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质押奖励连接到Defi

stakefi.ankr.com

https://stakefi.ank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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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keFi是一个互联网债券启动平台，为用户提供易于使用

的Staking体验，通过DeFi为质押中的代币解锁流动资金，

以及通过互联网债券将Staking奖励连接到DeFi

DeFi 中有几个被动收入机会，但这些收入流通常并不稳定。 来自POS网络

的质押奖励是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之一（按百分比计算）。

总结概要

互联网债券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在的质押的基础上利用DeFi产生多种额外

的被动收入。例如，流动性挖矿、收益挖矿，借贷利息等。

固定收益一直是传统金融中最受欢迎的资产类别之一 ， 但在大多数中央银行

将利率连续几年降至零后，固定收益就失去了吸引力。互联网债券是数字原生

债券，不基于传统金融的债务，也不受任何中央银行利率的影响。

Ankr的StakeFi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轻松获得有被动收入，而无

需掌握运行PoS网的验证节点的技术技能。因此，Ankr将支持能

为互联网债券带来实用场景的DeFi项目，并使DeFi用户能够在互

联网债券的基础上产生更多的被动收入，从而创造新的固定收入

DeFi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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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债券

互联网债券是权益证明（PoS）网络（债券发行者）和资本提供者/

质押人（债券持有人）之间的数字工作协议，债券持有人需要通过

质押代币来保证网络的安全，并获得支持区块链上共识操作的权

利，以得到质押奖励。

债券持有人可以选择通过运行一个节点来验证网络上的交易，或者

将验证网络上交易的任务委托给验证节点，以换取固定的费用或一

定比例的质押奖励。债券持有人必须遵守网络的规则，也就是要保

证持续运营。不遵守这些规则的网络参与者有可能受到惩罚，被没

收质押代币，并失去参与权。

背景

与大多数传统债券（如公司债券）相反，互联网债券具有以下特点：

无固定期限（例如，永续债券） 具有股权特征，由于互联网债券持有人

是PoS网络的共同所有者

质押奖励基于PoS协议的内置通货膨胀

率，而不是像传统债券那样基于债务

根据PoS协议自身的不同，互联网债券

的供应量可以是弹性的，因为被质押的

代币也是弹性供应，不过这并不是总是

如此--比如说 ETH的1.5阶段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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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债券的持有者是资本的贷方，劳动者，也是网络的所有者，这

种特性使其成为一种新型的激励性数字工作协议，其成熟状态是一

种具有债务和股权特征的混合永续债券。

质押和持有互联网债券是不同的 

质押者

 › 获得质押奖励

 › 收益仅限于所投代币的价格上涨潜力

互联网债券持有人

 › 轻松的体验质押

 › 质押代币的即时流动性

 › 在获得质押奖励的基础上，从Defi上解锁多重的被动收入流 

(流动性挖矿、收益挖矿、借贷、金库等）

 › 在以太坊网络上获得跨链质押奖励

互联网债券有时也被称为合成质押代币，质押衍

生品，或流动性质押

背景



去中心化交易所

借贷

ETH2债券

互联网债券持有人
(委托人)

节点服务提供者
(验证者)

弹性供应通过解除质押
(rebase合成质押代币。例如，

在以太坊2.0阶段1.5之后)

资本出借人通过抵
押资产赚取报酬
没有特定期限（永
久债券特征）。

PoS协议的共同所
有人 (股权特征)

同意规则提供公
共基础设施，以
换取永期奖励

创造合成质押代币（例如，ETH）

交易套利机会

数字工作协议
例子：质押ETH

流动性挖矿的额外奖励

权益证明协议

Curve

SushiSwap
STETH

StakeHound

aETH
Ankr

自我托管节点（硬件）

分布式云计算

集中式云计算

vETH2
SharedStake

bETH
Binance

stETH
Lido Finance

crETH2
Cream Finance

第二级质押代币的合成

onSynthetics
by OnX

ARCxyearn.finance

以太坊2.0的质押奖励有可能成为
DeFi无风险利率。

来源: newsletter.banklesshq.com/p/eth-the-internet-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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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债券
ETH2债券特点及其生态



1

2

3

4 充分利用ETH2互联网债券或ETH2流动性
池借入ETH以避免以太坊市场风险
75%的LTV下奖励高达3倍

通过DeFi平台的ETH2互联网
债券的相关质押奖励：
a. 出借存款
b. 补贴流动性收益
c. 收益汇总（vaults）
d. 流动资金池（LP）奖励

来自于合成质押ETH2代币的套利交易机会 

通过以下运行ETH2验证节点的方式来获得
7.8%-10.7%年利率的质押奖励:
a. 本地硬件
b. 中心化式云计算供应商
c. 分布式云计算
d. 合成质押ETH2代币

高达3倍质押奖励

0.07%-46.11%年利率
的ETH2互联网债券的

质押奖励

ETH2代币的0%-14%交易折扣

7.8%-10.7% APY staking rewards

yearn.finance
yearn.finance

Curve Curve

SushiSwap

SushiSw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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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奖励



7

//
 
 S
ta
ke
Fi
 

DeFi发展后， 由于其盈利能力和易用性，通过工作证明

（PoW）wa’bi的吸引力权益证明（PoS）

折旧资产（如采矿设备）。 -

难以使用杠杆 -

需要技术知识 -

由于高度竞争的环境，APY低于DeFi -

+	 资产升值

+	 易于杠杆化 

+	 	通过金融的民主化变得越来越容易使用

+	 比一般的比特币挖矿的年收益率高

DeFi上的被动收入	vs.工作量证明挖矿

DeFi上的被动收入比特币挖矿

比特币挖矿需要对折旧性资产（如挖矿设备）进行高额的前期投资，需要高水平技术知

识。另一方面，权益证明网络则需要质押代币，而这些代币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

值，并且相对容易在DeFi（DeFi贷款平台上的互联网债券抵押品）中发挥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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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带息权证（aETHc） 带息债券（aETHb）

aEtHc(前称aETH) 是以太坊2.0网络上为被质押ETH提供即时流动性的带

息权证。

aETHc代表所质押的ETH加上所有未来的质押奖励。最初，在2020年12月

1日ETH2质押开始时, 发放的aETHc与其对应质押的ETH为1:1，为了反映

奖励的累积，aETHc与ETH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意味着1个

aETHc的价值会高于1ETH。

你持有的aETHc的数量不会增加。相反，随着您的aETHc的价值增长

（aETHc包含其初始参与质押的本金和质押奖励）， aETHc的价格也预计

增长，在质押期结束时（可能在2022年），你可以用aETHc换回你初始参与

质押的ETH本金和这段时间的质押奖励。

与aETHc类似，aETHb（原fETH）也实现了在ETH 2.0网络中被质押

ETH代币的即时流动性。

aETHb和aETHc的主要区别是，它通过每天的rebase过程来分配质押

奖励。这意味着它的公允价格应该等于ETH价格，而aETHc则相反，其

公允价格是ETH+累计质押奖励（截止到2021年5月，1aETHc代表1.035 

ETH）。

Ankr StakeFi每天接收ETH奖励到ETH2质押池，接着反映在aETHb持

有人的钱包里。因此，用户在他们的钱包中持有的aETHb的数量将自动

增加。rebase调整代表了质押的奖励。

ETH2债券之后所有即将发行的互联网债券都将是带息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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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kr	StakeFi
互联网债券启动台

在过去几年中，Ankr 在为 40 多种区块链协

议部署质押节点方面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专业知

识。  

作为 Web3 基础设施和质押节点服务提供商，Ankr推

出了StakeFi， 其主要目标是：

1. 进一步减少与PoS协议的代币质押有关的技术障

碍。

2. 提供流动性质押通过DeFi用户向互联网债券提供

流动性

3. 将质押奖励连接到DeFi。为互联网债券持有者提供

除质押奖励外的多种被动收入机会 

互联网债券DeFi合作伙伴 我们DeFi的合作伙伴为互联网
债券创造效用

通过我们的仪表板能够轻松访问DeFi互联
网债券市场

我们的平台使质押代币具有流动性，并可与DeFi互通。

互联网债券的基础设施骨干

DeFi合作伙伴的主要来源

A
nk
r合
作
伙
伴
网
络

S
ta
ke
Fi

W
eb
3服
务

StakeFi Alpha

StakeFi互联网债券
启动台

质押节点

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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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keFi 互联网债券启动台，使用户能够用权益证明 (PoS) 

网络的质押代币兑换互联网债券。 其他功能还将包括通过

多种方式获取互联网债券的可能性，这将为互联网债券价

格提供强大的价格稳定机制。

StakeFi Alpha 是一种互联网债券数据聚合工具，提供对

实时交易价格、流动性挖矿和借贷服务，探索互联网债券在

DeFi中的使用场景。

StakeFi的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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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kr StakeFi提供几种与质押ETH互动的可能性

1. 质押服务，用户可以质押ETH 并换取aETHc或aETHb代币。在 在

Ethereum 2.0的1.5阶段可以选择解除质押。

2. aETHc是Ankr ETH带息代币，其中质押奖励不被分配，aETHc的公

允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因为它包含了未分配的ETH 质押奖励

（截至2021年5月，1 aETHc = 1.035 ETH）。

3. aETHb是Ankr ETH奖励债券，意味着奖励是以aETHb代币的形式

每天分发。aETHb持有者的余额在每日rebase后增长，这意味着1个

aETHb的公允价值与1个ETH相同。

4. 提供商节点帮助用户部署节点并成为验证者，为ETH持有者提供罚没

风险的保护，从而获得32个ETH质押奖励中的15%。提供商保险可以

ETH或ANKR代币支付。

质押以太坊(ETH)

Ankr ETH互联网债券的好处是，它受益于多个去中心化交易所（DEX）的

流动性，如Uniswap、Sushiswap、Curve Finance和BakerySwap。换句

话说，ETH质押者可以以aETHc或aETHb的形式出售他们的质押的ETH。

流动资金池将随着aETHc和aETHb的流通供应量不断增加而增多。

另一个好处是在DeFi中，除了aETHc和aETHb的质押奖励之外，还有可能

获得额外的奖励，例如 流动性池的交易费、流动性挖矿，以及贷款利息，越

来越多的DeFi项目将给互联网债券带来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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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kr StakeFi将使Avalanche代币持有者能够通过质押AVAX得到Ankr 

Avalanche债券（aAVAXb）。aAVAXb，类似于aETHb，是一种赚取奖励

的债券，这意味着Avalanche质押的奖励将每天通过rebase分配。换句话

说，aAVAXb代币的余额将在每个持有人的钱包里每天增加。

与ETH质押不同的是，AVAX代币可以在质押过程中选择取消质押。因此。

aAVAXb将受益于以下aAVAXb兑换选项：

1. 用户可以解除质押aAVAXb，并等待14天用1个aAVAXb换1个AVAX。未兑换

的aAVAXb 将继续获得质押奖励，余额将继续增长直至质押期结束。

2. 为ANKR代币持有人提供即时流动资金池，根据即时流动性池的容量，1个

AVAAXb可兑换成1个AVAX。分配给StakeFi的3%的AVAX代币将不会被质押，

保留在即时流动性池内。因此，aAVAXb持有人将间接承担即时性池的成本，

即质押3%AVAX的获得的奖励机会。因此，aAVAXb持有人的总成本将是2%

的服务费，加上3%的未质押AVAX机会成本，等于4.94%。

3. 用户可以兑换aAVAXb并得到Ankr Avalanche期货(aAVAXf)，每个aAVAXf
中嵌入了到期日，因此这是不可伪造的独一的NFT。aAVAXf将在Avalanche

债券发布几周后在Bounce Finance互联网债券期货市场上市。交易过程

中，AVAXf卖家将被收取0.25%的版税，买家将被收取0.25%的AUCTION代币

（Bounce Finance的原生代币）交易费。

质押Avalanche	(AV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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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sama互联网债券（aKSMb）也将在Ankr StakeFi中作为赚取奖励的债券

发布，这意味着奖励将每天通过rebase发放。

用户将能够解除质押/兑换aKSMb，并等待7天的时间，将1个aKSMb兑换为

KSM。

与雪崩债券类似，aKSMb也将有一个专门的即时流动性池，以及Kusma期货

（aKSMf），可在Bounce Finance交易。

Bounce Finance将发布一个平行链众贷平台，帮助参与Kusama平行链拍卖

的项目众筹KSM代币。作为交换，KSM资本提供者将收到Kusama 平行链期

货（aKSMpf），代表在相关项目赢得平行链拍卖后在Kusama租赁期内锁定

的Kusama代币。Ankr将为Kusama平行链期货实现几个相关的用例，通过流

动性收益奖励，拍卖和借贷实现二级市场流动性。

波卡互联网债券将是一种赚取奖励的债券，与Kusama债券的功能大致相同，

主要的区别是将是赎回期为28天而不是7天。

Ankr将支持Bounce Finance的平行链众贷平台，发行平行链债券，该债券旨

在直接向平行链债券持有者分发奖励。因此，平行链债券持有人无需在特定的

流动性挖矿合约中通过流动性挖矿获取收益。波卡平行链债券和Kusama平行

链期货的主要区别是期货不会自动分配收益奖励。

质押Kusama(KSM) 质押Polkadot	(DOT)



权益证明网络 Ethereum	2.0 Avalanche Kusama Polkadot BSC Polygon

质押代币 ETH	 AVAX KSM DOT BNB MATIC

质押奖励 7,00% 5,07% 13,92% 13,17% 20,40% 58,24%

质押价值	$百万 14.809 10.038 3.274 26.581 5.287 2.397

市值	$百万 394.057 4.451 5.357 39.501 81.663 10.819

总质押（%） 3,87% 77,67% 51,17% 63,97% 65,83% 22,81%

互联网债券代币符号 aETHc aETHb aAVAXb aKSMb aDOTb aBNBb aMATICb

每日奖励 N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节点提供商 Yes n/a n/a n/a n/a n/a

赎回互联网债券（取消质押） n/a Yes Yes Yes Yes Yes

即时流动性池 n/a Yes Yes Yes Yes Yes

互联网债券期货（NFT） n/a Yes Yes Yes Yes Yes

平行链期货 n/a n/a Yes n/a n/a n/a

平行链债券 n/a n/a n/a Yes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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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kr将为BNB持有人提供质押付，并在后期推出BNB互联网债券，其功

能特性将于雪崩债券类似

我们将很快支持Matic质押

质押币安币（BNB） 质押Polygon	(MATIC)

资料来源：www.stakingrewards.com
数据检索于18.0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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