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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区块链媒体初探 

(一) 分发渠道与营收来源比传统媒体更多元 

——依赖社群，部分或参与“拉高-出货”、挖矿、开发公链等业务。 

本文认为，媒体是代表社会公众利益、以向公众传递区块链与数字货币新闻与观点为

主要工作的、有原创内容生产能力的机构。评级机构（如大炮评级）、无原创内容生产

能力的内容发布平台（如 Steem 和三点钟微信群）、论坛/社区（如币乎）和行情平台

（如 Coinmarketcap）等业态不属于区块链媒体。 

媒体的商业模式建立在靠内容吸引来的大众注意力和公信力上，通过导流和培训等方

式变现。具体来说，媒体的收入主要包括广告投放、活动赞助（包括线上与线下、规

模各异的各类活动）和培训等。 

本文所说的区块链媒体，是以报道区块链与数字资产为主的媒体。 

  

图 1： 媒体的基本商业模式 

资料来源：零壹智库，数字资产研究院（CIDA） 

大部分区块链媒体的收入来源没有超出传统媒体的范式，对广告主来说，都是营销的

一环。它们以内容吸引项目方和用户，项目方邀请区块链媒体撰写项目广告或向其投

放已撰写完成的成品广告，以此向用户介绍自己的项目。这些广告分成效果广告和品

牌广告两种，前者的付费方式包括 CPC（Cost Per Click，广告主按点击次数付费）、

CPS（Cost Per Sale，广告主按购买人数付费）、CPM（Cost Per Mile，广告主按广告

展示每千名展示人数付费）等，常见于面向个人读者的媒体；后者不以媒体为自己导

入的流量为衡量目标，常见于面向机构读者的媒体。 

区块链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内容分发和营收来源方面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三点。 

第一，区块链媒体更重视社群。由于区块链尚未被大众熟知，区块链媒体需要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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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和运营自有社群，不断在其中投放快讯、文章、科普视频和交流活动等内容来教

育用户和增强用户粘性。 

第二，传部分区块链媒体靠参与“拉高-出货”创收。由于许多区块链资产拥有证券属

性，该市场又缺乏监管，区块链内容产业在某种程度上与早期监管缺失时的证券媒体

有些类似。传说部分区块链媒体持有项目方发行的数字资产，通过释放利好或利空消

息帮助项目方“拉高-出货”或砸盘。此间的利益冲突使得区块链媒体不仅无法保障社

会公众的利益，更使其直接站在了公众利益的对立面。金色财经、币世界等区块链媒

体曾被人民网报道点名称违规推荐 ICO 项目。 

这种做法逐渐被区块链资产的投资者所了解而愈来愈难以奏效。监管和部分从业者也

对该种做法提出了抵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曾多次提醒投资者注意区块链项

目“拉高-出货”的操纵市场行为；3月 7日，中国 40 余家区块链媒体联合发布了《区

块链行业媒体自律公约》（全文见附录 1），提出绝不蓄意散步虚假信息（无论利空还是

利好）误导或欺骗投资者、扰乱市场。 

第三，部分区块链媒体还介入到所关注的行业本身，开拓了开交易所、挖矿、做公链

等业务。2014 年成立的壹比特不只有资讯服务，还拥有虚拟资产交易所 51BTC 和银鱼

矿业，银鱼矿业曾成功研发出 55nm 莱特币矿机——银鱼矿机（后因莱特币走熊而被清

算）；巴比特在 2017 年发布了公链比原链白皮书，直接运营了区块链项目，还在 2018

年招募了负责人工智能通用云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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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展与行业发展火热程度正相关 

——牛市中区块链媒体频获融资，熊市现裁员、降薪、转型潮 

作为行业第三方的媒体的发展状况与区块链与数字资产行业本身的发展休戚相关。 

2017 年之前，中国区块链媒体仅有巴比特、区块链铅笔、共享财经等屈指可数的几

个，2016 年，如今的区块链媒体龙头 Coindesk 以 50 万美元价格被 Digital Currency 

Group 收购。 

加密货币市场从 2017 年才因 ICO 的火爆迎来牛市，媒体作为区块链与数字资产行业中

门槛较低的业态，被资源禀赋各异的团队急速招兵买马涌入。它们中有一开始即专注

于区块链内容的，有团队原本专注于金融、科技、创投、游戏等领域（详见下表）。 

 

图 2：部分区块链媒体的创业“基因” 

资料来源：零壹智库，数字资产研究院（CIDA） 

IT 桔子数据显示，2017 年至 2018 年 8 月，至少有 67 家区块链媒体获得融资，占全部

区块链媒体的 37%，投资轮次集中于种子轮和天使轮；2013 年至 2018 年 8 月，至少有

13.5 亿元投向区块链媒体，其中 11.39 亿元事件发生在 2018 年上半年。 

多家区块链媒体获得了知名产业机构或投资机构的投资。例如，成立于 2011 年的中国

区块链媒体龙头巴比特在 7年后的 2018 年才完成 A轮融资；成立于 2018 年 2 月的链

得得则在 3个月内密集完成了 3轮融资；金色财经、币世界等媒体获得了火币的投

资；蜂巢财经 News 被传获得了 OK 集团的投资；币安拥有媒体品牌 BABI 财经。 

国外部分区块链媒体在营收上取得了不俗表现。2018 年 5 月，Coindesk 举办的共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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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吸引了 8500 人参加，该机构 2018 年前 7个月获得了 2000 万美元收入，实现了盈

利。 

高薪是这一时期区块链媒体人的著名标签。当时不少机构为数量有限的区块链媒体人

开出了月薪 3万/6 万等远高于其他行业媒体人薪资水平的待遇，区块链媒体人的身价

水涨船高。 

 

图 3：全球每月新增的 ICO 数量与融资额 

资料来源：Coindesk 

区块链媒体的兴起相较于 ICO 的火爆有其滞后性，其衰落也滞后于 ICO 的衰落。2017

年是比特币（BTC）——占据加密货币 50%以上市场份额——的大牛市，2018 年初即急

转直下。2017 年的大部分月份，ICO 项目融资额呈上升趋势，但 2018 年第一季度，这

一金额呈下降趋势，区块链媒体却出现了融资高峰。 

区块链媒体的狂欢没能维持太久，2018 年下半年，不少专注于区块链内容的微信公众

号选择了停止更新，或者向泛科技类内容转型，后者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一号财经

（2018 年 11 月 4 日转型）、起风财经（2018 年 11 月 5 日转型）、三言财经（2018 年

12 月 4 日转型）、Bianews（2018 年 12 月 9 日转型）和区块链 Truth（2018 年 12 月 18

日）等。 

许多区块链媒体的内容生产人员不超过 10 人，在营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为了缩

减运营开支，开始裁员、缩减产品线。某家拥有 8个微信公众号大号的区块链媒体决

定只维护其中 1个账号，其他账号的运营人员被裁员。部分区块链媒体即便未裁员，

也被传进行了降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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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竞争格局趋于稳定 

发展至今，区块链媒体的竞争格局趋于稳定。 

本文认为，媒体的最重要特征是公信力，这是由媒体的商业模式决定的。而文章阅读

量、文章数量等定量指标只是衡量一家媒体质量的间接变量，并且公开这些数据的媒

体甚少，即便公开，作为研究者，难以交叉验证其真实性。 

 

图 4：衡量区块链媒体质量的 6 个维度 

资料来源：零壹智库，数字资产研究院（CIDA） 

区块链没有国籍，自上线即是全球的，内容的语言却有地域之分。其中，使用英文和

中文的人口较多。英文方面，本文所关注的区块链媒体包括 Coindesk、Cointelegraph

等，中文区块链媒体主要包括巴比特、金色财经、币世界、链得得、火星财经、Binary

等。两者相加，总数在 10 家左右。 

 

图 5：部分区块链媒体概况 

资料来源：零壹智库，数字资产研究院（C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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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面临周期、严监管等风险 

区块链媒体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这些风险的最终结果都是

使区块链媒体无法获得稳定的现金流。 

1、 熊市的冲击 

媒体的内容生产行为本身没有周期性，不管是在行业的牛市，还是熊市，都不缺乏可

供撰写的题材。但是，由于媒体的营业收入仍然来自区块链项目方，在熊市，这些项

目方难以获得充足的现金流入的话，媒体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不看营业收入，而是比

较媒体本身可以获得股权融资，在熊市这部分现金流也会受到冲击。 

为了应对这一风险，部分区块链媒体尝试发行了 token，以改善现金流，但效果未明。 

2、 创始人声誉风险 

例如，金色财经创始人杜均曾被网络热文《庄家杜均》指出承担的角色之间有利益冲

突，被贴上“庄家”的标签。 

或许是作为应对，杜均在前文发布后不久辞去了金色财经一切职务。 

3、 监管政策冲击 

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2017 年中旬中国对数字货币产业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强

监管，尽管中国的区块链媒体没有受到直接封禁，但还是遭遇了两波“封号潮”，其

中，在本文列举的区块链媒体中，金色财经和币世界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内容分发平

台——微信公众平台上被封号。腾讯表示，“部分公众号涉嫌发布 ICO 和虚拟货币交

易炒作信息，违反《即时通讯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被责令屏蔽所有

内容，账号永久封停。” 

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推动了金色财经的出海进程，该媒体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正式开始

在旧金山办公。区块链媒体也十分重视多个内容渠道的建设，以避免单个渠道被堵受

到较大冲击，例如，加强对自有 App 的运营。另外，部分中国区块链媒体为了规避合

规风险，还下架了行情页面，如 B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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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面临人才短缺、内容分发困难、版权保护等难题 

1、 人才短缺 

区块链具有强技术属性，理解门槛较高，掌握区块链内容撰写和传播技术的人才较

少。另外，在牛市中，区块链媒体成为投资人眼中“香饽饽”，数千家区块链媒体如雨

后春笋般上线，有限的区块链媒体人会在其他媒体或投资机构的高薪诱惑下，流动性

较大，区块链媒体也面临人才短缺风险。 

2、 流量的马太效应 

长尾的好内容和好作者难以被发现，内容发布的渠道相较于内容本身，仍然具有较大

话语权。例如，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大号上的文章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阅读量，而发

在小号的内容，就算质量很好，也难以迅速获得较多关注，“酒香也怕巷子深”。 

3、 版权保护 

许多中文区块链媒体不经作者授权即翻译外媒作品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对原作者而

言，由于语言障碍，发现自己被侵权和维权的成本过高。在中文区块链媒体内部，就

其最大的内容发布平台之一——微信公众平台而言，也只能在该平台内部对原创内容

进行有限的保护，无法实现跨平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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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区块链媒体在行业“寒冬”可以干什么？ 

 

(一) 丰富内容体系 

高质量、有影响力的内容产品线是媒体等内容生产机构的基石。本文认为，打造这样

的产品线可采用如下方法： 

1、跟踪市面上已经“走红”的内容，建立热点文章与报告库，总结其“套路”，总结

维度包括热文产生时间、出品方、话题点、走红原因等，同时建立热点话题库。 

2、跟踪大公司动态，建立关注的公司库，持续提供资讯服务。 

(二) 拓宽产品形态 

增加音频、视频等产品形态，在相应的平台分发，以获取不同类型的流量/用户。 

(三) 增加营收来源 

当下，区块链媒体可尝试拓展营收来源，开拓公关、知识付费等产品线。 

营销咨询（包括广告文章撰写与投放、会务服务等）。这是传统媒体的主营业务，是支

撑区块链媒体穿越牛熊的基石。当下，有不少区块链媒体将这块业务发展得更为全

面，例如，承接企业的全案营销需求，包括设计 Logo、撰写白皮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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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理论上，公关公司的运作模式为：向企业投标，获得业务机会，其后邀请媒体

撰文，或在媒体投放文章，为企业打造品牌或引流。也就是说，媒体是传统公关业务

的下游。但随着媒体传统业务收入在熊市走向下滑，也有媒体撕掉“媒体”标签，向

上游拓展，孵化公关业务。 

知识付费（包括培训）。以培训为主流模式的知识付费也是媒体的一种传统业务，区块

链媒体中的火星财经、链得得等都有类似项目。借助互联网，媒体的知识付费能在短

时间内突破时空限制、触达大量人群，有望实现规模经济。 

项目对接、招聘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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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区块链行业媒体自律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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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区块链行业媒体自律公约 

当前，区块链行业发展方兴未艾，因其贴近交易的属性，信息发布关系重大，传媒伦

理至关重要，行业自律不可或缺。作为区块链行业媒体，应当以持续为公众提供透

明、真实、值得信任的信息环境为最高使命，我们谨作以下七点承诺和声明： 

1、审核和发布所有信息均应秉持客观与专业原则，禁止以负面报道为由要挟收取任何

一方费用； 

2、严格审核项目信息的合法性与真实性，禁止项目方自行直接发布信息； 

3、绝不蓄意散步虚假信息（无论利空还是利好）误导或欺骗投资者，扰乱市场； 

4、对外，严格建立信息发布规范，付费信息均应严格标注“广告”、“推广”等清晰用

户告知； 

5、对内，严格区分内容团队和经营团队，设立防火墙机制； 

6、严格做好员工数字货币持币规范，员工持币情况需经公司备案，任一持币周期不得

少于 6个月； 

7、严格遵守版权规范，尊重他人版权，不抄袭不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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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壹财经 

          
独立的新金融知识服务机构，建立了媒体+数据+研究+智库+学院的独立第三方服务平台，覆盖新金

融生态的各个细分领域，提供研究、咨询、品牌、培训、传播等服务。已经服务超过 300 家机构。 

零壹财经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员、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发起单位并任投资者教育与保护

专委会主任单位、中国融资租赁三十人论坛成员机构、湖北融资租赁协会副会长单位。  

零壹媒体  

          
零壹财经具备专业的新金融媒体服务平台，包括新金融门户网站（01caijing.com）和强大的自媒体

平台，为新金融提供专业的内容建设和传播服务；旗下包含"零壹财经"、"01Binary"、"零壹租赁智

库"、"P2P 日报"、"金羊毛工作坊"、"零售金融观察"、"Fintech 前线"、"零壹独角兽"、“零壹智

库”等自媒体品牌。   

零壹研究院   

          
零壹研究院以数据和案例为基础，进行新金融前沿理论和实务研究。零壹研究院数据中心（零壹数

据）已建成 Fintech、P2P 借贷、众筹、融资租赁等新金融领域的强大数据库，形成了可动态量化分

析的数据产品。   

关于我们 US About 

零壹财经 P2P 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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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壹智库  

          
零壹智库是零壹财经旗下的内容品牌及研究服务平台，坚持独立、专业、开放、创新的价值观，包

含零壹研究院、零壹财经华中新金融研究院、零壹租赁智库等研究机构，建立了多元化的学术团队，

通过持续开展金融创新的调研、学术交流、峰会论坛、出版传播等业务，服务新金融机构，探索新

金融发展浪潮。  

零壹租赁智库  

          
零壹租赁智库为零壹财经旗下独立、专业、开放、创新的融资租赁学术及业务交流平台，提供高质

量的新闻资讯和研究产品，开展多层次、高效率、有创见的研讨活动。旨在推动行业企业的融合交

流，构建产业生态；通过对市场的前瞻性研究，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外部智力支持；建立租赁新

时代的行业新标准；形成长期品牌阵地。 

 

 

 

 

 

 

 

 

报告声明 

 本报告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均保持独立，零壹智库对本报告的独立性负责。本报告中

信息均来源于公开信息及相关行业机构提供的资料，零壹智库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

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意见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的

完整著作权为零壹智库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

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复制、转载、编译或建立镜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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