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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链评级 | Binance：A 级
分数：74.98 分 | 展望：发展（Developing） | 时间：2018 年 11 月 9 日

实力指数
✦ 实力：CEO

赵长鹏曾任 OKCoin 联合创始人及 CTO，

Blockchain.info 技术总监，2018 福布斯数字货币富豪
榜第三位；联合创始人、CMO 何一曾任 OKCoin 联
合创始人；团队其他核心成员均来自 Bloomberg、
Blockchain.info、摩根斯坦利、野村证券等世界知名

Binance 简介
币安交易所由赵长鹏
、何一创立，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正式上线运营，是
当前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
交易所之一。CEO 赵长鹏

企业，整体团队实力很强。
✦ 盈利：据媒体披露，赵长鹏称币安

2018 年上半年净

利润约 3 亿美元，强大的盈利能力为币安后续开发、
运营等提供了充足的资本。
✦ 融资：曾获泛城资本、黑洞资本千万美元级天使轮投

资，后续融资信息未披露。

今年 7 月称用户数量已达
到 1000 万。
币安限制中国大陆用
户 IP 参与交易，仅支持币
币交易，0.1%基本交易手
续费，并发行平台币 BNB
，用作平台交易手续费使
用并获得 25%折扣。提供
13 种语言版本，旗下除交
易 所 外 还 有 Info（ 资 产 信
息 ）、 Labs（ 项目 孵 化 ）
、Launchpad（资产发行）
、钱包等多个产品。

人气指数
✦ 热度：Twitter

粉丝达 87.3 万人，远超其他同类交易

所，Facebook 关注数约 8 万，reddit 粉丝数超过两万，
微博粉丝超过 5 万；官方渠道全面，热度高，于本次
测评中人气排名第一位。
✦ 访问量：最近一个月日均

UV（204.8 万）和日均 PV

（1.03 亿）均为同类交易所最高，访问数极高。
✦ 分布：用户

IP 主要分布于美国、日本和印度，美国

用户访问占比 22.90%，日本占比 7%，用户分散性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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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
各国对加密交易所的
监管日益严格，币安交易
所在 94 后离开中国，今年
3 月遭到日本金融厅警告
，至今没有明确的注册地
点。币安未来面临的监管
政策将极大影响整个公司
的发展走向。

流动性指数
✦ 交易量：近

30 天日均交易量约为 7.34 亿美元，交易

量极大，在本次测评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近期热度
极高的韩国交易所 Bithumb。
✦ 币种数：截至目前上线

148 个币种，在本次测评中排

名第 6 位。
✦ 分散性：交易分散性较高，以

11 月 6 日为例，排除

最大的两个交易对（XRP/BTC、BCC/USDT）后，其

此外，今年 4 月币安

他交易对占比之和达 78.75%，平均币种的平均交易

曾被红衫资本起诉违反投

量为 455.24 万美元，综合上述两个指标，币安交易

资排他性协议；其高额的

所其他币种流动性相对较高。

上币费也具有一定争议性
。

安全指数
✦ 安全合作：币安交易所与

360 达成合作，360 为币安

提供代码安全审计和长期安全监测等服务，与知名互
联网安全公司的合作有助于提升其安全性。
数链评级团队
电话：+86（021）31128751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789 号
公众号：
数链评级 ShulianRatings
官网：
www.shulianratings.com（筹）
Telegram：
https://t.me/ShulianRatings
Twitter：
https://twitter.com/RatingsShulian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shulia
n.ratings

✦ 安全事件：币安曾发生多次安全事件：今年

2 月发生

宕机安全事故，60 小时无法正常提供服务；今年 3
月由于黑客攻击 VIA/BTC 交易对出现异动触发，自
动停止提币，对异常交易回滚，导致主流币种普遍下
跌 10%以上；今年 7 月又出现黑客攻击事件，用户
API 被控制，7019 个比特币被转至同一账户，黑客大
幅拉升 SYS 价格后抛售于其他交易所。
✦ 外部测评：ICORATING 综合考虑操纵错误

、用户账

户安全、注册商和域名安全和网络协议安全等方面给
与 Binance 安全评分为 63 分，同类排名第 17 位。
✦ 链壳测评：其他安全维度请参见链壳科技安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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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测对象：Binance
软件版本：V1.4.8.0
业务安全能力评分：72
产品安全能力评分：78
评测时间：2018 年 10 月
评测介绍：
本安全评测主要由移动客户端安全、组件安全、敏感信息安全、通信安全、进程安全、应用安
全、账户安全七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均从不同角度对该交易所安卓端应用及其涉及到的后台接口
进行全面测评。测评结果划定为五个安全等级，分别为高、较高、中、较低、低。根据这七个部分
的测评情况，最终给出产品安全能力、业务安全能力两项评分。
以下是各部分安全等级及情况简述：
移动客户端

组件安全

安全
较低

敏感信息安

通信安全

进程安全

应用安全

账户安全

高

较高

较高

中

全
较高

较高

移动客户端安全（较低）
本部分主要从应用基本代码架构等角度出发，对应用移动客户端安全进行检测。
本部分中发现大量高危风险点。应用存在反编译等安全隐患。

组件安全（较高）
本部分主要从应用组件安全使用角度出发，对应用组件配置等进行全面检测。
在本部分中发现部分中危风险点。应用存在页面被第三方程序恶意调用等安全隐患。

敏感信息安全（较高）
本部分主要从用户敏感信息保护角度出发，对敏感信息保护进行检测。
在本部分中发现少量高危风险点。应用存在客户敏感信息泄露等安全隐患。

通信安全（高）
本部分主要从通信角度出发，对应用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安全进行检测。
在本部分未发现已知安全风险。

进程安全（较高）
本部分主要针对应用运行时进程安全角度出发，对进程保护状况进行检测。
在本部分中发现少量高危风险点。应用存在恶意代码注入等安全隐患。

应用安全（较高）
本部分主要从应用运行状况角度出发，对应用使用进行检测。
在本部分中发现少量高危风险点。 应用存在转账信息被篡改等安全隐患。

账户安全（中）
本部分主要从用户账户安全角度出发，对应用账户保护情况进行检测。
在本部分中发现部分高危风险点。应用存在用户密码等信息泄露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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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思路
数字货币交易所评级是对各类数字货币交易所实力、人气、流动性以及安全等的
综合排序。数链评级将依据实力指数、人气指数、流动性指数以及安全指数等核心评
级要素构建数字货币交易所评级模型，对受评对象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综合分析。

评级范围
本次评级的受评对象包括提供数字货币交易流通和价格确定的平台或场所，数字
货币交易所基本功能大致为撮合交易、资产管理及资产清算等。需要说明的是，与传
统证券交易所相比，数字货币交易所还承担做市商和投资银行的角色。做市商在增加
市场的流动性的同时从中赚取交易差价；交易所还为数字货币提供发行、承销等服务，
从中收取上币费，或者以交易所社区投票的形式收取保证金，借此充当投资银行的角
色。

评级指标
本次交易所评级模型是数链评级参考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理念制定而成，共选取
一级指标4项，二级指标12项，三级指标超100项。
评级模型具有三大特征：（1）时间维度上，考虑“过去+现状+展望”，实现静
态+动态综合评级；（2）指标选择上，综合上百指标多方视角，确保评级一致性和公
信力；（3）专业程度上，选择专业安全机构合作，力保安全评级权威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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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数字货币交易所评级维度及指标选取如下：
指
标

一级

实力
指数

数
链
评
级
交
易
所
评
级
维
度

人气
指数

二级

指标选取说明

基本实力

该项包括自身要素资源（用户体验、流量、资金储备、技术能力、金融
产品化能力等方面）、盈利模式（交易手续费、项目上币费、投票保证
金、平台币、做市商差价以及初创项目孵化方式盈利等）、牌照和资质
等。还包括创始团队进入该领域的时间早晚，所做过的具有影响力的事
情，所处产业链位置，行业资源，项目的投资人和顾问，身价收入，技
术开发经验以及市场或社区运营能力等。

股东实力

该项包括后续入股投资机构的成立时间，业内名望，资本规模，投资能
力，竞争力以及投资领域等方面。

社区人气

Twitter 是数字货币生态链条上重要的一环，从 Twitter 粉丝数可以大致
量化数字货币交易所的知名度和受欢迎度，而社区活跃度与之密切相关
。

日均 UV/PV

全球用户集
中度

流动
性指
数

交易量

交易量是市场的元气与动力，交易量的变动，表现为数字货币交易是否
活跃，人气是否旺盛，将直接影响数字货币交易所的盈利。

币种多样性

一般来说，数字货币交易所的币种数量越多，投资者对交易标的的选择
越多，而不同偏好的投资者将有助于构建健康稳健的交易所用户生态。

交易分散性
其他币种流
动性
数链评级安
全评价

安全
指数

该项包括日均 UV 和 PV，UV 是用户使用产品和服务所产生流量的统计
量化指标,具体是指 24H 内数字货币交易所独立访客的数量;PV 值指访问
者浏览网站的页面数量。
用户在全球越分散的数字货币交易所抵抗政策监管风险的能力越强。而
全球用户集中度越高，说明数字货币交易所局域性越强，个别国家为避
免投机以及非法活动等采取禁止外国人注册本国数字货币交易所的做法
将使得该指标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外部机构安
全评价
链壳科技安
全评价

统计各个数字货币交易所交易量最大的两个交易对交易占比，交易占比
越高，说明交易越集中，交易的分散性越差，其他交易对的流动性越差
。
其他币种流动性指标与交易分散性指标类似，具体计算方法是剔除交易
量最大两个交易对后，其他所有币种的平均交易量。该值越大，其他币
种流动性越强。
数链评级认为交易所与第三方专业安全机构合作有助于自身安全性提升
；特殊重大事件包括黑客攻击、被盗丢币以及异常交易事件。
ICORATING 选取了日交易量超过 100 万美元的 100 家交易所进行评分
并分析，维度包括： 1、操纵错误 ；2、用户账户安全； 3、注册商和
域名安全 ； 4、网络协议安全。
链壳科技对安卓端 APP 进行测评，测评维度包括：移动客户端安全、
组件安全、敏感信息安全、通信安全、进程安全、应用安全和业务安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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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释义
无论是评级符号、评级观察还是评级展望，都是评级体系的一部分，都受到评级
逻辑、框架、要素和标准的影响。评级本身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反映的是根据已获信
息利用评级方法得出的具体结论，而评级观察或评级展望则是对未来“没那么确定”的
趋势的一种判断，判断中短期内级别可能的变动趋势。
确定性大小排序为“级别调整>评级观察>评级展望”，即评级观察后级别调整的概
率大于评级展望，但评级展望非稳定或者列入评级观察名单并不表明级别一定会发生
变动，且每一个评级对象只能有一个评级展望或观察，在列入观察名单时展望失效，
级别不失效。
图表 2 数字货币交易所评级等级划分及释义如下：
等级

符号含义
AAA 级

市场认可度极高，应对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内外部冲击的能力极强，安全
性极强

AA 级

市场认可度非常高，应对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内外部冲击的能力非常强，
安全性非常强

A级

市场认可度很高，应对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内外部冲击的能力很强，安全
性很强

BBB 级

市场认可度较高，应对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内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强，安全
性较强

BB 级

市场认可度一般，应对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内外部冲击的能力一般，安全
性一般

B级

市场认可度较为一般，应对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内外部冲击的能力较为一
般，安全性较为一般

CCC 级

市场认可度较低，应对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内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安全
性极弱

CC 级
C级

基本不能参与交易

投资级

投机级

注：除 AAA 级、CCC 级及以下等级外，每个等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略高或略低于本等级。

资料来源：数链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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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数字货币交易所评级展望定义及类型如下：
评级展望定义
评级展望反映数链评级对未来中长期级别在（3 个月
到 6 个月）变动方向的判断，是对交易所评级变化趋
势的一种中长期意见。
评级展望

评级展望期限一般为 6 个月，投机级展望期限一般为
3 个月。

评级展望类型
正面（Positive）展望表示级
别可能上调；
负面（Negative）展望表示级
别可能下调；
发展（Developing）表示级别
可能上调或下调。

资料来源：数链评级

图表 4. 数字货币交易所评级展望定义及类型如下：
评级观察定义及应用
评级观察反映数链评级对短期级别或中长期级别未来可
能变动方向的判断。它侧重于识别导致数链评级密切关
注相关评级的特殊事件和短期趋势。
以下情况可能进行评级观察：

评级观察类型
正面（Positive）观察名单
表示级别可能提高；
负面（Negative）观察名单
表示级别可能降低；

（1） 突发事件或短期趋势导致评级相关要素偏离预期 发展（Developing）观察名
或者很可能偏离预期，数链评级认为有必要获取 单表示等级可以提高、降
其他信息以评估目前级别（通常 30 天内完成）。 低或保持。
评级观察
（2） 交易所已经发生实质变化，但对评级的影响程度
尚不确定，数链评级认为短期内会对级别进行调
整（通常 30 天内完成）。
（3） 评级标准发生变化，需要重新考虑评级行为，数
链评级认为短期内会对评级进行调整（可能超过
30 天）。评级结果被置于观察名单，说明近期内
可能发生评级调整，但仍需更多信息或分析确定
级别变化及幅度。
资料来源：数链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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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链评级
数链评级是共享财经旗下于 2018 年 5 月正式上线的新品牌，由数字货币资深投
资人、著名评级机构研发工程师以及高级区块链产品经理等一批投研经验非常丰富的
业界达人构成，目前团队在 10 人左右。数链评级作为第三方金融信息中介，将以其
专业性、客观性和独立性助力行业发展，服务于项目方、投资人等各类市场主体。
对比现有数字货币评级机构（团队或自媒体），数链评级在解决行业痛点、价值
发现方面具有三大优势：
（1）核心评级人员在继承标普等国际评级机构的思想和理念的基础上，构建了
专门针对数字货币行业的评级体系，这较大程度上保证了评级结果的专业性；
（2）所有评级数据均来源于公开渠道，本机构承诺没有比其他机构获得更多的
信息或数据，这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评级结果的客观性；
（3）本评级机构的收入并非来自于评级对象（主动评级），与评级对象不存在
利益关系，这极大程度上保证了评级结果的独立性。

关于链壳科技
链壳科技是区块链领域专业提供身份认证、密钥管理和整体安全解决方案的服务
商。链壳科技的核心团队来自国内外知名的金融级安全产品企业，安全服务经验覆盖
金融、交通、电信、物联网、医疗卫生等领域。团队人员主导和参与了国内外多个公
链、许可链的安全机制设计和实施，满足了项目方的安全、合规要求。公司同时与金
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区块链技术与应用企业、区块链研究机构合作，拥有丰富的
项目服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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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壳科技旗下安全实验室 BitLab 主要提供区块链、物联网及相关领域的软硬件密
码产品功能测试和安全测评服务，同时也提供许可链的安全测评服务。BitLab 团队拥
有安全行业顶尖的攻击设备和技能，能够实施针对安全产品的侵入式攻击和非侵入式
攻击，攻破过多个金融安全级的 PC 应用、手机软件应用和 USB、IC 卡形态的安全芯
片硬件产品。

免责声明
本文件包含的所有信息受法律保护，未经称本机构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复
制、拷贝、重构、转让、传播、转售或进一步扩散，或为上述目的存储本文件包含的
信息。本文件中包含的信息由本机构从其认为可靠、准确的渠道获得，因为可能存在
人为或机械错误及其他因素影响，上述信息以提供时现状为准。特别地，本机构对于
其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针对任何商业目的的可行性及合适性不作任何明示或暗
示的陈述或担保。
在任何情况下，本机构不对任何人或任何实体直接或间接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数
链评级的评级结果并不是购买、持有或者出售数字货币的投资建议，只是作为信息使
用者投资决策时考虑的一个因素。由于存在无法预见的未来事件和发展过程，评级结
果并非精确的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