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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内参 

跌破 200 美金的以太坊，是否具备投资价值？ 

摘要： 

正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跌破 300 美金关口、跌破 200 美金关口……

以太坊价格频频破位，有人将其崩跌归结于项目方的挤兑抛售、有人归因为需求

量降低…… 

而作为 ETH 的灵魂人物 V 神，近期也三度就 ETH 的崩跌做出积极回应，但依然

难挡其币价下跌颓势？ 

ETH 缘何暴跌？会不会归零？底在何方？持有者该何去何从？对此金色内参团

队结合市场数据及各方观点，分析 200 美金以下的以太坊是否具备投资价值，

还是以投机抢反弹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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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ETH 缘何暴跌？ 

正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跌破 300 美金关口、跌破 200 美金关口……

以太坊价格频频破位，V 神也在近期三度就 ETH 的崩跌做出积极回应，但依然

难挡其币价下跌颓势，ETH缘何暴跌？会不会归零？成为持有心中最大的问号！ 

1、V 神回应 ETH 崩跌 

 

2、ETH 缘何暴跌？ 

D2Capita 联合创始人 Primoz Kordez 

以太坊价格持续低迷是因为需求量的降低，因为以太坊规模扩大有限、或者已融

资了数百万美元却没能实现承诺，导致散户购买欲下降。 

比特时代创始人黄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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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坊的问题，主要是由于项目方前期手中积攒了大量的 ETH，近期套现比较

密集。ETH 的主要价值是基于智能合约的 ICO，ICO 冷了，ETH 价格下跌是必

然的。 

MATRIX CEO 陶鸥 

这一次加密货币下跌的原因有三点，首先，加密货币市场整体行情震荡洗牌；其

次，以太坊以前是唯一的公链，现在有大量更好性能的竞品出现，对以太坊的领

头羊地位产生巨大的挑战；最后，以太坊的最重要应用是 ICO，而现在大量通过

以太坊 ICO 的项目破发、归零，ICO 的需求大规模萎缩导致价格下跌。 

波场创始人 孙宇晨 

大家投资以太坊，心里一定会有预期，会考虑明年到这个时候，以太坊会不会有

变化，如果 2019 年 9 月，还是现在这样“漂亮”的以太坊，那么可能还会再跌，

甚至可能跌到一百美金或更低。总之以太坊什么时候改变现在这种毫无作为的现

状，什么时候以太坊的价格才会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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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TH 数据分析 

1、ETH 生产难度与收益分析 

 

自 9 月 1 日至 9 月 7 日，ETH 全网算力最高为 277.589 TH/s，最低为

272.248 TH/s，7日算力平均值为 275.756 TH/s，较之前环比下降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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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ETH 的交易手续费而言，在 9 月 2 日统计最低值为 332.102 ETH，9 月

6 日最高为 511.159 ETH。 

 

9 月 1 日至 7 日，ETH 累计出块 41724 块，其中出块前 5 的矿池分别为，

ETHermine、 SparkPool、F2Pool_2、Nanopool、MiningpoolHub_1,

分别出块 11643、6801、5303、4651、3965，占比分别为 27.9%、16.3%、

12.7%、11.1%、8.9%。 

2、活跃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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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7 日，ETH 单日平均区块大小最高为 25452bytes

最高为 231890 bytes，波动高达 9.76%，已属异常波动，正如 ETH 在二

级市场的表现。近 7 天，每个区块的平均大小为 24171bytes,较之前环比

下降 0.5%。 

 

2018 年 9 月 8 日，ETH 验证节点数量达到 14462 个，较上周下降 4.5%。

其中，节点最多的是美国，拥有 6149 个，占比为 52.52%；其次是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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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分别有 1714 和 1237 个，占分别为 11.85%和 8.55%。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7 日，ETH 累计新增了 442,752 个地址，目前总

地址为 42,299,776 个。其中，单日最高增长了 78345 个，最低增长 49,117

个，市场活跃程度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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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Nexibeo 的数据可以看出目前与全球 M0、M1、M2 货币总量相比分别

占全球 3.03%、0.54%、0.21%。此外，按照不同的增长模式来看，2019

年 ETH 价格最低为 280.39 美元，最高位 485.89 美元。 

总结：ETH 上周的链上每个维度数据均较之前均有所下降，反应了市场参

与者的积极性、活跃度有所下降。因为市场上大多项目代币均是基于 ETH

的 ERC 20 规则发行的，并且这些项目当初大多以 ETH 为私募的标的物，

所以影响是相互的。 

ETH 单周内最高值、最低值以及均值之间的幅度比较大，如区块大小、交

易手续费等数据。与之前同价格不同时期相比，链上数据较之前均有大幅

上升。故而，不论从以太坊技术本身，或是从数字货币市场参与者而言，

均是较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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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TH 重大资讯 

9 月 8 日，以太坊行业峰会间隙，Vitalik 就近期

ETH 暴跌原因，接受金色财经采访。Vitalik 认

为，“这次比特币和以太坊价格的暴跌与去年 9 月的下跌原因是高度类似

的。”他表示，这种价格起伏情况已经是第三次发生了，建议人们不必过

于在意，因为说白了这些随机数字的变化只不过是一些亿万富豪之间的博

弈游戏罢了。 

解读：团队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是 ETH 持续发展的基础。 

 

FX168 财经报社 (香港 )讯  08 月 31 日援引

Finance Magnates 报道，美国最大的期权和期

货交易所芝加哥期权交易所 CBOE 今日宣布距离推出以太坊（ETH）期货

产品的时间越来越近。 

解读：如果 CBOE 的申请得到批准，意味着 ETH 继 BTC 之后第二个被认

定为商品属性的数字货币，对其市场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所谓期货

做空增加价格压力相对而言并非重点。 

 

8 月 9 日， 软件巨头微软已经宣布推出一款全新

的“区块链即服务（BaaS）”产品，这款产品是

为不同行业的企业量身定做的，允许他们灵活部署区块链实例。 

解读：被传统软件和互联网企业认可，给 ETH 更多背书是数字货币持有者

乐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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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coinbase 公司博客披露，新的 Sterling 交易对于 9

月 7 日星期五推出。此举是旧金山总部推动英国客户更

容易买卖加密货币的一部分。该公告解释，现在使用该平台要容易得多，除现有

的 BTC / GBP 对外，还将启用四个新的交易对： ETH / GBP，LTC / GBP，BCH 

/ GBP 和 ETC / GBP。 

解读：更多的交易对出现，为数字货币合法化提供了重要条件，另一个角

度看，对于 tether 来说未必是好消息。 

“以太坊核心开发会议君士坦丁堡会议＃1”在讨论

一段时间之后，主要由核心开发人员组成的与会者决

定确认减少 33％的块奖励，从 3 ETH 到 2 ETH。 

解读：此举旨在稳定市场价格，恢复投资者信心。 

 

四、ETH 后市分析 

 

 

https://blog.coinbase.com/coinbase-pro-announces-support-for-trading-bitcoin-ethereum-and-other-cryptocurrencies-using-2a8b82c4d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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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数字货币市场总市值从 2401 亿美元将至 1936 亿

美元，短短几日损失近 470 亿美元，投资者出现恐慌性抛售。据悉其中对于 ETH

的抛售大多来自项目方的套现行为。 

金色内参独家观点 

 

ETH 从 7 月以来，一直呈现下将趋势，沿通道跌至 200 美元附近，9 日创出 190

美元新低后，MACD 呈现了技术背离现象，如果 DIF 上穿 DAE，将形成买入机

会。 

我们对于近期大幅调整解读为过度恐慌，即便是项目方大量抛售 ETH，也会考

虑到市场的承接力，如果缺少对手盘，交易将无法完成。特别是大宗交易，多数

由机构和大型投资者协议完成。 

我们在这里发现成交量成倍放大，我们认为这里接盘的不会都是散户，不排除有

机构投资者入场，所以短期下跌不排除刻意打压，这里已构成技术反弹机会。 

但我们也看到在下降趋势通道没有变轨前，只能认定为反弹行为，上方 300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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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压力位是多空分歧点。对于中长线投资者，建议保持理智，机会投资者可以在

反弹中博取差价，但应该做好风险控制。 

国外分析师观点 

 Colin First 

ETH 受到比一般加密货币下跌更严重的影响，现在我们看到价格

在 200 美元区域之上交易，这对于 ETH 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下降，短期价格

不太可能很快恢复。 

Rakesh Upadhyay 

以太坊中的对称三角形在下行方向已经解决，重新开始下行趋势。

细分的模式目标是 192.93 美元。目前，多头正在试图捍卫 8 月 14 日的低点

249.93 美元，但看似无法做到。50 天的 SMA 趋势向下，20 天的 EMA 也下跌，

这表明卖家重新回到了主控位置。ETH / USD 摆脱了下降趋势线之后才能得到

50 日均线支撑，在此之前，坚持看空。因此，投资者应避免目前的抄底行为。 

塞巴斯蒂安辛克莱 

按市值计算的十大加密货币中有两个目前的交易价格是一年来

的最低水平。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以太坊跌至 2017 年以来的最低价格。 

根据 CoinDesk 价格数据，ETH 首次跌至 211 美元，这是自 2017 年 7 月 30

日以来的首次。截至发稿时，ETH 是市值最大的十大加密货币中最大的输家之

https://cointelegraph.com/tags/ethereum?utm_source=direct&utm_medium=ethtracking1
https://cointelegraph.com/tags/ethereum?utm_source=direct&utm_medium=ethtracking1
https://www.tradingview.com/symbols/ETHUSD/?utm_source=cointelegraph&utm_medium=sponsored&utm_campaign=news&utm_term=eth
https://www.coindesk.com/ethereum-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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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 天跌幅 20.06％。在此期间，市值也下降了超过 58 亿美元。ETH 现在已

经抹去了去年牛市期间的大部分涨幅，并且从历史高点1,357美元下跌了 84.2％。 

以太坊联合创始人 Joseph Lubin 

不必过分关注今年加密货币价格的崩溃，这是“交易员的类型”

（投机者）正在推动波动性。自比特币的发展以来，已经看到了六个大泡沫，而

且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更具有史诗性。 当人们回头看时，每一次泡沫看起来都只

像是图表上的小疙瘩。 

 

扫码下载金色财经 APP 查看更多金色内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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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色财经与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数字资产或其他第三方不存在任何影响报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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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报告所引用的资料及数据均来自公开资料及合规渠道。资料及数据的出处

皆被金色盘面分析师团队认为可靠，且已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了必

要核查，但不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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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报告内容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事实和观点不构成

相关数字资产的任何投资建议。金色财经不对使用本报告内容而导致的损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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