方便石头在采石场内外的制

造和移动，然后使用某种船艇携带石头货币回家（Fitzpatrick，2003）。这需要数月的

计划、大量的劳动力和大量的能源来完成这一过程。今天的数字区块链也是如此，它需

要巨大的计算能力来创建和验证新的加密货币单位以及其他辅助考虑因素。

（4）价值交换的方式

大多数资产的所有权转移，无论是支票账户中的美元，房屋所有权还是股票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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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都是通过给单个中介机构的消息执行的。例如，写支票是发给银行的付款消息，该

银行是控制银行余额的分类账的所有者。相比之下，石头货币和比特币内部的价值转移

需要向参与者网络发送消息，而不是向中央协调人发送消息。在石头货币和比特币的系

统中，第三方在点对点交易中被移除，而价值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被转移。

（5）分布式分类账

比特币和石头货币之间最显著的相似之处可能是使用分布式账本记录所有权。这是

比特币网络中的区块链账本，也是亚庇所有村民共享的口头分类账。分类账有多个副本

可防止篡改，并允许所有参与者就所有权问题达成共识。在比特币网络中，“节点”保

留分类账的副本，以验证和中继新交易。

透明度是该系统的关键特性。对于亚庇来说，石头货币在住宅建筑前和沿着舞池的

明显位置和显著展示为村民和其他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以验证其质量和其他特征样

本，系统内的任何人都可以知道和观察整个交易历史，从而实现可审计性。

（6）不需要实物所有权

当人们第一次接触比特币时，一个常见的反应是质疑没有物理形式的东西是否有价

值。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赋予各种无形商品价值，例如可口可乐的秘方或谷歌的搜索算

法。但这些都是产生现金流的资产。商品和货币工具通常允许实体拥有，因此比特币在

这方面就显得新奇。然而，石头货币提供了一个古老的例子，即在不需要实际占有的情

况下为货币工具分配价值。

有实物证据表明，潜水员在亚庇水下发现了几块石头，表明可能有一个巨大而重要

的石头货币在被带到岸边的运输过程中无意中从船只上掉到海底，有趣的是，亚庇仍然

允许这个石头货币进入货币供应。石头是放在小径上、住宅附近还是海底都无关紧要，

因为所有权不需要实物占有。就落水的石头而言，实物占有是不可能的，所有权通过分

布式口头分类账进行维护。

（7）规模挑战

比特币网络面临的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挑战是它的规模不够大（Croman，2016）。每

个块的大小都有限制，这限制了可以处理的事务量。目前正在开发该问题的解决方案，

但解决方案需要更改原始协议中指定的块大小，或者需要附加层来处理更多事务。详细

的技术解释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 Glazer（2018）的文章中找到

问题背景和建议解决方案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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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异

（1）可分性

区分比特币和石头货币的一个特点是，比特币能够被分为八个亚单位，而石头货币

不能。这就是为什么石头货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而是一种必须保持完整才能保持

其价值的有价值的交换品的主要原因之一。

（2）新货币发行

虽然新货币单位的产生完全是通过工作贡献来完成的，但新币的分配却不同。如前

所述，亚庇雕刻家们的工作得到了回报，但却没有得到全部的新货币。另一方面，比特

币矿工在解决区块后便获得了新货币的全部区块奖励。值得注意的是，矿工向他们无法

解决的许多区块贡献了工作，从而增强了网络的安全性。

（3）匿名性

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显著区别是匿名性。比特币所有者的离线身份受到以下事实的保

护：钱包地址由一长串数字和字母而不是名称来区分，市场参与者无需透露真实身份即

可持有和进行比特币交易。但在亚庇，以匿名行事是不可行的，所有人的身份对于所有

村民都是可见的，以此维护透明度和安全性。

（4）一致性

所有比特币都是可互换的。换言之，它们是相同的，具有统一的特征。另一方面，

石头货币在几个维度上是不同的。例如，虽然较大的石头货币一般都很值钱，但较小的

石头货币通常是用石头和贝壳雕刻而成的，而不是用金属工具雕刻而成，这也会对其价

值产生影响。石头货币的其他方面，如石头的质量、形状等，也会对确定其价值产生影

响。

石头货币的教训

在 19 世纪末欧洲人正式接管亚庇后，发生了两大变化，最终导致石头货币这一货

币体系的垮台。首先，欧美贸易商带来了现代技术，这些技术放松了对创造新货币单位

的许多限制。更大更先进的船只使帕劳和亚庇之间的运输更加容易。现代雕刻和其他工

具简化并加快了新的石头的生产，最终结果是通货膨胀率飙升。以对未来价值的预期失

去信心为特征的高通货膨胀率在历史上损害了许多货币，石头货币就是一个例子。其次，

德国人和日本人使用自己的货币，导致亚庇人最终对石头货币的价值失去了信心，而信

心在运转良好的货币体系中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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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的特点则是设计上的通货膨胀有限。新比特币的产生是为了鼓励矿工贡献劳

动，但其产生速度大约每 4年减半，最终在 2140 年的最高供应量为 2100 万。随着区块

回报的下降，交易确认的成本将越来越多地由交易双方通过费用来承担。

比特币也不易被第三方没收。这种特性在于比特币分类账的不变性。如果不控制 5

1%的网络，就无法改变比特币分类账。但控制 51%的网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控制

私钥的一方就能够保持对资产的控制。在业主自行保管私钥的情况下，外部集团不可能

使所有权失效，如银行账户被“冻结”。

结论

亚庇的石头货币在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巨石不仅是奢侈和独特的便携式文

物，而且它们是交换贵重物品的媒介，需要大量劳动和能源来生产和运输。此外，虽然

石头货币只是在太平洋和其他地方使用的许多其他类型的交换媒介之一，但它是独特

的，因为所有权是通过口头分类账传递的，以确保透明、提高效率和建立交换系统的完

整性。正如本文所讨论的，这些都是支撑石头货币和加密货币使用的区块链技术的原则。

本文概述了区块链的运作原则，以及将石头货币视为类似于现代加密货币的几个维

度。在许多方面，两种货币单位的创建、交易和记录过程是相似的，这表明比特币和底

层区块链技术背后的概念源自古代。虽然这些都是独立发明的案例似乎是合理的，但可

以说，中本聪在《白皮书》中提出的想法部分是基于他们在传统社会中观察到或阅读到

的东西，其中亚庇的石头货币可能是最明显、最著名、最可能的例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石头货币的生产逐渐减少，特别是不同的殖民行政当局执行自己

的规则和政策，引进现代货币，并在战时将村民转移到其他地方，这使得所有权的转移

成为空白。虽然石头货币不再用于日常交易，而且以前对个人石头货币的所有权现在基

本上不为人所知，但它却有意义地提醒人们，一个较小的岛屿社会是如何为监测物品的

所有权和交换制定了一种不寻常但有效的手段的。

尽管围绕石头货币的制造过程并不完全类似于那些现代加密货币的制造过程，但它

们仍然是我们所知的最接近、最明显的古代模拟。鉴于这些独特的关联性，石头货币可

能是比特币白皮书的概念先驱，该白皮书介绍了一项现代发明来解决类似的社会问题。

在这方面，由西北太平洋一个边远小岛社会的居民建立的涉及石头货币的古老而复杂的

兑换系统，很可能影响了世界上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及其第一种加密货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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