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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指数
✦ 实力：团队信息透明度不高，成员分布于世界各地，

创始人拉斐尔•尼克尔在欧洲开展业务，社区负责人
兼产品开发赞恩•塔科特常驻美国，应用主管德鲁•山
森、CSO 菲尔•波特以及架构师亚当等其他高管大多

Bitfinex 简介
Bitfinex 成 立 于 2012 年 ，
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注册
名 称为 iFinex In ，旗下共 有两
家子公司，分别是 Bitfinex（香
港 ） 和 BFXNA （ 美 国 ） 。

也在美国各地。团队主要通过远程沟通进行用户开发
和平台管理。
✦ 盈利：从第三方渠道获悉，该平台

2017 年利润达 10

亿美元1，其收入主要来源于交易手续费。
✦ 融资：从第三方渠道获悉，曾获蜂鸟风险投资。

Bitfinex 是 iFinex Inc. 公 司 旗 下
经营数字货币交易平台。2014
年，曾是世界最大的比特币交
易平台，占据全部数字货币交
易平台市场份额的 10％。
Bitfinex 通过 Tether 进行货
币转入转出功能。Tether 主要以
发行数字货币 USDT 为主，并
承诺每枚 USDT 代币由 1 美元

人气指数
✦ 热度：Twitter

Bittrex 交易所，人气排名很高。Telegram 群成员合计
超 7000 人，群中讨论热度较高，客服回应及时。
✦ 访问量：最近一个月日均

✦ 分布：用户

0.20%，吃单手续费为 0.10%。
平台共有 7 个交易区，分别为
USD、EUR、BTC、EOS 等。

1

https://www.bitnews.vip/14753/

UV（35.20 万）和日均 PV

（96.40 万）分别在同类交易所排名第 7 和第 14。

资金背书。
此外，平台挂单手续费为

粉丝达 46.10 万人，仅次于 Binance 和

IP 主要分布在日本、美国和韩国，合计

占比仅为 20.20%，用户集中度很低。其中，日本用
户访问占比 13.00%，美国占比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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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
充值和提现速度不稳
定，时长可达两天至两周
。
据第三方媒体,
Bitfinex 涉嫌通过 USDT
操纵比特币价 1。USDT
存在超发风险，且 Tether
公司未提供相应的银行账
户担保，其资金储备情况
备深受质疑。2017 年 9 月
，据 Tether 的财务审计公
司 Friedman LLP 称，该公
司可能涉及除代币与现金
兑换业务外的其他投资活
动。

流动性指数
✦ 交易量：近

30 天日均交易量为 2.09 亿美元，同类交

易所排名第 7 位，与 Bibox、LBank 大致相同，处于
第一梯队。
✦ 币种数：截至目前上线

27 个币种，在本次测评中排

名第 11 位，提供 86 个交易对。
✦流 动 性 ： 排 除

11 月 6 日 最 大 的 两 个 交 易 对 （

BCH/USD、XRP/USD）后，其他交易对占比之和为
58.50%，其他币种的平均交易量为 397.6 万美元，同
类排名第 9 位，居于中上等水平，其他币种的流动性
较好，交易分散性一般。

安全指数
✦ 安全合作：据公开消息查证，该交易所未与任何安全

数链评级团队

机构合作；且截至发稿日，数链评级尚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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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finex 回复。
✦ 安全事件：2016

年 8 月 2 日，该平台遭受黑客攻击

，119756 万枚比特币通过社交媒体被盗，按当时的
比特币价格计算，折合约 7000 万美元。该交易所曾
经历多次系统故障，包括数据中心、API 以及数据损
坏等一系列问题，被冠有“Bugfinex”的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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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finex 安全评分为 43 分，在 100 家交易所中排
名第 5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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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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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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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数链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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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