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inFi 幣盛選 | 版本2.0



1.1 摘要

Bincentive 致力於串接投資用戶與專業量化交易團隊及頂級對沖基金，持續開發符
合市場需求的投資策略產品。在近期，Bincentive 在經由蒐集市場用戶反饋後，觀
察到加密貨幣市場上存在兩種風險喜好程度的投資者──追求低風險穩定回報的風

險趨避者，以及願意承擔更多風險來獲取更高收益的風險愛好者。

因此，Bincentive 藉由結合 DeFi（Decentralized Finance，去中心化金融）中的借
貸概念與尊榮策略專案（Premium Strategies）的精選交易策略，打造組合型投資
商品 BinFi，並以資產管理風險分拆的方式解構投資風險，讓用戶得以依據其風險偏
好，自由配置穩健收益型（奧創磐石）或風險投資型（奧創烈火）產品。Bincentive
在其中則是擔任媒合的平台角色，並以策略停損機制、保險金機制等方式維持平台

生態平衡。

1.2 何謂 DeFi ?

DeFi 是 Decentralized Finance（去中心化金融）的簡稱，是基於區塊鏈架構上的
點對點協議，並且以去中心化金融應用程序建構而成的生態系統。其優勢在於跳脫
傳統金融的中心化金融服務框架，提供更多元的投資標的，以去中心化的程序及智

能合約運行，並且由分散式帳本自動執行匹配且不可撤銷及竄改，因此 DeFi 不須透
過單一中介機構建立信任，用戶可以直接信任由整個生態系共同維護的 DeFi 系統。

DeFi 最常見的應用──借貸（Lending），是透過區塊鏈智能合約完成借貸流程，
它們不僅支持不同協議和用戶間的互通，也增加了透明性，減少了傳統金融借貸的
人工風險。DeFi 借貸具備以下優點：資產不需要經過中介機構、也無需經過政府監

管，利率依照市場供需來自動校正調整。

1.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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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何謂資產管理風險分拆？

資產管理風險分拆是一種資產管理方式──將可交易資產的風險及收益來源進行分解。
因此，可交易資產的收益來源可以分為固定收益和投資權益兩個部分。其中，該可交易
資產可以是由專業交易員所設計的量化策略或投資組合，操作資產類別不限制為股票、
指數、商品等傳統資產。換句話說，收益幣別可以是單一計價貨幣或多種貨幣組合。資
產管理風險分拆將允許資產出借方（即穩健收益者）將其資產借給借入資產方（即風險
投資者），並獲得後者在合約期間以約定利率所定期支付之利息。而借入資產方因其借
入資產有平台之指定用途──投資選定的可交易資產。因此風險投資者僅需投入小額初
始資產，即享有槓桿投資的收益分配權。

在目前最常見的去中心化借貸框架中，如穩定幣 DAI 的借貸模式，借款人需將超額
ETH 抵押至智能合約中，才可獲得價值低於其所抵押 ETH 的穩定幣 DAI。當 ETH 價格
上漲時，該用戶只需要償還同等價值的 DAI，就獲得其抵押之 ETH 資產。在此情況下，
借款人從該過程中藉由 ETH 的價差獲利。但是存在另一種可能性──當 ETH 價格下跌
時，由於其 ETH 抵押品價值不足，有遭到系統強制清算的風險。這意味著借款人不僅
需要準備超額抵押品，也需承擔抵押品價格波動帶來的風險。

然而，若在一般去中心化的借貸模式中加入資產管理風險分拆框架，便能解決普遍面臨
的問題。首先，借入資產方僅需抵押與欲借資產部分價值等值之資產，便能享有槓桿投
資的效果，獲得放大獲利的機會。換句話說，借入資產方可以靈活地調整自己的槓桿倍
數，而不受一般去中心化借貸框架需有超額抵押的約束。

1.4 BinFi 三大特色
• 開放式金融：最佳化 DeFi 優勢及特色之投資權益新選擇

• 風險分類：滿足借貸雙方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需求。Bincentive 亦提供風險試算器，

投資人可藉由試算來滿足其最佳投資配比

• 智能投資：透過 Bincentive 平易近人的操作介面，投資人僅需將指定幣種打指定錢

包位址，即可一鍵參與 BinFi 輕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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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運作模式

在 BinFi 生態系統中，資產出借方之利息為系統自動
匹配借入資產方後計算的結果。資產出借方在設定借
出資產額度後，系統將之與設置好借款金額的借入資
產方進行撮合匹配。在匹配完成後，系統將自動執行
智能合約簽署，並以可交易資產例如精選量化交易策
略作為投資標的，同時滿足兩種風險偏好用戶需求及
維持平台生態平衡。

由上段敘述可知， BinFi 的參與投資用戶可分為資產
出借方 ( 以下簡稱奧創磐石用戶 ) 與資產借入方 ( 以下
簡稱奧創烈火用戶 ) 。就奧創磐石用戶而言，除了可
透過資產出借來獲取穩定的利息外，還有機會共享策
略帶來的績效紅利，藉此增加收益來源；就奧創烈火
用戶而言，其不需經由一般去中心化借貸框架做超額
抵押，而僅需抵押出資金（此出資金包含支付給資產
出借方之約定利息）即可擁有借入資產的投資權益。
換句話說，透過專業交易團隊進行智能投資之總獲利，
在扣除交易團隊之利潤分成後，基礎年化報酬 18% 內，
皆歸屬奧創烈火用戶所有，超過基礎年化報酬後，奧
創磐石用戶除了穩定的利息外，將依比例與奧創烈火
用戶共享額外的績效紅利。

2. BinFi 運行

BinFi 的結算頻率最初是通過智能合約所設置的。在合
約到期結算時，如果智能投資績效表現為正報酬，其
所獲得利潤將以智能合約載明的績效費率來分配給交
易團隊作為績效利潤分成，在基礎年化報酬 18% 內，
奧創烈火用戶將獲得所有剩餘的利潤，超過基礎年化
報酬的部份，奧創磐石用戶與奧創烈火用戶將依比例
共享額外的績效紅利。倘若投資績效在智能合約結算
時為負報酬，奧創烈火用戶將損失全部出資金，就如
同抵押品價值不足的情況一樣被清算。但智能合約仍
可保證資產出借方收取直到合約結算期間為止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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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參與流程與資產流向

流程說明

參與 BinFi 產品的用戶必須先通過 Bincentive 的 KYC（Know Your Customer）認證
成為尊榮用戶，而欲參與 BinFi 之尊榮用戶可依據自身的風險承受程度選擇 BinFi 中的
穩健收益產品（即奧創磐石用戶）、風險投資產品（即奧創烈火用戶），或是自行根據
偏好的比例同時選擇投資奧創磐石及奧創烈火。

首先，先以下圖簡單說明 BinFi 運作流程。奧創磐石用戶依照該期 BinFi 計價貨幣借出
該幣別資產給予奧創烈火用戶作為投資於精選策略的用途，奧創磐石用戶以智能合約事
先設置好的利率與計息頻率逐期收到奧創烈火用戶於期初存入的利息與 Bincentive 依
系統評估，所提供之額外利息。當智能合約到期時，若策略有獲利表現，經績效費結算
後依報酬級距分配：基礎年化報酬內，獲利全歸奧創烈火用戶所有。超過基礎年化報酬
的部份，奧創磐石用戶與奧創烈火用戶將依比例共享額外的績效紅利。

圖 1：BinFi 幣盛選風險拆分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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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運行有更多細節，因此以下圖詳細解釋為 BinFi 系統資產流向及利潤分配，本架構並不限以 USDT 為計價貨
幣，圖中數值僅作為範例參考，每期 BinFi 之損益計算、停損機制等皆以其計價貨幣為計算標準。圖中主要名詞說
明如下：

圖 2：BinFi 幣盛選風險拆分圖（以 USDT 為基準）

• 合約期間：智能合約的最長期限，到期將進入結算程序

• 精選策略預計年化報酬：表示透過專業量化交易團隊或頂級對沖基金進行資產管理的預期年化報酬，數據來源

可能來自回溯測試、實盤測試或基金報告

• 穩健收益產品 ( 奧創磐石 ) 預期年化利息：此為奧創烈火用戶提供之風險抵押作為奧創磐石用戶之利息收益來

源 （此利息為扣除平台費前）。此外，Bincentive 會依系統評估，提供額外利息

• 風險投資產品 ( 奧創烈火 ) 預期年化報酬：此為透過專業交易團隊進行智能投資之預期收益，扣除交易團隊之

利潤分成以及潛在保證金退還後，奧創烈火用戶之預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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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收益產品（奧創磐石，ULTRA ROCK）

選擇奧創磐石的用戶需出借其可交易資產給選擇奧創
烈火的用戶，作為提供其投資精選策略之資產用途，
便可每月收取來自奧創烈火用戶初期以風險抵押名義
存入之穩定利息，與 Bincentive 依系統評估，所提
供之額外利息。在合約期間結束後，奧創磐石用戶可
100% 回收其出借資產，無須承擔任何資產損失。另
一方面，奧創磐石用戶除了收取穩定利息外，若投資
績效超過基礎年化報酬，奧創磐石用戶將依比例與奧
創烈火共享績效紅利之分潤。

每單位的奧創磐石定價及計價貨幣在每次 BinFi 發行
皆有可能調整，若以上圖為例，每單位奧創磐石產品
定價為 1,000 USDT。當奧創磐石用戶認購成功一單位
奧創磐石產品時，表示存在相對應的一單位奧創烈火
用戶的媒合成功，奧創磐石用戶投入的出借資金將直
接進入專業量化交易團隊或頂級對沖基金準備進行資
產管理的資金池中，如上圖中 1  所示。而當奧創磐石
用戶認購成功，該用戶需支付年化 2% 的出借資金作
為 Bincentive 平台管理費用。在合約期間，奧創磐石
用戶每月可從奧創烈火用戶提供之風險抵押獲得利息

收益，如上圖中 2  所示，以上圖規格為例，在合約期
間 6 個月內，每單位奧創磐石用戶共可獲得 50 USDT
的利息收益，期初支付的半年 1% 平台費率另計。另
外，若是以 BTC 計價、每單位定價 0.1 BTC 的奧創磐
石產品，在相同預期年化報酬率及平台費率下，6 個
月利息收益為 0.005 BTC，等同平台費前有 5% 半年
BTC 報酬率。上圖範例不包含 Bincentive 依系統評估，
所提供之額外利息。

風險投資產品（奧創烈火，ULTRA FLAME）

此為 BinFi 之高倍數槓桿投資產品，適合追求高風險
高報酬之投資者使用。選擇奧創烈火用戶僅需支付小
額初始出資金（包含風險抵押、保證金及平台費用），
即可獲得由奧創磐石用戶之出借資產參與精選策略之

投資。簡而言之，奧創烈火用戶可透過高倍數槓桿放
大投資獲利。

每單位奧創烈火產品定價在每次 BinFi 發行皆有可能調
整，若以上圖為例，每單位奧創烈火定價為十分之一的
奧創磐石產品出資金，即 100 USDT。當奧創烈火用戶
認購成功一單位的奧創烈火產品時，將獲得一單位奧創
磐石產品的投資權益，享有奧創磐石出借資金透過專業
交易團隊進行智能投資之收益分配權益。奧創烈火用戶
之出資金將分為以下三種用途：

• 風險抵押：此為應付利息，用於支付奧創磐石用戶

之固定利息，如上圖中 2  所示。本範例設定為奧
創烈火用戶 50% 出資金。

• 保證金：作為精選策略損益之緩衝預備金，如結算

期間遭遇虧損，此保證金將作為回補奧創磐石用戶
的資產本金使用；如最終結算期間有正向收益，保
證金將退還給奧創烈火用戶。本範例設定為奧創烈
火用戶 40% 出資金。

• 平台費用：用於支付 Bincentive 平台之管理費用。

本範例設定為奧創烈火用戶 10% 出資金。

尊榮專案策略在合約起始日開始進行交易。在本範例
之精選策略基礎年化報酬為 18%，以此計算，該策略
可在合約期間內賺取到 90 USDT 的策略績效報酬。因
此，將專業交易團隊 20% 績效分潤，亦即 18 USDT
扣 除 後， 奧 創 烈 火 用 戶 將 獲 得 剩 餘 的 全 數 利 潤 72 
USDT（如上圖 3  所示），另外並收到平台返還的 40 
USDT 保證金。因此在此範例中，奧創烈火用戶於合
約結束時總共可獲得 112 USDT，對奧創烈火用戶來說
年化報酬率為 24%。另外，若是以 BTC 計價、每單位
定價 0.01 BTC 的奧創烈火產品，在相同的預期年化報
酬率 18% 下，BTC 計價的 BinFi 在合約結束時每單位
奧創烈火用戶總共可獲得 0.0112 BTC，對奧創烈火用
戶來說年化報酬率為 24%。

7



2.3 策略停損機制

停損機制（Stop Loss Mechanism）通常指在股票交
易中，當價格波動的幅度達到某一個限定的目標時，
對其暫停交易一段時間的機制，用於防範系統性風險
並保障投資人權益。

BinFi 亦加入此保險機制維護奧創磐石用戶的投資權
益。如果在合約結算之前，專業交易團隊策略績效低
於停損水平，則合約將觸發停損機制，進入提前終止
過程並執行最終結算。

奧創磐石用戶的利息來源為每日扣取自奧創烈火用戶
之出資金，與 Bincentive 依系統評估，所提供之額外
利息，因此每日備抵於停損機制之可用出資金額度將
持續縮減，容許的最大回撤值也會每日調降。當觸及
可用出資金支停損水平時，將觸發停損機制。在此機
制之下，奧創烈火用戶損益將歸零，奧創磐石用戶則
仍可領取從策略起始日至截止日之利息。

2.4 保險金機制

在 BinFi 中，專業量化交易團隊為控制風險，將使用
奧創磐石用戶之部分提供資金進行買賣操作，其餘資
金可彈性配置保守型投資，因此，當申購奧創烈火產
品的數量大於奧創磐石產品時，專業量化交易團隊僅
需適度調整投資比例，Bincentive 平台在某個數量範
圍內可容許額外的奧創烈火產品媒合成功，如下圖所
示，此時平台將會收到來自額外的奧創烈火用戶做為
利息支付之風險抵押，而這些風險抵押將進入保險金
帳戶，用以因應在未來極端風險發生時支付 BinFi 對
奧創磐石用戶的本金安全之義務。

每次 BinFi 產品之容許額外申購奧創烈火產品的單位
數，隨專業交易團隊之最高資金使用率提升而下降，
詳細計算見附錄二。

圖 3：加入保險金機制的 BinFi 幣盛選產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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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投資權重分配試算軸（風險偏好配適）

BinFi 的奧創磐石及奧創烈火產品分別滿足極度風險厭惡及極度風險愛好天秤兩端的投資人，但 BinFi 能做到的不
僅僅是如此。投資人可以藉由自行配置奧創磐石及奧創烈火產品之申購比例，Bincentive 也提供了投資權重分配
試算軸，如上圖，投資人僅需輸入欲投資金額及其可承擔最高損失，平台將為其計算出符合其風險偏好需求的配
置比重。藉由風險偏好配適，BinFi 可以滿足更多投資人的需求。

3. BinFi 進階應用

圖 4：投資權重分配試算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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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二維偏好配適（加入計價貨幣偏好配適）

每一檔 BinFi 產品之計價貨幣不一定相同。例如，以 USDT 計價之 BinFi 產品，利息分
配及結算期間利潤分成皆是以 USDT 作分配；若是以 BTC 計價之 BinFi 產品，投資期
間 BTC 價格波動會影響換回法幣的報酬率，存在賠了 BTC 顆數但換回法幣卻獲利的可
能性。因此，Bincentive 平台將更進一步提供二維偏好配適，將計價貨幣曝險敞口試
算軸加入前段所述之投資權重分配試算軸，同時滿足投資人在計價貨幣偏好與風險偏好
之配適，如下圖。

4. 結論
BinFi 幣盛選之資產管理風險分拆架構經過蒙地卡羅模擬（Monte-Carlo simulation）
縝密計算及驗證，衡量精選策略績效好壞帶來的所有可能性進行全面評估（請參考附圖
一），大幅提升平台生態系統的穩定度，並提供穩健收益型用戶（奧創磐石）及風險投
資型用戶（奧創烈火）用戶合理的預期報酬。BinFi 產品的推出將滿足風險屬性光譜上
的所有投資人，提供加密貨幣市場一種的投資新選擇。

圖 5：二維偏好配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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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錄
附錄一：奧創磐石及奧創烈火用戶之收益計算公式
• 奧創磐石用戶在精選策略績效尚未觸及提前清算之前提，於每月結算時收到之利息

收入定義如下：

附錄二：奧創烈火產品之最高容許申購金額計算公式

奧創烈火產品之最高容許申購金額

B = (Max(R) * A) / (R * x)

R：專業量化交易團隊之原始最高資金使用率
A：奧創磐石用戶申購總金額
B：奧創烈火用戶申購總金額
x：奧創烈火用戶槓桿（等於每單位奧創磐石定價除以每單位奧創烈火定價）
Max(R)：平台允許之最高資金使用率

PFl,x ：奧創磐石用戶第 x 月之利息收入
n/365： 以年為單位表示之每期結算期間之時間長度
rf： 奧創磐石用戶要求之年化利率
A： 奧創磐石用戶之初始借出本金

PRT ：奧創烈火用戶之收益
Pnlsettle： 精選策略於合約週期內之損益
fp： 交易團隊之績效分潤
M： 奧創烈火用戶期初抵押出資金之保證金部分

PFl,x = (n/365) * rf * A

PRT = Pnlsettle * (1-fp) + M

• 奧創烈火用戶在精選策略之績效表現為正之前提，於合約到期時所

獲之收益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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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奧創烈火投資用戶的投資權益及 BinFi 生態系統穩定度，Bincentive 嚴格驗證奧創烈火產品的獲利機率，
經過蒙地卡羅模擬精選策略的績效表現，以實單（如圖紅色及綠色柱狀圖所示）及歷史資料回測（如圖灰色直條）
10,000 次得出以上結果。奧創烈火用戶被強制平倉和面臨權益虧損的機率分佈落在 2.31 ~ 5.38%，總獲利機率高
達 94.46 ~ 97.67% 。 圖中數值僅作為範例參考，每期 BinFi 之損益計算、模擬結果皆以其當期數據為主。

附圖一： 奧創烈火產品損益機率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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