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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 DeFi 协议都需要价格数据，特别像稳定币、期货等合约资产，需要价格进行清算。价格是 DeFi
的核心风险，因此本文提供的价格预言机方案，对 DeFi 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1. 价格 oracle 的挑战
目前 DeFi 常用的价格预言机，一般由“可信”节点采纳中心化交易所的价格，以数据的形式上传到链
上，供 DeFi 调用。此方案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价格没有进行有效验证。有些 DeFi 采用去中心化
交易所的价格，但由于交易深度低，很容易被攻击。是否存在一种对价格进行直接验证的预言机，能保
证价格准确、及时，且攻击成本极高？同时，该方案是分布式的，即不存在中心化的风险。总结起来为
以下 5 点：
1）价格具备准确性：能真实反应市场价格
2）价格具备灵敏性：对市场价格的反应足够快
3）价格具备抗攻击性：扭曲或者影响真实价格的成本极高
4）对价格进行直接验证：且验证者是任意第三方，同时不需要审查或门槛
5）报价系统是分布式的：不需要审查或门槛，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

2. NEST 的解决方案
NEST 提供一种创造性方案，包含抵押资产报价、套利验证、价格链以及 BETA 系数等模块，组成一个
完整的 NEST-Protocol。以以太坊网络为例， NEST-Protocol 的示意图如下：

1）角色定义
NEST-Protocol 中的参与者定义如下：
报价者：协议中提供报价的参与者，包含报价挖矿的矿工以及成交并报价的验证者。

A 矿工：提供报价并支付佣金获得 NEST（ERC-20Token），矿工的集合记为 O，任何人都可以
成为矿工。
B 验证者：如果某个报价偏离市场价格，验证者可以以该价格与报价资产成交，从而获得收益。
验证者在成交的同时，需要强制报价，该报价不用支付佣金也不参与挖矿。验证者集合记为 A，任何人
都可以成为验证者。
价格调用者：调用 NEST 提供的报价并付费的合约或账户称之为价格调用者，价格调用者的集

合记为 C，任何合约和账户都可以成为价格调用者，一般为 DeFi 协议。
2）报价挖矿及价格验证
以 ETH/USDT 为例，某个矿工 o 打算报价 1ETH=100USDT，他需要将报价资产 ETH 和 USDT 转入
报价合约，规模为 xETH 和 100xUSDT，支付的佣金为 λxETH，按照支付的佣金规模参与挖矿，获得
NEST。整个过程完全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矿工，且价格和规模由其自主设定。
矿工 o 将资产和价格提交到报价合约后，任意验证者 a 认为该价格有套利空间，便可以按照 o 的报价

1ETH=100USDT，成交掉 ETH 或者 USDT。这一机制，保证了报价要么是市场上的公允价格，要么
是报价者认可的等效价格（即在 o 看来，1ETH 和 100USDT 是等价的，所以无论验证者成交哪种资
产都是无差异的），这一过程即价格的验证期。从本质上讲，报价矿工在验证期内提供了一个看涨看跌
的双向期权，执行价格即为其报价，验证者如果发现存在套利机会就执行该期权。因此，矿工要最小
化自己的成本，就需要报出在验证期内最不可能被成交的价格，这意味着矿工报价对未来价格有一定
预测和发现功能。对于验证者而言，是否套利（执行期权）取决于报价与市场均衡价格的偏差大小，
我们将验证者采取行动的最小偏差称之为最小套利空间，这一数值取决于验证周期的长短和交易成本。
报价挖矿的过程用公式表达如下：报价者 o 报价 p，即 1ETH=pUSDT，资产规模为 xETH，则对应
USDT 数量=x*p，
参与挖矿的佣金规模为 w=λ*x，验证者 a 可以以价格 p 成交 xETH 或者 x*p 的 USDT。
3）价格验证期
从报价时间算起，任何一次报价的验证期都是有限的，记为 T0，它决定报价者承担风险的周期和价格
的灵敏度。验证期过后，没有成交的报价称之为生效报价，包含价格和报价规模（p，x）两个变量，
生效报价形成 5）所说的区块价格；而被验证者成交的报价则不被采纳，如果某个报价有一部分成交，
则剩余部分也是生效报价，即（p，x’）。价格验证期过后，报价者的剩余资产以及被成交的资产可以
随时取回。
验证周期影响矿工的报价成本和价格准确性，时间越长，期权成本越高，对未来价格的预测越困难，
按照当前 DeFi 对价格的需求以及主流资产的波动率，将 T0 设计成 10 分钟或者 5 分钟都是合理的（可
以根据以太坊网络性能和验证者的规模优化调整，最佳的当然是 1 分钟以内了）。注意，一个价格度
过了验证周期，说明该价格与当前市场均衡价格之间不存在套利空间（由 T0 和交易成本决定最小套
利空间的大小），从而近似代表当前价格，因此 T0 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价格的延迟。
4）价格链
根据上面的约定，验证者在对某个报价者价格成交后，需要强制报一个新的价格（可以理解为，验证
者销毁了一个报价，就需要留下一个新的报价）。如 a1 与某报价者 o 的价格 p0 成交（o 的报价规模为
x），他需要同时报一个价格 p1 到合约内，其规模为 x1，即需要将 x1 个 ETH 及 x1*p1 个 USDT 打到合
约中，但此时不必再支付佣金，也不参与挖矿。如果有套利者 a2，与 a1 的报价成交，他就需要报价
p2，其规模为 x2，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以 TO 为最大报价时间间隔的连续价格链：p0—p1—p2...，
报价资产链为 x—x1—x2...
5）区块价格
NEST 预言机的价格是按照区块记录的，每个区块形成一个价格，由该区块内生效的报价按照一定的
算法生成，该价格称之为区块价格或者 NEST-Price。假设某一区块的生效报价为（p1，x1），
（p2，x2）
（p3，x3）…则该区块价格 P=∑pi*xi/∑xi，如果该区块没有生效报价，则沿用上一个区块价格。

6）价格序列与波动率
以太坊网络的每个区块对应一个 NEST 价格，从而形成价格序列。价格序列拥有重要意义，包含：
A.

提供均价供 DeFi 调用，包括连续 N 个区块的算术平均价格，Ps=∑P/N；或者连续 N 个区

块加权平均价格 Pm=∑P*Y/∑X，其中 X=∑Xi，为上述生效报价。
B.

提供波动率指标供大部分衍生品 DeFi 调用，如连续 50 笔报价的滚动波动率，或者 DeFi 自

定义的各种波动率。
C.

其他统计量。

7）抗攻击算法
如果调用 NEST 价格的 DeFi 资产规模较大，可能存在攻击者。攻击者篡改某个正常报价 p0，将其改
为 p1，或者攻击者恶意成交，以期望价格一直不更新（因为价格一旦被成交了就无法采纳并更新）。
攻击者愿意牺牲掉 P1 与 P0 的价差，以换来更大的收益，这样价格机制就会失效。那么，NEST 如何
防范此种攻击？
我们通过提高攻击者的成本来防范攻击：
首先，价格链本身就是一种抗攻击机制，即攻击者攻击完价格后必须留下一个价格以及该价格对应的
资产。这意味着攻击者攻击后，要么留下正确的价格，要么留下一个套利空间，市场上必然会有验证
者来套利并修正报价。
其次，为了放大攻击者的成本，对所有验证者的报价规模进行如下安排：验证者成交的规模为 x1，则
其同时报价的规模 x2=βx1，其中β>1，即验证者必须以一倍以上的规模来报价。我们以β=2 为例，
初始报价为 x=10 个 ETH，则全部成交的情况下，x1=20，x2=40，x3=80...以此类推。攻击者要么暴露
给市场极大的套利机会（规模以级数上升，这种攻击几乎是无效的），要么依据市场价格不断动用极高
规模的资产进行自成交，以延缓价格被采纳的机会。
目前在 ETH 上每个区块最多可以报价 20 笔，报价也是分布式随机进入，如果假设每个区块有 1 笔报
价，报价规模为 10 个 ETH，T0=5 分钟，那么通过攻击，使得 NEST 在一个小时内无价格更新，需要
动用的资产规模将接近 2^12*25*10=100 万个 ETH。如果β=3，则该数据趋近于 ETH 的数量极限，
这种抗攻击性是任何中心化交易所都做不到的。
8）激励及经济
矿工通过支付 ETH 佣金，以及承担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来获得 NEST；而验证者则基于价格的偏差计
算直接的获利，并承担成交报价的风险。因此对验证者而言，其成本收益相对较为清晰。对矿工而言，
其报价挖矿的模型需要相应的经济学基础。
我们将矿工贡献的所有 ETH，记为 X，定期（一般按周）全部返还给 NEST 持有人。该过程构建了一

个自动分配的模型，从而使得每个 NEST 具备了内在价值，该价值在链上可证。但仅仅依靠报价挖矿
者的 ETH 是不足以完成逻辑的闭环的，这就回到我们构建价格预言机的初衷：链上的价格事实对所有
的 DeFi 产品都是根本需求，是 DeFi 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因此任何 DeFi 开发者或用户在调用
NEST-Price 的时候，都应该支付相应的费用，此部分收益记为 Z。因此 NEST 对应的价值记为 X+Z。
而从总体上来说，获得 NEST 支付的成本为 X，即 NEST 从总体上是创造了价值的。
可以理解成 NEST 的整体价值大于整体成本，但对于每个矿工而言，它的成本是不确定的，这里就存
在交易的可能，不同成本的 NEST 所有者在整体价值大于整体成本的背景下，进行买卖交易，从而达
到均衡，这种均衡类似于股票市场的均衡。
NEST 系统的所有 Token 全部由挖矿产生，不预留或者预挖，产生 NEST 的所有成本全部返回给 NEST
持有人，NEST 只是用于激励。NEST 模型实现了完全的去中心化，不对任何人设置门槛，其特点与
比特币类似。NEST 协议升级采用 DAO 的方式，即提案者发起，社区投票，按照一定比例通过并运
行，该比例一般为 51%。

3. NEST-Price 的应用
当我们拥有了链上价格时，依赖于均衡价格的 DeFi 产品便可以设计了，在这里我们简单列举几类：
1）均衡币：一种通过超额抵押，以及市场套利机制形成的代表了经济均衡的数字资产，该资产代
表了价格之间的均衡兑换关系。均衡币可以视为链上的计价单位，由 Token 生成合约，套利机制及反馈
修正机制组成，除了其风险收益结构比较稳定外，其重要意义在于：首先是完全内生的经济单位，跟随
整个公链如以太坊经济体变化而增加或减少；其次是在链上可证，且风险收益结构不同于 ETH。
2）去中心化交易：传统的去中心化交易以点对点报价撮合为主，此方向不正确，因为现代交易所
的核心是双边拍卖，对报价双方的价格强制排序和强制成交，这涉及的计算与区块链当前共识计算的机
制不匹配。有意义的去中心化交易应该是自由做市商制度的，即对于报价的双向强制接纳，且做市商可
以是任意参与者，这一点在我们的报价机制里可以完美的实现。
3）自动结算型抵押借贷：由于拥有了链上价格，涉及到平仓或者自动结算的借贷合约，即可引用
该价格完成某些约束条件的触发。
4）期货：一种分布式期货的模型，类似于均衡币，引入任意第三方的清算，能够放大对远期交易
的交易规模，或者直接捕捉交易价格波动的收益。这在之前是不可能被设计出来的，一般意义的期货都
需要中心化机构进行强制平仓等，但分布式期货不承担中心化风险。
5）波动率产品：基于对均衡价格的波动率设计的衍生品，用来对冲或者平滑衍生品风险，由于有
链上均衡价格序列，这一产品也成为可能。

以上仅以金融领域最基础的产品为例，通过 NEST-Price 的导入，实现了完全去中心化的金融产品设计，
且不同于最简单的点对点的交易。由于有全局变量的引入，整个 DeFi 便进入快车道。至于为何 DeFi
需要全局变量，这是因为金融本质是一般均衡的，而非局部均衡，不是简单的局部供给需求关系决定，
需要基于全市场的套利机制完成有效定价，不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因此简单的点对点交易并不能解决根
本的金融问题，而既不承担中心化风险，又具备一般均衡特征，就需要类似价格序列等全局变量了，这
一变量不能中心化的引入，因此我们的预言机方案是整个去中心化金融领域的根本性基础设施。

4. NEST-Price 的引用风险
和一切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一样，NEST-Price 不可能没有风险，这里对 NEST-Price 的引用风险做出
简单的描述，当然可能存在其它未被描述到或者认知到的风险：
1）由于最小套利空间的存在，对于价差精度要求极高的金融服务，在使用 NEST-Price 时，可能会
出现一些风险，在设计上需要做出一定的补偿。
2）市场套利机制的深度不够，即套利者不充分，明明存在巨大的机会，却没有人理会。这是需要市
场接受度和认知度的，是行业发展深化的问题。
3）虽然无法攻击价格，但可以通过攻击 NEST 来间接攻击价格机制，比如占有 51% 以上的 NEST，
然后对重要参数进行修改，使得报价机制失效。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对关键参数限定来防范，同时提升
NEST 市场规模，使得 51% 攻击难以实现。
4）代码漏洞或外部重大变化的风险，如果以太坊底层代码、NEST 系统代码出现漏洞，或者外部环
境发生较大变化，会对价格调用者造成影响，这可以通过链上治理及合约分叉来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