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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块链技术因其低成本、高安全性、以及可追溯等优势受到了国内外各行业的广

泛关注。工作量证明（PoW）是区块链采用时间最久、范围最广的共识机制，关于 PoW 机制

研究的理论研究表明 PoW 区块链网络具有短期不稳定性,但仍缺乏实证依据。本文基于比特

币网络数据，以短期网络算力波动为外生冲击变量，考察了算力波动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之

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短期算力波动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呈显著正相关性，短期算力的下降

会显著降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这说明负向算力冲击有可能使得矿工因亏损而退出挖矿，造

成算力的进一步下跌，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本文从实证上证明了 PoW 区块链网络作为支付工

具具有不稳定性，抵御算力冲击以及恶意攻击的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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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bility of PoW Blockchain Network as a Payment System 

--Evidence from Bitcoin Blockchai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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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of-of-Work (PoW), the consensus algorithm that adopted by blockchain’s first 

application, bitcoin, is widely used nowadays in blockchain network. Using data from Bitcoin 
blockchain network,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short-term network hashrate 
shock on total miner transaction fee income. We find that hashrate chang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hange in total miner transaction fee income. We further prove that a plunge in hashrate 
leads to a significant drop in total miner transaction fee income. This result implies that a “vicious 
cycle” might exist in PoW blockchain: The drop in hashrate might cause miners to exit mining 
market due to mining loss, which means an even lower network hashrate and miner income. Our 
paper support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that PoW blockchain network is unstable as a payment 
system, and is vulnerable to outside att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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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块链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由中本聪在其比特币白皮书 Nakamoto（2008）中提出，

随后 Buterin（2013）提出了以太坊（Ethereum），进一步提升了区块链技术以及潜在应用场

景。在过去十多年中，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区块链在加密数字货币（cryptocurrency）方

向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其他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包括金融管理，医疗健康，教育，供应链，

物联网，通讯，食品溯源以及慈善公益，也都处于爆发式增长初期阶段。 

以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技术的支付方式其功能以及性质虽然与现金相似，但其与现金有

着明显的区别。对于现金支付来说，个人之间的现金交易记录属于私人账本（private 

ledger），只有交易双方知道，因此政府通过防伪和法律等手段杜绝私人账本作假的可能。

相比之下，区块链网络上的加密数字货币交易属于公共账本（public ledger），记账参与方

甚至所有网络参与方都能知晓并查阅交易的发生，因此区块链保证公共账本的准确性，公平

性以及不可篡改性的方法，即区块链网络的共识机制（Consensus Algorithm），有别于传统

现金。从定义上来讲，共识机制就是区块链网络内所有参与记账的节点对记录在区块链上的

交易数据达成一致所采用的方法。根据应用行业和领域的不同需求，区块链可以采用不同的

共识机制，其中主流的共识机制包括工作量证明（Proof of Work，或 PoW），拥有量证明

（Proof of stake，或 PoS），委任权益证明（delegated Proof of Stake，或 dPoS）以及

实用拜占庭容错算法（Practical 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或 PBFT）。比特币作为区

块链第一个实际落地应用，采用的是 PoW 共识机制。PoW 的概念和定义最先是由 Dwork 和

Naor（1992）以及 Jakobsson 和 Juel（1999）提出，而后应用到区块链领域。简单来讲，



 

 

PoW 共识机制是一种按劳分配的竞争记账方式（“挖矿”），贡献工作量（“算力”）越多的记账

者（“矿工”）获得一个区块实际记账权（挖到新区块）的概率越大。为了激励矿工竞争记账，

在区块链上进行交易的用户会为每一笔交易支付一定的手续费，而这些交易费最终会归获得

区块记账权的矿工所有。另外，区块链系统会奖励（区块奖励）挖到新区块的矿工一定数量

的代币（Token，区块链上的计价单位）。现阶段矿工的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区块奖励，但是由

于区块奖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最终矿工的收入将全部来源于交易手续费。因此对于

PoW 区块链网络来说，交易手续费是吸引矿工与用户的关键因素（过高的手续费可能无法吸

引用户使用，过低的手续费可能导致矿工的流失），PoW 共识机制设计下的代币价格，手续

费与算力之间联动关系的稳定性决定了区块链网络是否安全以及是否能长期正常运转。 

基于以上事实，本文从区块链网络算力以及手续费之间的关系入手，基于 He等（2019）

中关于 PoW 区块链网络中短期算力波动冲击对于用户平均交易手续费以及矿工总手续费收

入影响的理论，从实证方向研究了区块链网络作为支付工具可能存在的不稳定性。本文基于

2011 年到 2019 年所有比特币的区块链数据，以短期算力波动作为外生冲击变量，使用最小

二乘法回归首先识别了算力波动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关系，接着分别探究了算力波动与网

络交易数量以及平均手续费之间的关系。另外，本文还检验了短期算力影响平均手续费的渠

道。本文研究发现，短期算力波动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呈显著正相关性。具体来说，短期算

力的波动与区块链交易数量呈显著正相关性，与平均手续费呈显著负相关性，但由于算力波

动对平均手续费的影响幅度小于对交易数量的影响幅度，因此最终算力波动与矿工总手续费

呈显著正相关性。这一结论说明遭遇算力冲击可能会导致 PoW 区块链网络不稳定。为了增加

结果的可信度，我们进行了两部分稳定性检验。第一部分，考虑到挖矿难度调整的时点会对

回归结果造成干扰，我们剔除了有难度调整的观测时点并重新进行了回归，其结果与基准回

归结果相同。第二部分，考虑到 2013 年以前比特币网络属于不成熟阶段，我们进行了分样

本检验，并发现 2013 年到 2019 年的子样本结果与基准结果一致。为了进一步探究 PoW 区块

链网络抵御负向算力冲击的能力，本文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分别验证了正向和负向算力波动

对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短期算力的上升会大幅缩减平均手续费，因此不会

显著地提高矿工总手续费收入；但短期算力的下降对平均手续费的影响不大，因此矿工总手

续费收入会大幅下降。这说明短期内算力下跌所造成的矿工亏损以及用户交易等待时间增加

有可能致使矿工和用户离场，而更少的矿工和用户意味着算力的进一步下降以及更少的手续

费。如果没有外部干扰，这一恶性循环有可能最终导致 PoW 区块链网络的彻底瘫痪。总结来

说，PoW 区块链网络具有不稳定性，抵御算力冲击以及恶意攻击能力较弱。 



 

 

区块链领域吸引了很多国内外经济金融方向的学者。徐忠和邹传伟（2018）从经济学角

度阐述了区块链的应用方向，分析了区块链的功能，并指出了区块链投资领域的过度投机和

金融风险。姚前（2016）以及姚前和汤莹玮（2017）梳理了数字货币的概念并分析了区块链

技术在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中应该提供的基础技术支持。有学者关心区块链去中心化设计机制

和能耗问题。Abadi 和 Brunnermeier (2018)从理论上研究了区块链的“三元悖论”：去中

心化能保记账的准确性和不可篡改，却牺牲了效率。Biais等(2018)认为，PoW 区块链的挖

矿机制会引起算力的“军备竞赛”，最终导致算力（或者矿机）的过度投资。Ma等(2018)认

为是“矿工”的自由进入而不是挖矿机制造成了 PoW 区块链的大量资源消耗。Budish (2018)

从安全角度讨论了区块链网络的稳定性，并深入讨论了对 PoW 区块链发起 51%攻击的成本以

及可能性。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 PoW 区块链手续费相关问题。Pagnotta 和 Buraschi(2018)

研究了比特币网络算力与比特币价格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矿工与区块链使用者的之间的供需

均衡给比特币定价，最后发现得出了算力与价格之间的联动效应对供给需求冲击有放大作用

的结论。Huberman 等(2017)研究了矿工和用户供需均衡下的手续费价格，指出区块链网络

的交易必须足够拥挤才会给矿工带来可观的手续费。Easley等(2018) 通过比特币网络的实

证分析得出，当内存池越大（网络越拥挤）的时候，区块链所处理的交易平均费率越高。挖

矿也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Cong等 (2019) 研究矿池（中心化挖矿）的相关问题，认为矿

池并不会导致算力中心化，也不会出现矿池一家独大的情况。Prat 和 Walter（2018）认为

矿机投资不可逆，所以挖矿市场的进入成本意味着每单位算力的挖矿收益有上限。 

现有的研究从理论角度主要探讨了区块链的设计机制（Catalini、

Gans,2018;Raskin、Yermack,2016;Saleh,2018）,能耗，安全问题，以及代币定价(Cong

等，2018；Pagnotta、Buraschi,2018;Schilling、Uhlig,2018;Sockin、Xiong,2018)，着

重研究了挖矿，手续费以及比特币价之间的关系；实证方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比特币作为

资产的价格(Fernandez、Sanches，2019;Gandal、Halaburda,2016)、交易、市场操纵行为

(Gandal等，2018；Griffin、Shams,2018)以及比特币矿池(Rosenfeld,2011)等相关问

题。对于比特币以及 PoW 区块链作为支付工具的经济生态稳定性还尚未有实证研究。与现

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是第一个研究 PoW 区块链短

期稳定性的实证论文，为区块链网络稳定性理论提供了实证分析，并证明了 PoW 区块链网

络存在不稳定性。第二，本文研究结果为区块链将来在各行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

考。PoW 区块链作为支付手段具有不稳定性，其抵抗外部恶意攻击的能力较弱，因此在实

际运用当中有可能需要借助技术手段或者政府监管来帮助其正常运行。第三，本文借助



 

 

2012 到 2019 年所有的比特币数据量化了 PoW 区块链短期算力波动对于区块链网络包括用

户平均手续费，交易平均等待时间以及网络交易处理速度等变量的影响。第四，本文通过

渠道检验准确地验证了算力波动影响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途径和方式，并对实证结果进行

了稳定性检验以及异质性检验，提升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使用的数据和变量；第三节说明本文采用的理论背景以

及实证分析方法；第四节进行实证分析以及渠道检验；第五节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六节进

行了异质性检验。最后第七节总结全文。 

二、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介绍 

本文使用的是比特币（Bitcoin）区块链网络数据，主要来源是比特币区块链节点上记

录的原始区块数据，www.blockchain.com 以及 www.btc.com 上统计的矿工节点数据。本文

数据包含了 2011 年 1月 2日到 2019 年 9月 7 日的日均数据，原始样本包括网络算力，主

要交易所比特币交易价格，比特币区块奖励数量，矿工总手续费收入，交易平均等待时间，

用户平均手续费，网络挖矿难度等，数据样本量为 3171。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初步整理，首先

清除了 2011 年 1月 2日到 2011 年 12月 2日缺少交易平均等待时间的 335个观测时点，然

后剔除了 2011 年 12月 3日到 2012年 1月 15 日交易平均手续费过小的 44个观测时点①，

最后得到 2792 个样本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 

表 1报告了本文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哈希率（Hashrate）衡量的是比特币网络中的

算力，是本文中的核心解释变量。长期来看，比特币的网络算力随着技术的进步一直在大幅

上升，但从短期来看，比特币算力的波动很大程度上是随机的。第一，随着挖矿产业的成熟，

矿场已经逐渐代替个人矿工，对于矿场来说，巨大的固定成本意味着挖矿活动在短期内是无

法调整的，因此短期内矿场提供的算力是相对稳定的。第二，能引起算力短期波动的因素大

多数是不可预测，比如电力中断，自然灾害，矿场迁移，政府监管，网络故障和延迟，以及

矿机自身不稳定性等等。因此本文使用日均算力变化作为外生变量，研究其对矿工总手续费

收入的影响。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包括(1)总手续费（Total Transaction Fee，单位为美

元），衡量的是矿工从挖矿中获得的所有用户为交易支付的手续费，也就是矿工总手续费收

入。(2)平均手续费（Per Transaction Fee，单位为美元）,测量的是区块链网络上用户为

每笔交易平均支付的手续费。(3)交易数量（Confirmed Transactions）,代表每天区块链网



 

 

络处理的交易数量。为了进一步研究算力影响的渠道，我们考虑中间变量--平均等待时间

（MCT，单位为分钟），代表用户交易从提交到最终被区块链网络确认所耗的平均时长。考虑

到区块链系统的其他因素影响，我们控制了区块奖励（Block Reward，单位为比特币），市

场价格（Market Price，单位为美元），交易平均价值（Tran Size，单位为美元）以及挖矿

难度（Difficulty，单位为哈希）。 

 

三、理论分析及实证策略 

（一）理论分析 

PoW 区块链中矿工的总手续费收入等于交易数量与交易平均手续费的乘积。其中，交易数

量由区块容量以及区块平均产生速度决定，而区块平均产生速度又由算力决定。从长期来看，

PoW 区块链系统会每隔一段时间根据网络算力自动调整挖矿难度使得区块产生的速度回到系统

设定的目标，但从短期来看，在两次难度调整之间，由于区块容量相对稳定，算力的变化会直

接导致区块产生速度的变化从而影响整个区块链处理交易的数量以及用户的交易平均等待时

间。He等（2019）从理论上研究了短期算力波动对于区块链网络的影响，并证明了短期算力冲

击对于用户平均手续费以及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影响。总的来说，算力和交易数量呈正相关，

和用户平均手续费呈负相关，但是算力对于用户平均手续费的影响幅度小于对交易数量的影

响，因此总的来看算力冲击和矿工总手续费用成正相关关系。 

根据 He等（2019），在均衡状态下，用户的交易平均手续费�̅�等于： 

�̅� = 𝑃𝑆 &1 −
𝜃
𝛼 +1 − 𝑒

-./01 (1) 

H ���3M-EJ�

�N�� �NK6� I>��  �� :�&� 8%�� 8"��

Total Transaction Fee ./FL� 2792 354841.17 1407252.47  10.61 22724840.66 

Confirmed 

Transactions 
�74N� 2792 161445.90 109571.66 5174.00 490644.00 

Hashrate �)A� 2792 10689409.87 18959643.86 8.45 88354011.67  

MCT * D,5P�2792 9.62  3.05  4.58  47.73  

Block Reward �!#�� 2792 22.67 11.41  12.50  50.00  

Market Price (��;� 2792 2335.84 3495.39 4.33 19498.68  

Difficulty 1BQ+� 2792 1.44E+12 2.56E+12 1.25E+6 1.08E+13 

Per Transaction Fee * /FL� 2792 1.21 4.26 0.00  59.70  

Tran Size �7* ���2792 1695.65 2228.69 18.84 15443.97 

=��

429?�0�!O42GC������������	�
��������������� �<@'�!O�$42�

 



 

 

其中𝑃代表区块链上的加密数字货币价格，𝑆是加密数字货币的总供给量，𝜃和𝛼分别代表用户对

区块链的偏好程度以及对交易的耐心程度。当有一个短期算力冲击λ时，用户交易平均手续费将

变成： 

𝑔5666 = 𝜆
8
9-/𝑒-+

9
:-90

.
9-/	𝑃𝑆 &1 −

𝜃𝜆
𝛼 +1 − 𝑒-

.
/501 (2) 

其中β	代表用户对于区块链的信任程度。 

以上算力冲击对用户平均手续费造成的影响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当算力变化时，区块

产生的速度会发生变化，导致用户交易等待时间发生变化，而等待时间的变化会影响区块链作

为支付手段的便利性，因此用户对于此区块链的交易需求会发生变化。第二，当算力变化时，

区块链的整体安全性会发生变化（理论上来说，算力越大，区块链上的信息就越不容易被篡

改，或者说越不容易遭受 51%攻击，因此区块链网络越安全），因此用户对于此区块链的交易需

求会发生变化。第三，当算力变化时，区块产生的速度会发生变化，导致用户交易等待时间发

生变化，因此用户额外支付一单位手续费能缩短的等待时间会发生变化，因此用户会调整手续

费策略以实现效用最大化。 

 从本文的研究角度来说，短期内用户对于区块链网络交易的需求比较固定，因此短期内交

易平均等待时间的小幅波动并不影响用户对交易的需求变化；另外，短期的算力波动也并不会

明显改变用户对于区块链网络安全的信任。因此我们可以将短期算力波动对于用户交易平均手

续费的影响简化为前文中的第三个影响，即交易平均等待时间的变化引起的用户交易平均手续

费策略的变化。因此短期算力冲击λ对于用户平均手续费的改变可以简化为： 

∆ ln(𝑔) =
1 − 𝜃𝜆𝛼 +1 − 𝑒-

.
/50

1 − 𝜃𝛼 +1 − 𝑒
-./0

(3) 

当算力波动幅度相对小的时候，上述公式近似于以下公式： 

∆ ln(𝑔) = 𝛼 + 𝛾9∆ ln(𝐻) (4) 

其中𝛾9 < 0,	𝐻代表算力，	∆ ln(𝐻) = 𝜆 − 1。 

从短期来看，在网络算力足够大的情况下，网络算力与预期区块产生的时间的乘积为一个

常数，因此假设每个区块中的交易数量不受算力影响，算力波动与区块链处理交易数量变化应

当呈正相关。公式上来说： 

∆ ln(𝑁) = 𝛾I∆ ln(𝐻) (5) 

其中𝑁代表区块链网络中交易总数量，𝛾I > 0。 

总的来说，用户总手续费，也就是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等于交易平均手续费与交易数量的



 

 

乘积。因此根据（4）和（5），矿工总手续费收入𝐺与算力波动的关系应为： 

∆ ln(𝐺) = 𝛼 + (𝛾9 + 𝛾I)	∆ ln(𝐻) (6) 

根据 He等（2019），算力对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影响应该为正，因此𝛾9 + 𝛾I > 0，表明数量的

正向效应大于交易平均手续费的负向效应。 

（二）实证策略 

实际情况与理论推断是否一致，有待于实证分析的检验。基于上一部分的理论分析，本文

的基准回归使用以下方程： 

∆ ln(𝐺N) = 𝛽9 +	𝛽I∆ ln(𝐻N) + 𝛽P∆ ln(𝑃N) + 𝛽Q ln(𝑅N) + 𝛽S∆ ln(𝑉N) + 𝐹𝑖𝑥𝑒𝑑 + 𝜀N (7) 

其中𝐺N代表 t 时期（天）矿工总手续费收入，𝐻N代表网络算力，𝑃N代表比特币的市场交易价

格，𝑅N代表区块奖励，𝑉N代表区块链上交易的平均价值，𝐹𝑖𝑥𝑒𝑑代表年份以及季度固定效应。我

们将比特币的市场交易价格，区块奖励以及交易平均价值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方程中来控制可

能影响矿工总手续费的因素。另外，我们还加入了年份及季度固定效应来控制年度和季节性因素。

系数𝛽I表示算力增长率对矿工总手续费收入增长率的影响，若该系数为正，则表明负向算力波动

会使得矿工总手续费收入下降，矿工面临亏损风险；若该系数为负，算力增长率与矿工收入增长

率呈现反比，当面临算力下降冲击时，矿工总手续费收入反而上升。依据理论部分的分析，我们

预期βI为正数，即算力下降冲击使得矿工总手续费收入下降。 

方程（7）从总效应的角度检验了算力冲击对矿工手续费收入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以及式

（4）（5）（6），总效应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根据式（5）算力的下降冲击使得交易数

量下降，给矿工总手续费收入带来下行压力，由此我们估计方程（8）。另一方面，根据式（4）

算力下降使得平均手续费上升，使得矿工总手续费收入有上行推动力，由此我们估计方程（9）。

我们由式（7）验证了两种效应的总和，结合方程（8）（9）探讨两种效应的强弱主导效应。 

∆ ln(𝑁N) = 𝛼9 +	𝛼I∆ ln(𝐻N) + 𝛼P∆ ln(𝑃N) + 𝛼Q ln(𝑅N) + 𝛼S∆ ln(𝑉N) + 𝐹𝑖𝑥𝑒𝑑 + 𝜀N (8) 

∆ ln(�̅�N) = 𝛽9 +	𝛽I∆ ln(𝐻N) + 𝛽P∆ ln(𝑃N) + 𝛽Q ln(𝑅N) + 𝛽S∆ ln(𝑉N) + 𝐹𝑖𝑥𝑒𝑑 + 𝜀N (9) 

 其中 Nt代表 t 时间区块链网络交易的总数量，𝑔N666代表 t 时期用户交易平均手续费用，其

余变量的定义如方程（7）。式（8）和（9）中的系数αI和βI分别代表算力变化对交易总数量

变化和平均交易费用变化的影响，依据理论部分分析，我们预期系数αI为正，βI为负且绝对

值小于αI，αI和βI之和应为方程（7）中所估计的系数βI。 

为了验证 He 等（2019）中算力冲击是通过影响用户平均等待时间而影响用户平均手续费的

理论结论，本文进行了以下渠道检验。首先方程（10）以及方程（11）分别验证了算力与平均等

待时间，平均等待时间与用户平均手续费之间的关系。然后，方程（12）将中介变量--平均等待



 

 

时间作为自变量加入方程（9）。若算力冲击主要通过影响用户平均等待时间而影响用户平均手续

费，则方程（10）与（11）中系数𝛼I与𝛽I应均显著，并且在方程（12）中，当用户交易平均等待

时间加入自变量后，系数𝛾P应该正显著，同时算力的系数𝛾I应该不显著并且系数值大幅缩小。 

∆ ln(𝑀N) = 𝛼9 +	𝛼I∆ ln(𝐻N) + 𝛼P∆ ln(𝑃N) + 𝛼Q ln(𝑅N) + 𝛼S∆ ln(𝑉N) + 𝐹𝑖𝑥𝑒𝑑 + 𝜀N (10) 

∆ ln(�̅�N) = 𝛽9 +	𝛽I∆ ln(𝑀N) + 𝛽P∆ ln(𝑃N) + 𝛽Q ln(𝑅N) + 𝛽S∆ ln(𝑉N) + 𝐹𝑖𝑥𝑒𝑑 + 𝜀N (11) 

∆ ln(�̅�N) = 𝛾9 +	𝛾I∆ ln(𝐻N) + 𝛾P∆ ln(𝑀N) + 𝛾Q∆ ln(𝑃N) + 𝛾S ln(𝑅N) + 𝛾_∆ ln(𝑉N) + 𝐹𝑖𝑥𝑒𝑑 + 𝜀N(12) 

 其中 Mt 表示 t 时期的平均等待时间，𝑔N666代表 t 时期用户的交易平均手续费用，其余变量

的定义如方程（7）。 

四、算力波动对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影响 

（一）短期算力波动对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影响 

我们首先使用比特币区块链 2012年到 2019 年的数据估计方程（7），研究短期算力波动

对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2。从列（1）中我们可以看出，当网络算力

单独作为自变量时，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系数为正显著，说明当网络算力提升时，用户支付

的总手续费将增加。具体来说，网络算力波动率每增加 1个百分点，矿工总手续费波动率增

加 0.114个百分点。随后我们加入了包括市场价格，区块奖励以及交易大小作为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在第二列。列（2）的回归结果与列（1）的结果相似，表明在控制可能的其他因素

之后，算力变动对总手续费收入影响仍然为正。具体来说，网络算力波动率每增加 1个百分

点，矿工总手续费波动率增加 0.141个百分点。表 2与我们模型中所估计的短期算力下降会

降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结果一致②。 

 

表 2  算力对总手续费收入的影响 

 因变量 

 ∆ ln(𝑇𝑜𝑡𝑎𝑙	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	𝐹𝑒𝑒) 
 (1) (2) 

∆ 𝑙𝑛(𝐻𝑎𝑠ℎ𝑟𝑎𝑡𝑒)                           0.114** 0.141*** 
 (0.048) (0.047) 

∆ 𝑙𝑛(𝑀𝑎𝑟𝑘𝑒𝑡	𝑃𝑟𝑖𝑐𝑒)                       1.108*** 
  (0.131) 

𝑙𝑛(𝐵𝑙𝑜𝑐𝑘	𝑅𝑒𝑤𝑎𝑟𝑑)            0.011 
  (0.043) 

∆ 𝑙𝑛(𝑇𝑟𝑎𝑛	𝑆𝑖𝑧𝑒)                         0.184*** 
  (0.019) 

常数项 0.001 -0.017 



 

 

 (0.009) (0.073)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季度固定效应 Yes Yes 

观测值 2792 2792 

R方 -0.001 0.060 

注: 

*代表 10%显著，**代表 5%显著，***代表 1%显著 

 

（二）算力波动对交易数量以及交易平均手续费的影响 

在 PoW 区块链中，矿工的总手续费收入等于用户交易平均手续费乘上对应时间的交易

数量。在（一）的回归中，我们发现短期算力的减少会降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在这一部分

中我们将估计式（8）和（9），分别检验短期算力波动对交易平均手续费和区块链日均交易

数量的影响。 

表 3  算力对交易数量和平均手续费的影响 

 因变量 
 ∆ ln(𝐶𝑜𝑛𝑓𝑖𝑟𝑚𝑒𝑑	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𝑠) ∆ ln(𝑃𝑒𝑟	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	𝐹𝑒𝑒) 

 (1) (2) 

∆ ln(𝐻𝑎𝑠ℎ𝑟𝑎𝑡𝑒) 0.264*** -0.123*** 
 (0.020) (0.042) 

∆ ln(𝑀𝑎𝑟𝑘𝑒𝑡	𝑃𝑟𝑖𝑐𝑒) 0.180*** 0.928*** 
 (0.056) (0.118) 

ln(𝐵𝑙𝑜𝑐𝑘	𝑅𝑒𝑤𝑎𝑟𝑑)                 -0.006 0.017 
 (0.018) (0.039) 

∆ ln(𝑇𝑟𝑎𝑛	𝑆𝑖𝑧𝑒) 0.044***     0.140*** 
 (0.008) (0.017) 

常数项 0.012 -0.029 
 (0.031) (0.066)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季度固定效应 Yes Yes 

观测值 2792 2792 

R方 0.067 0.049 

        注： 

*代表 10%水平上显著，**代表 5%水平上显著，***代表 1%水平上显著 

 

表 3 展示了回归结果。通过表 3我们可以看出，网络算力对交易数量以及交易平均手续

费均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第（1）列中，算力对交易数量的回归系数为 0.264，说明短期

算力的增长能够加快区块链交易处理速度：算力波动率每增加 1个百分点，区块链交易数量

波动率增加 0.264个百分点，表明了算力与交易数量之间的正向效应。第（2）列中，网络



 

 

算力与交易平均手续费呈负相关关系，系数为 0.123，意味着网络算力增长率每上升 1个百

分点，用户手续费增长率就下降 0.123个百分点，证明了理论分析中算力与平均交易费用之

间的负向效应。上述回归结果中算力变量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总的来说，表 3 中

的结果说明短期算力下降会导致区块链交易数量减少，因此可能降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同

时结果也说明算力下降会使得用户交易手续费升高，从而可能提升矿工总手续费收入。但是

由于交易数量下降的程度远超于平均手续费上升程度，矿工的手续费收入从总体上来说会因

为算力的下降而下降。上述结果与前文中的理论推导结论一致。 

（三）渠道检验：交易平均等待时间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发现算力波动与用户交易平均手续费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依据前

文的理论研究，算力波动应该通过影响交易平均等待时间从而导致交易平均手续费的改变。

为了检验上述理论是否成立，我们估计方程（10）（11），使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分别验证算力

波动与交易平均等待时间，交易平均等待时间与平均手续费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估

计方程（12），将算力和平均等待时间同时作为自变量对平均手续费进行回归以探究算力影

响总手续费收入的渠道。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  渠道检验—平均等待时间 

 因变量   
 ∆ ln(𝑀𝐶𝑇) ∆ ln(𝑃𝑒𝑟	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	𝐹𝑒𝑒) 
 (1) (2) (3) 

∆ ln(𝐻𝑎𝑠ℎ𝑟𝑎𝑡𝑒) -1.004***  -0.005 
 (0.030)  (0.049) 

∆ ln(𝑀𝐶𝑇) 0.119*** 0.117*** 
  (0.022) (0.026) 

∆ ln(𝑀𝑎𝑟𝑘𝑒𝑡	𝑃𝑟𝑖𝑐𝑒)                  -0.061 0.935***    0.935*** 
 (0.085) (0.117) (0.118) 

ln(𝐵𝑙𝑜𝑐𝑘	𝑅𝑒𝑤𝑎𝑟𝑑)                     -0.003 0.017 0.017 
 (0.028) (0.038) (0.038) 

∆ ln(𝑇𝑟𝑎𝑛	𝑆𝑖𝑧𝑒)                  0.036*** 0.136***      0.136***      
 (0.012) (0.017) (0.017) 

常数项 0.007 -0.030 -0.030 
 (0.047) (0.065) (0.065)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季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观测值 2792 2792 2792 

R方 0.287 0.056 0.056 

注： 



 

 

*代表 10%水平上显著，**代表 5%水平上显著，***代表 1%水平上显著 

 

表 4第（1）列表明等待时间随着短期算力的下降而显著增加，算力增长率每降低 1个

百分点，交易平均等待时间增长率增加 1.004 个百分点，与前文的理论分析完全一致。第

（2）列验证了前文理论部分中关于交易平均等待时间以及平均手续费的推论，平均等待时

间增长率每增加 1个百分点，用户手续费增长率就增加 0.119个百分点。从第（3）列的结

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当算力和交易平均等待时间同时作为自变量时，交易平均等待时间与平

均手续费呈正相关关系，其系数为 0.117，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对比来说，算力与交易

平均手续费的关系在控制了平均等待时间之后在 10%的水平上不显著。综合来看，表 4中的

回归结果说明算力波动主要是通过影响交易平均等待时间而改变交易平均手续费的。 

第四部分实证回归结果表 2-4 证明了 PoW 区块链网络具有短期不稳定性，负向算力冲

击会导致矿工总手续费收入下降，导致矿工可能因亏损而退出网络，进入恶性循环。进一步

的，算力波动影响了交易数量和平均交易手续费两个部分，对交易数量的正向影响大于对平

均交易手续费的负向影响，导致最终对总手续费收入的正向影响。最后，算力波动主影响平

均手续费的渠道是交易平均等待时间。 

五、 稳定性检验 

（一）挖矿难度调整 

采取 PoW 共识机制的区块链通常都会定期调整挖矿难度来保证区块产生速度的稳定性。

对于比特币来说，系统设定的出块时间为 10分钟，并且每 2016个区块（约两周）根据网络

算力进行一次挖矿难度调整，使得预期出块时间重新回到 10分钟。对于本文来说，有难度

调整当天的交易数量以及用户交易等待时间等变量都会因为难度调整而受到干扰，从而影响

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在稳定性检验中我们剔除了受难度调整影响的观测值，然后重新进行了

回归。本文的基本观测时点有 2792 个，去掉了难度调整所影响的 428 个观测时点，还剩 2364

个观测时点。回归结果如下表 5。 

 

表 5  稳健型检验--排除难度调整干扰           

 因变量 

 ∆ ln q
𝑇𝑜𝑡𝑎𝑙

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
𝐹𝑒𝑒

r ∆ ln + 𝐶𝑜𝑛𝑓𝑖𝑟𝑚𝑒𝑑
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𝑠0 

 
∆ ln(𝑀𝐶𝑇) ∆ ln(𝑃𝑒𝑟	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	𝐹𝑒𝑒) 

 (1) (2) (3) (4) (5) (6) 

∆ ln(𝐻𝑎𝑠ℎ𝑟𝑎𝑡𝑒)                           0.171*** 0.286*** -1.023***  -0.114** 0.011 

 (0.053) (0.022) (0.033)  (0.048) (0.056) 



 

 

∆ ln(𝑀𝐶𝑇)    0.119***  0.122*** 

    (0.025)  (0.029) 

∆ ln(𝑀𝑎𝑟𝑘𝑒𝑡	𝑃𝑟𝑖𝑐𝑒)                       1.010*** 0.145** -0.087 0.875*** 0.865*** 0.876*** 

 (0.143) (0.060) (0.090) (0.128) (0.128) (0.128) 

∆ ln(𝐵𝑙𝑜𝑐𝑘	𝑅𝑒𝑤𝑎𝑟𝑑) 0.010 0.006 0.001 0.004 0.004 0.004 

 (0.047) (0.020) (0.029) (0.042) (0.042) (0.042) 

∆ ln(𝑇𝑟𝑎𝑛	𝑆𝑖𝑧𝑒) 0.179*** 0.047*** 0.035*** 0.128*** 0.132*** 0.128*** 

 (0.021) (0.009) (0.013) (0.018) (0.019) (0.018) 

常数项 -0.014 -0.008 0.001 -0.006 -0.006 -0.006 

 (0.080) (0.034) (0.050) (0.071) (0.072) (0.071)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季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364 2,364 2,364 2,364 2,364 2,364 

R方 0.054 0.072 0.287 0.050 0.043 0.049 

注: 

*代表 10%显著，**代表 5%显著，***代表 1%显著 

 

 

表 5 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十分接近，并且去掉难度调整日后短期算力波动对

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影响系数更大。具体而言，算力波动对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回归系数

由 0.141上升至 0.171，表明当网络算力增长率每增加 1个百分点时，矿工总手续费增长率

就增加 0.171 个百分点；短期算力波动以及交易平均等待时间对于其他因变量的影响与第

四部分的回归系数相比没有太大变化。总体来说，剔除了挖矿难度调整之后的回归结果与基

准回归结果基本相同，表明了算力对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正向作用，及其分别对交易数量和

平均手续费的对立效应，并且验证了平均交易时间作为中间渠道的存在及合理性，使得我们

基准回归的结果更加稳健和可信。 

（二）分样本检验 

本文在这一部分里将全样本分为了两个子样本，第一个子样本是从 2012 年 1 月 16 日

到 2013 年 1月 31日，第二个子样本是从 2013 年 2月 1日到 2019 年 9月 7 日。比特币第

一台专业 ASIC矿机诞生于 2013 年 1月，在此之前，矿工是通过 CPU以及 GPU挖矿。专业矿

机的诞生标志着比特币挖矿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从属于极客等极小众人群的活动转变成了一

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产业。因此本文以第一台矿机的诞生为分水岭将全样本分开，分别进行了

第四部分中的回归,考虑到挖矿难度的调整，以下所有回归剔除了难度调整日期。 

2013 年 2月到 2019 年 9月的回归结果（表 6）与全样本结果相似。首先短期算力波动

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其次，算力波动与交易数量

呈正相关，与用户交易手续费呈负相关，并且算力波动影响用户手续费的主要途径为交易等



 

 

待时间。这部分样本与全样本的结论完全相同，而且系数没有明显差异，表明我们提出的稳

定性挑战适用于比特币挖矿进入正式发展的阶段。2012 年 1 月到 2013 年 2 月的回归结果

（表 7）与全样本有几处不同之处。短期算力波动对于用户等待时间仍然显著，但是对于矿

工总手续费收入以及每笔交易手续费在 5%的水平上不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如下：第一，

2012年到 2013 年间，比特币网络处于发展初期，交易数量以及交易金额很小，用户多属于

特殊人群（例如极客，毒贩，洗钱者等），因此比特币作为一种隐蔽的支付方式，用户对于

交易等待时间并不敏感。在此条件下，尽管算力波动能够影响等待时间，但是并不会进一步

影响交易手续费。第二，2012 到 2013 年间平均每笔交易手续费非常小（<0.01美元），因此

用户本身对于手续费用并不敏感。第三，本文通过回归发现，2012 到 2013 年间交易平均手

续费和比特币价格高度相关。比特币交易一般会通过比特币钱包，而钱包一般会设置有默认

的手续费金额（比如 0.00001比特币/kb），因此当用户对于手续费价格不敏感的时候，一般

会使用以比特币计价的默认金额，因此比特币价格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交易手续费。基于以

上原因，12-13 年间比特币挖矿机制发展尚不成熟，手续费收入仅占矿工收入的较小部分，

因此本文的分析不适用于该阶段。 

 

表 6  分样本检验：2013 年到 2019 年 

 因变量 

 ∆ ln q
𝑇𝑜𝑡𝑎𝑙

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
𝐹𝑒𝑒

r ∆ ln + 𝐶𝑜𝑛𝑓𝑖𝑟𝑚𝑒𝑑
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𝑠0 

 
∆ ln(𝑀𝐶𝑇) ∆ ln(𝑃𝑒𝑟	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	𝐹𝑒𝑒) 

 (1) (2) (3) (4) (5) (6) 

∆ ln(𝐻𝑎𝑠ℎ𝑟𝑎𝑡𝑒)                           0.138*** 0.303*** -1.007***  -0.166*** -0.031 

 (0.047) (0.021) (0.036)  (0.042) (0.049) 

∆ ln(𝑀𝐶𝑇)    0.142***  0.134*** 

    (0.022)  (0.026) 

∆ ln(𝑀𝑎𝑟𝑘𝑒𝑡	𝑃𝑟𝑖𝑐𝑒)                       0.903*** 0.087 -0.111 0.833*** 0.816*** 0.831*** 

 (0.122) (0.055) (0.094) (0.109) (0.110) (0.109) 

∆ ln(𝐵𝑙𝑜𝑐𝑘	𝑅𝑒𝑤𝑎𝑟𝑑) 0.000 0.010 0.008 -0.011 -0.010 -0.011 

 (0.044) (0.020) (0.034) (0.039) (0.040) (0.039) 

∆ ln(𝑇𝑟𝑎𝑛	𝑆𝑖𝑧𝑒) 0.218*** 0.094*** 0.052*** 0.116*** 0.123*** 0.116*** 

 (0.019) (0.008) (0.014) (0.017) (0.017) (0.017) 

常数项 -0.002 -0.015 -0.010 0.015 0.013 0.014 

 (0.063) (0.029) (0.049) (0.056) (0.057) (0.056)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季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037 2,037 2,037 2,037 2,037 2,037 

R方 0.092 0.132 0.282 0.073 0.061 0.073 



 

 

注: 

*代表 10%显著，**代表 5%显著，***代表 1%显著 
 

 

 
表 7  分样本检验：2012年到 2013 年 

 因变量 

 ∆ ln q
𝑇𝑜𝑡𝑎𝑙

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
𝐹𝑒𝑒

r ∆ ln + 𝐶𝑜𝑛𝑓𝑖𝑟𝑚𝑒𝑑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𝑠0 
 

∆ ln(𝑀𝐶𝑇) ∆ ln(𝑃𝑒𝑟	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	𝐹𝑒𝑒) 

 (1) (2) (3) (4) (5) (6) 

∆ ln(𝐻𝑎𝑠ℎ𝑟𝑎𝑡𝑒)                           0.377 0.164* -1.131***  0.214 0.304 

 (0.250) (0.084) (0.089)  (0.227) (0.279) 

∆ ln(𝑀𝐶𝑇)    -0.011  0.080 

    (0.117)  (0.143) 

∆ ln(𝑀𝑎𝑟𝑘𝑒𝑡	𝑃𝑟𝑖𝑐𝑒)                       2.406*** 0.861*** 0.186 1.506* 1.545* 1.530* 

 (0.921) (0.307) (0.326) (0.835) (0.834) (0.835) 

∆ ln(𝐵𝑙𝑜𝑐𝑘	𝑅𝑒𝑤𝑎𝑟𝑑) 0.572 0.018 -0.086 0.570 0.555 0.561 

 (0.446) (0.149) (0.158) (0.404) (0.403) (0.404) 

∆ ln(𝑇𝑟𝑎𝑛	𝑆𝑖𝑧𝑒) -0.018 -0.187*** -0.050 0.163** 0.169** 0.173** 

 (0.086) (0.029) (0.030) (0.078) (0.078) (0.078) 

常数项 -0.963 -0.026 0.145 -0.962 -0.936 -0.948 

 (0.757) (0.253) (0.268) (0.687) (0.686) (0.687)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季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27 327 327 327 327 327 

R方 0.010 0.118 0.328 0.011 0.013 0.011 

注: 

*代表 10%显著，**代表 5%显著，***代表 1%显著 

 

 

六、 异质性检验 

在第四部分，我们从整体上验证了算力波动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关系，并且验证了等

待时间作为其传导机制。我们力图探讨负向冲击造成的不稳定性，为了进一步研究负向冲击

的影响，我们在本节进行异质性检验，探究正向算力波动和负向算力波动对矿工总手续费收

入的影响是否存在不对称性。异质性检验的意义在于，正向算力波动能提高 PoW 区块链网络

的交易处理速度，缩短用户等待时间，以及提高矿工总手续费收入增长率，因此对于 PoW 区

块链网络是有益的。而相比于正向算力波动，负向算力波动对于 PoW 区块链网络稳定运行的

危害更大。如果较大的算力下降不仅会导致网络交易处理速度的变慢，用户交易等待时间的

延长，而且会大幅降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那么这一结果有可能导致矿工退出挖矿市场，进

而致使网络算力进一步下跌，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 PoW 区块链网络的瘫痪。 



 

 

因此本文基于正负向算力波动对于区块链网络的不同影响，分别考察正负向算力波动对

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影响，这有助于帮助我们进一步探究区块链网络可能存在的不稳定性

和抵御恶意攻击的能力。文章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添加了两个二元变量, 𝐷9N和𝐷IN。其中𝐷9N

在算力冲击为正的时候取值为 1，在算力冲击为负的时候取值为 0；𝐷IN与𝐷9N的取值相反，

在算力冲击为正的时候取值为 0，在算力冲击为负的时候取值为 1。将以上两个二元变量分

别乘以算力，添加至第四部分中的基准方程（7）后，基准方程变更为： 

∆ ln(𝐺N) = 𝛽9 +	𝛽I𝐷9N∆ ln(𝐻N) + 𝛽P𝐷IN∆ ln(𝐻N) + 𝛽Q∆ ln(𝑃N) + 𝛽S ln(𝑅N) + 𝛽_∆ ln(𝑉N) + 	𝐹𝑖𝑥𝑒𝑑 + 𝜀N			(13) 

其中𝛽I和𝛽P分别代表正向和负向算力对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影响，其他变量定义如方

程（7）。同理，我们对方程（8）至（10）进行了相同的处理，考察正向冲击和负向冲击的

异质性影响。为了进一步考察平均等待时间作为中间渠道存在的异质性，我们将平均等待时

间同样与二元变量相乘，添加到方程（11）： 

∆ ln(�̅�N) = 𝛽9 +	𝛽I𝐷9N∆ ln(𝑀N) +	𝛽P𝐷IN∆ ln(𝑀N) + 𝛽Q∆ ln(𝑃N) + 𝛽S ln(𝑅N) + 𝛽_∆ ln(𝑉N) + 𝐹𝑖𝑥𝑒𝑑 + 𝜀N(14) 

其中𝛽I和𝛽P分别代表算力冲击为正向和负向时平均等待时间对于平均手续费的影响。同

理，方程（12）也进行了相应更改。在调整完上述回归方程后，我们使用了 2012 到 2019 年

的数据，在剔除有难度调整的时点之后，分别进行了回归，结果如下表（8）。 

 

表 8  异质性检验：正向和负向算力冲击 

 因变量 

 ∆ ln q
𝑇𝑜𝑡𝑎𝑙

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
𝐹𝑒𝑒

r ∆ ln + 𝐶𝑜𝑛𝑓𝑖𝑟𝑚𝑒𝑑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𝑠0 
 

∆ ln(𝑀𝐶𝑇) ∆ ln(𝑃𝑒𝑟	𝑇𝑟𝑎𝑛𝑠𝑎𝑐𝑡𝑖𝑜𝑛	𝐹𝑒𝑒) 

 (1) (2) (3) (4) (5) (6) 

𝐷9N∆ ln(𝐻𝑎𝑠ℎ𝑟𝑎𝑡𝑒)                           0.132 0.310*** -1.048***  -0.178** -0.014 

 (0.097) (0.041) (0.061)  (0.087) (0.096) 

𝐷IN∆ ln(𝐻𝑎𝑠ℎ𝑟𝑎𝑡𝑒)                       0.215** 0.257*** -0.995***  -0.042 0.030 

(0.106) (0.045) (0.067)  (0.095) (0.104) 

𝐷9N∆ ln(𝑀𝐶𝑇)    0.160***  0.159*** 

    (0.036)  (0.041) 

𝐷IN∆ ln(𝑀𝐶𝑇)                       

 

   0.067*  0.072* 

   (0.039)  (0.043) 

∆ ln(𝑀𝑎𝑟𝑘𝑒𝑡	𝑃𝑟𝑖𝑐𝑒)                       1.011*** 0.144** -0.086 0.881*** 0.867*** 0.881*** 

 (0.143) (0.060) (0.090) (0.128) (0.128) (0.128) 

∆ ln(𝐵𝑙𝑜𝑐𝑘	𝑅𝑒𝑤𝑎𝑟𝑑) 0.009 0.006 0.003 0.003 0.003 0.003 

 (0.047) (0.020) (0.029) (0.042) (0.042) (0.042) 

∆ ln(𝑇𝑟𝑎𝑛	𝑆𝑖𝑧𝑒) 0.179*** 0.047*** 0.035*** 0.129*** 0.133*** 0.129*** 

 (0.021) (0.009) (0.013) (0.018) (0.019) (0.018) 

常数项 -0.011 -0.010 0.002 -0.002 -0.001 -0.001 



 

 

 (0.080) (0.034) (0.050) (0.071) (0.072) (0.072)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季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364 2,364 2,364 2,364 2,364 2,364 

R方 0.054 0.072 0.286 0.050 0.043 0.049 

注: 

*代表 10%显著，**代表 5%显著，***代表 1%显著 

 

 

表（8）第一行为正向算力冲击，从第（1）列中我们发现，正向算力波动与矿工总手续

费收入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具体来讲，从第（2）、（5）列来看，我们发现算力增长率与交

易数量呈正相关关系，与用户平均手续费呈负相关关系，系数分别为 0.310 和 0.178，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算力增长虽然能显著提高网络处理交易的速度，但是由于用户平均

手续费的明显下降，最终两种效应相互抵消，矿工能收到的总手续费并没有显著提高。 

表（8）第二行代表负向算力冲击的影响，从第（1）列中我们发现，负向算力波动与矿

工总手续费收入的相关系数为正的 0.215，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讲，从第（2）列

来看，我们发现算力增长率与交易数量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 0.257，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第（5）列来看，算力波动与用户平均手续费的相关系数仅为 0.042，且不显著。这说明当有

负向算力波动时，交易数量也会随之降低，但交易平均手续费没有明显受到算力波动影响而

上升，因此矿工总手续费会显著降低，且增加幅度与交易数量下降幅度相近。通过列（3）、

（4）以及（6）的渠道检验结果我们发现，虽然算力增长率与交易等待时间呈显著负相关关

系，但是交易等待时间与用户平均手续费之间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并且当负向算力波动与交

易等待时间同时加入方程对交易平均手续费回归时，两者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当有负向算

力波动时，PoW 区块链网络处理交易的速度会同比下降，造成用户交易等待时间的增加，但

是用户并不会因为等待时间的增加而提高交易平均手续费。因此总的来说，矿工总手续费收

入会明显下降。 

异质性检验证明了正向的算力波动并不能显著影响矿工总手续费收入，但是负向的算力

波动会大幅降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这说明负的算力冲击有可能会导致矿工亏损，而亏损会

导致矿工退出挖矿市场，从而进一步降低网络算力，形成恶性循坏。因此 PoW 区块链网络系

统不仅不具有稳定性，而且抵御负向冲击和恶意攻击的能力较弱。 

 

七、 结论 

区块链始于比特币，但区块链的未来不仅仅是比特币。作为一个具有颠覆性的创新概



 

 

念，区块链未来将在各个领域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量证明（PoW）作为区块链最初的共识

机制之一，帮助区块链实现了公共记账的准确性以及安全性，但 PoW 区块链运行机制是否

具有稳定性，还有待更多的理论以及实证证明。本文基于 He等（2019）中关于 PoW 区块链

网络短期稳定性的理论，以短期算力波动对矿工总手续费收入作为切入点，用比特币 2012

到 2019 年的区块链数据，评估了 PoW 区块链系统的稳定性以及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 

本文研究发现，短期算力波动与矿工总手续费收入有显著相关性。具体来说，矿工总手

续费收入会随着短期算力的上升而上升，随着短期算力的下降而下降。这一结论说明 PoW 区

块链网络具有不稳定。为了增加结果的可信度，我们进行了两部分稳定性检验，其结果与基

准结果一致。为了进一步探究 PoW 区块链网络抵御负向算力冲击的能力，本文进行了异质性

检验，分别验证了正向算力波动和负向算力波动分别对矿工总手续费收入的影响。本文发现，

短期算力的上升不会显著地提高矿工手续费收入，但短期算力的下降会导致矿工总手续费收

入的大幅下降。这说明短期内算力的持续大幅下跌所造成的矿工亏损以及用户交易等待时间

增加有可能意味着矿工和用户的离场，而更少的矿工和更少的用户意味着算力的进一步下降

以及更少的手续费。如果没有外部干扰，这一恶性循环有可能最终导致 PoW 区块链网络的彻

底瘫痪。 

本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为 PoW 区块链网络稳定性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支撑，也验证了区

块链网络不稳定性的理论推导结果。从整体上来说，区块链技术以及区块链应用还处于初级

发展阶段，各国政府，业界以及学界也正在积极探索区块链在各领域中应当扮演的角色。PoW

是区块链最早落地应用所采用的共识机制，因此研究 PoW 区块链对于帮助区块链研究者，从

业者，以及相关政策制定者更深入的了解区块链技术以及其经济学含义是至关重要的。本文

仅仅从其中一个侧面研究了 PoW 区块链网络作为潜在的支付工具可能存在的稳定性隐患，

更多有关 PoW 区块链的运行机制，技术改进，政策制定等问题还有待未来研究解决。 

 

注释 
① 2012年 1月 15日之前用户交易平均手续费 89%的时点低于 0.01美元，第一次连

续 3天超过 0.01美元是 2012年 1月 16日到 1月 18日。 
②为了提高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在数据分别进行了上下 1%和 5%的缩尾处理以后，

又再次进行了正文中所有回归，结果与正文中结论基本一致。故以上回归结果正文中不再

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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