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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比原链 2.0 

"In a hole in the ground there lived a hobbit." 

元宇宙背景 

在《雪崩》中，斯蒂芬森创造了一个并非以往想象中的互联网 —— 元宇宙

（Metaverse），这是一种和人类文明紧密联系的全真全息数字空间，平行于现实世界，

原本地理隔绝的人们可以通过各自的数字化身（Avatar）进行交流和繁衍。 

 

如今，元宇宙的概念重新燃爆加密世界，以 NFT 为载体广建“大厦”和哲学观，无数加

密人通过 NFT 建立起加密元宇宙中的独特交流模式和文化风格，以异样的元素和金融

模式形成强大的虚拟纽带，不仅为加密世界带来了全新的资产类型，更极大拓展了加

密世界超脱金融的应用场景，让人类文化在链上分支、演进、繁荣、记录。也许 N 多

年后，承载人类元宇宙文明的 NFT 资产将真正意义上链接起现实世界与元宇宙。 

 

在狂热情绪背后，此为大潮与趋势，比原链以资产上链为核心宗旨，全面拥抱 NFT 和

元宇宙，基于全新的比原链 2.0 构建起灿烂而强大的元宇宙综合协议簇。其中最为重

要的是为 NFT 资产设立的激进交易市场，一切元宇宙以 NFT 为基础元素，一切 NFT 

以交易为文化交流纽带。仅以此篇，致敬伟大的元宇宙时代开幕！ 

激进市场理论 

在激进的市场里，不存在垄断的私有制，所有物品皆永久处于定价拍卖的状态，价高

者得，并且永无尽头，因此没有人可以真正拥有一件物品的所有权，只是为下一个拍

卖者保管而已。“暂时”的拥有者有权利自由定义物品的价格，在激进市场理论里，还需

要按照此价格定期缴纳一定比例的哈伯格税，此为定义价值之成本；如果有人愿意付

出所设价格购买该物品，没有任何机制可以阻碍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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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激进市场中的持有成本和哈伯格税。首先，在激进市场里，如果资产的持有人可

以没有代价地任意抬高价格，则会给后来拍卖者带来极大的不公平性，阻碍资产的正

确价格发现和价值流转；哈伯格税理论提出一种独特的物权模型，所有的资产持有人

需要为自己的资产公开标价，同时每年按照估价百分比交税，即“自行估价”、“固定周

期按此缴税”、“必须出售”都需要强制性和同时生效；该理论制衡因素在于，标价过高

则交税越多，标价越低则任何人都可以轻易买走资产，这两点迫使每个理性持有人趋

向合理范围估价；进入哈伯格税制体系后，反而会承担因估值不足够理性而以低于预

期的价格失去资产的风险，持有者对资产只拥有“液态的产权”。 

 

 

 

供需图（左侧）中的哈伯格三角形显示了（供应者）定价垄断带来的“无谓损失”，是指

社会中资源配置不当（如设定价格过高或过低、过高税收）导致的净经济效率低下。

为了消除垄断而引入的哈伯格税能够降低投资效率，从而提高所有权分配的效率。在

大多数测算结果中，哈伯格税能够实现可实现分配福利收益最大值的 70％ 至 90％，

而投资损失仅占这些收益的 10％ 至 20％。 

 

加密经济正式步入 NFT 和元宇宙时刻，也标志着加密资产开始从私有制属性向更为公

共商品属性演进，不断涌现诸如加密艺术品等“天价”物品。虽然它们的物理属性极易被

复刻和传播，但共识背后的真正拥有权唯一。这种将价值聚集于“意识形态”的物品极大

简化了价值流转的摩擦，使得激进交易更加适合 NFT 资产的定价、拍卖、交易、流通。

加密经济的闭环和合约属性赋予了在链上实现哈伯格税的简易途径，任何链上资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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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强制执行，给予 NFT 类加密收藏品高效的拍卖活动，牺牲投资效率换取分配效

率，从而带来巨大的福利收益。 

 

激进拍卖可以加速 NFT 物品向合理价格趋近。私有属性的去除使得有价值的 NFT 物品

不会被恶意垄断，永远给予有需求的拍卖者自由而平等的机会；所引入的类似哈伯格

税的持有成本机制可以一定程度消除恶意炒作和非理性定价的弊端。激进拍卖让 NFT 

资产永久处于一种全局性的流转状态，有着最简单而有力的基本规则和共识，对所有

参与人公平，使得 NFT 真正的价格和需求得以快速体现。 

激发态 NFT 

基于比原链定义一种全新的 NFT 标准——激发态 NFT。在该模式下，NFT 成为非永久

占有型资产，任何人只能“暂时”拥有，具备对资产任意定价的自由和权利，且不能拒绝

任何人在任何时刻的出价求购，资产全天候处于全局公开拍卖状态，称之为激发态。

激发态 NFT 协议自带自动交易拍卖属性，也决定了其非私有制资产的意义，整个体系

里只有一个对资产有永久权的主体 —— the commons，元宇宙公共主体，奠定了比原

链元宇宙基本主义观念。 

 

鉴于哈伯格税的背景与链上加密世界不同，在对哈伯格税具体实现上可以有多种形态，

例如有人提出通过按资本收益征税比收取赞助税（patronage tax）的模式实现一种简

化哈伯格税（Simplified Harberger Tax），以链接创作者和传播者并简化协作关系。在

本协议中，基于激进交易市场的哈伯格税理论，将哈伯格税弱化为一种永久性伴随 

NFT 资产的保证金模式，以实现 NFT 资产的定价和持有成本，即任何持有人必须为所

持有的 NFT 资产质押一笔保证金才能完成资产的出售标价—— 

 

 

 

其中 D 为质押保证金的金额，a 为质押率（杠杆系数，协议定义 10%）。例如，持有

人 A 以 100 美元购入某创作者的 NFT 资产，如果保证金账户存入金额为 0，则之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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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都可以 0 价买到持有人 A 的资产；如果 A 向保证金账户存入 10 美金，根据定价

公式，显示此资产出售标价为 100 美金，只有出价为 100 美金的后续拍卖者才能购入；

如果 A 存入 10000 美金，资产标价为十万美金，过高的价格会导致资产的出售率大大

降低，而持有人 A 为此要付出长时间的 10000 美金质押成本代价（在 DeFi 以及加密

银行金融体系中，无风险存款年利率维持在 10% 左右），因此如果未来 1 年内资产未

出售，一万美金的质押将会带来 1000 美金的损耗成本，约为售价的 1%，以此实现哈

伯格税的博弈均衡状态，过高的价格使得资产的出售几率无限逼近哈伯格税率。 

对本协议的保证金模式和传统哈伯格税模式的成本进行一个简单对比。实际哈伯格税

率公式定义如下： 

 

实际哈伯格税率 = 实际周转率 * 次价首价比 

 

对加密 NFT 市场进行初步测算，当前主流 NFT 艺术品资产的周转率为 5%，一般次价

首价比为 30%～50%，可以算得，实际哈伯格税率为 1.5%～2.5%。而保证金模式下的类

哈伯格税率仅为 1%，略低的成本换来投资效率的提高，同时分配效率的损失低于投资

效率的增加。 

 

 

在基础协议设计中，根据加密金融体系无风险存款利率和哈伯格税理论模型，将保证

金率（即质押率）定为静态的 10%，实际上还可以根据链上金融行为的特殊性设置动

态保证金率。举例来讲，持有人在初始时可以以低于 10% 的质押率（如 5%）进行质押 

5 美金，获取同样的标价 100 美金，但此保证金率无法永久维持定价 100 美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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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衰减函数控制，例如在半年周期后此 5 美金的质押成本将损耗殆尽，系统需要持

有人再次注入更高比例的保证金率（例如 15%），以继续维持 100 美金的定价，否则

自动降价，面临被其他求购者随时底价收购的风险。这里给出协议采取的一种自然指

数衰减函数模型。 

 

 

 

 

 

其中，a0 为初始杠杆倍数（本例中为 5% 质押率，对应 20 倍杠杆倍数），随着周期 t 

递增新杠杆倍数 at 出现自然指数衰减，以半年为一个周期，半年后持有人需要将质押

率提高为 14.9%，一年后需提高至 36.8%，以此类推，直至 100% 质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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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0eλt 

R 为保证金率，R0 为初始保证金率，λ 为膨胀常数，t 为时间。 

 

（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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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态 NFT 通过保证金完成标价以及标价成本的定义，可以激发 NFT 资产向最优价格

和供需关系良性发展，让真正有需求的人成为持有人，并促进 NFT 资产的高效流通。

较低质押率在践行哈伯格税均衡理论的同时也为用户的积极参与降低了门槛和成本，

在不断趋向合理价格的过程中，资产的流通率将会达到最优，使得持有成本与收益达

到最大化，因此激进市场可以为 NFT 的定价和流转带来一种博弈均衡。 

 

总结来看，以激发态 NFT 为承载，比原链激进交易市场具备两个核心底层逻辑： 

 

1. 24 小时全天候处于被拍卖状态，永不停拍，没有固定拍卖场所（平台）； 

 

2. 资产持有者需付出成本（保证金），保证金率需对所有人一致（公平性）。 

激进交易协议 

在激发态 NFT 背景下，具体交易模式如图 1 所示： 

1. NFT 原用户向保证金账户存入一定金额（等同于出售标价）的保证金，NFT 处于

公开拍卖状态，随时激发； 

2. 求购的新用户需要一次性将“付款”+“新保证金”注入 NFT 保证金账户； 

3. 原用户将获得新用户的付款，且原始保证金将退回原用户，NFT 资产转移给新用

户持有； 

4. NFT 资产在新用户保证金的激发下获得新的激发态，产生新的标价，等待后续竞

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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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激进交易模式 

 

此外，在具体的交易过程中，为了激发创作者的利益和进一步达到均衡博弈，分别引

入版税和平台手续费的概念，其中版税比例为当次售价的 10%，平台手续费比例为当

次售价的 1%（包括 GAS 费）。举例来讲，如图 2 所示，假设原用户保证金存入 100 

美金，则定价为 1000 美金，新用户一次性注入 1200 美金，其中： 

 

⚫ 1200 美金中的 1000 美金视为正常求购的支付金额，根据协议费用模式，1000 美

金中 100 美金归为版税收入，自动分发给原始铸造者； 

⚫ 1000 美金中 10 美金归为平台手续费收入； 

⚫ 剩余的 890 美金（对价）才全部归为原用户收入，加上之前质押的 100 美金保证

金，共返还用户 990 美金； 

⚫ 1200 美金中的另外 200 美金视为新用户为新定价质押的保证金，根据公式，新定

价为 2000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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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激进交易具体过程 

 

激进交易协议可以存在多种子协议，如上为最基础模式，定义了基本角色和买卖关系，

构建了类哈伯格税体系——保证金模式，缓解了交易矛盾。针对错综复杂的加密金融

体系，可以进一步将保证金模式进行衍生金融化。如图 3 所示，保证金模式可以分为

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上述为最为基本的封闭式模式，仅限 NFT 持有者独立质押保证

金，但如果持有者并无足够的本金用来质押形成新的定价，可以选择开放式保证金模

式——吸引其他用户一起参与到保证金质押，共同形成新的定价，其他用户为此付出

了质押成本，抬高了估价，如果资产可以顺利卖出，所得收入也将按照一定比例分配

给这些质押用户。根据不同的玩法和门槛，开放式保证金还可以进一步衍生出自由式

垫资、收息垫资和零元购垫资三种模式，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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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激进交易哈伯格体系 

 

⚫ 自由式垫资：如果持有人选择了开放保证金模式，投资者可以帮持有人垫资保证

金，NFT 被卖掉后所产生的额外收益的 x（%）将返给持有人，投资者则获得（1-x）

的收益。NFT 若未被卖掉，双方收益均为零。投资者的垫资可以随时撤出。 

 

 

图 4  自由式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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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T 拥有者可开放垫资功能，开放垫资默认有最大上限和额外收益分红的比例，即普

通用户可将资金投入到 NFT 拥有者的保证金提升 NFT 的价格，当价格提升后卖出时，

垫资者按占比获得提升价格部分的收益分红。初始参数： 

 

1. 最大垫资上限为保证金的 1 倍（即垫资的最大额度为保证金的额度） 

 

2. 收益分红为 80%（80% 分给垫资者，20% 分给拥有者） 

 

例如：当前 NFT 保证金 10 美金（售价为 100 美金），版税比例 10%，平台手续费为 

1%，NFT 拥有者设置最大上限为 15 美金，额外收益分红 80%，假如 A、B、C 分别投

入 1 美金、5 美金、6 美金，此时 NFT 的价格由 100 美金变为 220 美金，当 NFT 出售

成功时： 

 

原 NFT 拥有者的收益=(100-100*10%-100*1%)+(220-100-120*10%-120*1%)*(1-80%) 

A 对 NFT 垫资者的收益=(220-100-120*10%-120*1%)*80%*1/12 

B 对 NFT 垫资者的收益=(220-100-120*10%-120*1%)*80%*5/12 

C 对 NFT 垫资者的收益=(220-100-120*10%-120*1%)*80%*6/12 

 

注：持有者设置的垫资额度上限不可超过，交易数量超过上限（合约）报错 

开放式保证金垫资者的成本：垫资的金额（可随时赎回）、垫资时的 Gas 费。 

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有用户进行垫资，但 NFT 拥有者主动接受更低的价格出售，收益

费用按出售价格和 NFT 拥有者的保证金对应的真实价格对比进行收益分配，例如：持

有者保证金为 100 USDT，意味着出售价格 1000 USDT，如果用其他用户总垫资 200 

USDT，意味着 NFT 的出售价格为 3000 USDT，NFT 售出时有如下场景： 

 

卖出价格=3000U，垫资者有收益； 

持有者主动接受卖出价格<1000U，垫资者无收益； 

1000U<持有者主动接受卖出价格<3000U，垫资者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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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息垫资：垫资者帮持有人垫资，以获得持有人支付的利息。 

 

 

 

图 5  收息垫资 

⚫ 零元购垫资：垫资者帮持有人垫资，以获得持有人的其它 NFT。垫资需锁定一定

时间期限。锁定期越短，垫资额越大，锁定期越长，垫资额越小。 

 

 

 

图 6  零元购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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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种模式类似 tranche 分级设计，其中自由式垫资类似劣后级（Junior Tranche），

投资人可以获得最大化收益，但也要承担无法出售的质押成本风险；收息垫资类似优

先级（Senior Tranche），投资人可以固定收取来自持有人支付的利息，虽然无法与自

由式垫资的最大化收益竞争，但整体实现无风险收益；零元购垫资属于夹层

（Mezzanine Tranche），投资人可以固定收到持有人其他 NFT 资产，对自身存在较低

风险，也可以依托收取的 NFT 资产换取较高的收益。 

 

封印与基态 NFT 

回顾激发态的定义：满足激进市场条件，全天候处于交易状态，持有需付出成本，无

法被永久拥有（垄断）。而在一个元宇宙架构中，除了激发态 NFT，尚存在另外一种

状态的 NFT —— 基态 NFT：可以被永久拥有，持有无需成本，交易需特定平台和期限。

如何在基于激发态 NFT 构建的元宇宙中实现基态 NFT，还需要引入一种特殊“介质” —

— 封印。 

 

封印可以理解为比原链上构建的一种基础性特殊 NFT 资产，本质上也属于基态 NFT，

与以太坊上发行的 NFT 有着类似属性和状态，并不处于激进市场进行定价和交易。比

原链元宇宙的用户可以积极寻找或者交易封印 NFT，进而可以借助封印将所拥有的激

发态 NFT 转换为基态 NFT，脱离激进交易市场 —— 激发态 NFT + 封印 = 基态 NFT

（非卖品）。 

 

核心原理源自激发态 NFT 通过保证金实现价格和交易激发，任何可以支付起标价的求

购者都可以随时转移资产的拥有权，但如果激发态 NFT 的保证金存入的是独一无二的 

NFT 资产，则没有其他人能够获取同样的 NFT 以完成支付购买，因此以此类 NFT 为保

证金的激发态 NFT 也就实现了脱离激进市场，这类特殊的 NFT 称之为元宇宙里的“封

印”，封印 NFT 的来源仅限元宇宙内置算法不断自动生成，没有任何人可以进行操纵，

具体生成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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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印的发行采取联合曲线方式。封印可视为比原链激进市场中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联合曲线广泛应用于公共物品拍卖，连续意味着代币供应和价格在曲线上是

连续的，但对于封印来说，曲线其实是离散的，因为封印是整型的量子资产（详见后

文）。 

 

1. 所有的封印都是通过联合曲线铸造的 

2. 曲线是单调递增的 

3. 无限的供应 

4. 供应量由曲线价格控制 

5. 买入和卖出的曲线相同 

 

𝒚 = 𝒎(𝟏 + 𝒂%)𝒍𝒐𝒈𝒄
𝒙
+ 𝒃 

 

 

其中 a 与 c 代表封印供应每翻 c 倍时，价格增长 a%，m 和 b 则为函数参数，调节截距

和斜率。 

 

以此引出一种更为特殊的资产类型 —— 量子资产。传统 NFT 是非同质性的，因此也

是不可分割的，也是不可数的。协议基于 UTXO 模型创造一种新的资产类型：量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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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既是非同质（不可分割的），但是也具有同质性（可数的），但应视为非同质资

产，具体如： 

 

⚫ 整型 UTXO：可以发布一系列资产，资产 ID 是一样的，但资产序号不一样，最小

单位是 1 

⚫ 封印：也是一种量子资产，所有封印其实是同一种资产类型，但它们都是非同质

的 

 

 

 

至此，比原链元宇宙基础资产雏形已经全部显现，按照两个坐标维度大致可以划分如

下几种资产类型： 

 

1. 同质&基态：传统加密资产，如 BTC、ETH、BTM 等； 

2. 非同质&基态：传统 NFT，如以太坊上的 NFT、比原链元宇宙的封印等，命名为 

gNFT； 

3. 非同质&激发态：比原链元宇宙的激发态 NFT，命名为 eNFT。 

 

 



17 

 

丰富的资产类型可以架构出一个多维的元宇宙，基于封印，协议可以衍生出更多的激

进交易模式： 

⚫ 封印租赁：激发态 NFT 的持有人通过支付租金租赁投资者拥有的封印，用于作为

其 NFT 的保证金，从而将 NFT 封印，租赁期满后封印退回给投资者，NFT 解封。 

 

 

 

⚫ 零元租封印：激发态 NFT 的持有人转让其它 NFT 给投资者，以拥有封印的一定期

限的使用权，用于作为 NFT 的保证金，从而将 NFT 封印，租赁期满后封印退回给

投资者，NFT 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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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看，在三大类基础资产作用下，共存在六种激进交易模式，如下表为所有激进

交易模式的对比。 

 

 

加密艺术品操作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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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激进交易市场最为匹配的激发态 NFT 为加密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类 NFT 资产。在具

体协议设计中，此类资产的状态以及操作如下： 

 

 

⚫ 三大类状态 

 

1. 未铸造：艺术家尚未发布 NFT； 

2. 铸造未流通：艺术家已发布 NFT，但需要满足某种条件（购买）才能进入流通状

态； 

3. 流通：已进入激进市场，NFT 处于激发态； 

 

⚫ NFT 资产全生命周期操作流程 

在艺术家设定好作品的名称、描述、原件（图片、音频、视频）、铸造税（自定义，

区间 0～50%）后可以按照如下操作模式进入流通状态—— 

 

1. 发售：艺术家设定好 NFT 价格，此时并不需要对 NFT 存入保证金，购买者支付并

存入保证金。此为正常的激进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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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订：艺术家已设定好价格、交易期限并存入保证金（价格的两倍），但尚未上

传 NFT，预订者提前支付定金，若艺术家未能在规定时间内上传 NFT，保证金则

赔偿给预订者。此为询价交易模式（详见后文） 

。 

 

 

3. 盲盒：艺术家发布不可见 NFT（文件与资产 ID 被加密），购买者支付后，需用自

己的私钥解密，才能看到 NFT 与资产 ID 。盲盒解密后即变成普通 N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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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编：在预设范围内可以对 NFT 进行二次创作。改编作品在交易过程需对原作者

支付版税（10%1/2），改编者自己获得溢价部分(1-10%1/2 )  。n 次改编，原作者

获得溢价部分的 10%1/2+10%1/3+……+10%1/n 

 

 

 

5. 题字：NFT 的每一位持有者均有一次题字的机会，字数在 500 字以内。NFT 在展

示页面可以选择以弹幕方式轮播题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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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真实性验证 

 

发送方 A： 

1、首先，将要发送的明文，通过 Hash 算法，进行摘要； 

2、然后，用自己的私钥对摘要进行加密，形成 A 的签名； 

3、将明文和签名一起发送给 B。 

 

接收方 B： 

1、B 对接收到的内容，进行两部分的处理： 

a、针对收到的签名，用 A 的公钥来进行解密，得到摘要 1； 

b、针对收到的内容，用 A 相同的摘要 Hash 算法取摘要，得到摘要 2。 

2、通过对比摘要 1 与摘要 2 是否相同，来确保 B 收到的信息，是否是 A 想要发送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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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激进市场中引入如上六类具体操作模式，使得协议将更好地服务艺术家的创作

和艺术类资产的交易。 

更多交易模式 

激进交易模式是一种大底层的构建，在这种基础理论至少存在多种辅助交易类型，大

致如下三种： 

 

1. 集邮交易 

一种特殊的激进交易，持有人可以设定兑换条件为【N 个 NFT 交易 1 个 NFT】。此模

式下为纯粹的物物交易，无法收取手续费，但可提高 GAS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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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询价交易 

类似传统订单簿模式，购买者可以主动向藏家发起求购询价，不断试探藏家心理底价，

可以具体分为如下两种询价—— 

 

⚫ 以币（FT）买物（NFT），询价列表按照金额排序，收手续费（包括 GAS 费）。 

⚫ 以物（gNFT、eNFT）易物（gNFT、eNFT），无法按照价格定序，只能采取时间

排序，不收手续费，但可提高 GAS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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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特别提到激发态 NFT 的转账，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询价交易。持有人 A 希望可以

向朋友 B 转账自己的 NFT 资产，朋友 B 只需向 A 发起一笔价格为 0 的询价交易，A 主

动选择 B 的零报价，完成 NFT 资产的转账功能。 

 

3. 环式交易 

在以物易物的询价交易中，有一种特殊的成交方式：环式询价交易。例如： 

甲以 a 求购乙的 b，乙以 b 求购丙的 c，丙以 c 求购甲的 a。甲并不交换丙的 c，乙并

不愿意交换甲的 a，丙并不愿意交换乙的 b，但是在此情形下，系统可以让交易发生，

甲得到乙的 b，乙得到丙的 c，丙得到甲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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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可以衍生复杂环式交易 —— 

 

求购函数 B 甲，B 乙，B 丙…… 

卖出函数 S 甲，S 乙，S 丙…… 

只需（B 甲+ B 乙+B 丙）∈（S 甲+S 乙+S 丙），则可发生环式交易。 

例如： 

B 甲=（a，b），S 甲=（d，e），B 乙=（e），S 乙=(b，c）,B 丙=（d），S 丙=

（a）， 

有 

（B 甲+ B 乙+B 丙）=（a,b,e,d） 

（S 甲+S 乙+S 丙）=（d,e,b,c,a） 

前者属于后者，故环式交易发生，且乙不需要付出 c。 

元宇宙化学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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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具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特征：所有资产（数量 M）与所有应用（N）具有全

连接的网络关系，任何资产都可以进入任何应用，形成一个庞大且不断更新的 M*N 矩

阵；元宇宙矩阵也会不断孕育新的元素（资产和应用），同处矩阵，也必将互联互通，

奠定了实现互联互通 Metaverse 的基本原理。在比原链元宇宙更为宏大的架构中，会

让 FT 资产成为“元宇宙元素”。基础性元素会衍生无数元宇宙物质，并创造无穷尽的故

事和脉络，成为创世创造的源泉，其意义凌驾并超脱于元宇宙中任何一个子协议或者

子应用。在不断地演进中，基础元素的价值也会不断被巩固和加强，并形成越来越强

大的网络效应，使元宇宙的进化产生裂变式效应，飞速发展，最终成为“自然真理”。 

现实世界中的 118 种真实化学元素都将“化身”为比原链元宇宙中的基础性 FT 资产，成

为构建元宇宙中复杂多样物质的基本“化学元素”。所有化身元素都将按照物理世界规律

不断在元宇宙世界中被发现、挖掘、拥有，并且按照真实元素合成规律不断合成新的

元素和物质。同时建立起超级交易池，构建 118 种元素间的交易关系，方便元宇宙用

户快速合成所需元素和物质，然后将其应用于元宇宙中的各种游戏、NFT 等场景中。 

写在最后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NFT 这片雪花为引爆元宇宙这场雪崩在不断蓄势，

加密人无法置身事外，为了更好地拥抱 NFT 这类全新的融入主流的资产，需要更为强

大和合理的交易模式。比原链元宇宙协议将激进市场理论与 NFT 资产属性相结合，为 

NFT 的高效流通和定价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和实践。在后续更为广阔的元宇宙架构中，

每一条公链都将形成自己独有特色的基础元素和作用关系，建立起纷繁各异的加密元

宇宙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