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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2021 年 4 月 16 日 

 

 

ix 加密貨幣指數季度檢討結果（2021 第一季度） 

 

信昇亞洲指數有限公司於今日發佈本年度第一季度 ix 加密貨幣指數（IXCI）的總結。ix 加

密貨幣指數是本港首個推出的加密貨幣基準指數。 

 

經檢討後，會加入及剔除兩隻成分貨幣： 

 

加入：波卡幣(Polkadot) 

          恆星幣 (Stellar) 

 

剔除：柚子幣 (EOS) 

          比特幣 SV (Bitcoin SV) 

 

成分貨幣的數目保持 8 隻不變。 

 

指數以流通量調整後的市值覆蓋率為 82.4%，90 日平均交易量覆蓋率為 82.5%。有關指數

變動會在 4 月 23 日（星期五）生效。 

 

兩次總結期間的總市值從約 7,620 億美元升至約 1.88 萬億美元 (+147.5%)；但每日交易量

下跌，從約 1,850 億美元下降 29.1%，至約 1,310 億美元。⽐特幣的價格於兩次檢討期期

間比上季度升 104%，仍然是成分列表中最⼤的加密貨幣。 

 

有關 ix 加密貨幤指數的更多詳情，包括其成份和成份⽐重，請參閱附錄。亦可以在網站：

https://ix-index.com/上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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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疑問，請聯繫我們: 

 

鄭雨果                                     +852 5222 1646  

(亞洲時段)     enquiry@ix-index.com 

 

Oriol CAUDEVILLA                          +852 3595 3638 

(歐洲時段)    enquiry@ix-index.com 

 

有關互通金融科技（“ixFintech”）與信昇亜洲指數有限公司（“IX Asia Indexes”）  

信昇亞洲指數有限公司是 IX 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其定位是成為亞洲領先的指數編纂者之一，其在

實體資產和數字資產領域的指數服務涵蓋指數顧問、指數設計、指數計算和發佈，以及指數教育等。

作為香港數碼港的重要成員之一，以及香港大學（HKU）實習及職業指導計劃的支持者，信昇亞洲

與其來自香港大學的實習生於 2018 年推出了首個香港加密貨幣指數 IX 加密貨幣指數(“IXCI”)，並

且訂閱量不斷增加。該指數作為傑出加密指數平台被授予 ETNet 2019 金融科技（財富投資與管理）

獎。IX 加密貨幣指數由信昇亞洲指數創立，授權互通金融科技及納斯達克環球指數數據發佈。 

詳見網站：https://ix-index.com/ 

 

有關 ix 加密貨幤指數 

ix 加密貨幤指數(“IXCI”) 在 2018 年 12 月 12 號推出，是香港第一隻加密貨幣指數。指數的基日

是 2018 年 12 月 3 日，基值是 1000，以美金計算。2020 年 6 月 1 日，每小時更新版 IXCI 發佈。

IXCI 的設計旨在簡潔易明並有效反映世界加密貨幣市場的表現。指數的範疇涵蓋加密貨幣市場中累

計的流通總市值之⾸的 80%，並需要在指數總結⽇期前 90 天內同時符合平均交易量前 25 名的要

求。這項指數按季進⾏指數總結，並具有快速纳⼊指數的機制。每日指數於每個香港交易日進行計

算，並於香港時間中午 12 : 00 發佈。每小時指數計算並發佈於香港交易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9 時之

間的每個整點。實時指數於香港交易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9 時之間每隔 15 秒計算並發佈。實時指數

發佈數據可以通過信昇亞洲指數數據公司或納斯達克環球指數數據發佈獲取。 

 

有關信昇亞洲指數顧問委員會 

為確保指數的編算方法和運營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信昇亞洲成立了其指數顧問委員會。指數委員會

邀請了來自不同行業的代表參與，包括基金管理，交易所，經紀，金融區塊鏈以及加密服務等領

域。指數顧問委員會將每年召開兩次會議，討論與 IX 亞洲指數有關的事項，包括監察並指導信昇亞

洲指數的數據來源，編算方法和日常運營，為信昇亞洲指數的未來發展提供專業指導，並根據實際

需要處理其他事務及決定。 

詳見網站: https://ix-index.com/committee.html 

～完～ 

mailto:enquiry@ix-index.com
mailto:enquiry@ix-index.com
https://ix-index.com/
https://ix-index.com/committee.html


 

 https://ix-index.com/ 

© 信昇亞洲指數版權所有 2021，保留一切權利。                                                 信昇亞洲指數授權，由互通金融科技發佈。 

附錄 1 

ix 加密貨幣指數 

範疇 在世界各地的不同交易所的所有加密貨幣  

選擇標竿 
在累積流通總市值排名之首 80%的加密貨幣與 90 天平

均交易量資本覆蓋排名的前 25 

成份數目 不定 （2021 年 3 月 31 日為 8 隻） 

發行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基準日期 2018 年 12 月 3 日 

基本數量 1,000 

重組規則 

如果覆蓋率低於 75%或任何成组成的加密货币未達到交

易量的前 25 名，我們將重新構成讓覆蓋率回升至 80%

以上並進行流動性篩選 

重建和重新平衡頻率 季度快速纳入規則 

幣值 美元 

加權方法論 上限為 40%的市值加權，並在極端情況下使用 40%/ 

30%/ 20%的分級上限 

發佈時間 
每日指數發佈於每日 中午 12 : 00 （香港時間） 

每小時指數發佈於上午 9 時至晚上 9 時的每個整點 

實時指數於上午 9 時至晚上 9 時每隔 15 秒發佈 

網址 https://ix-ind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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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ix 加密貨幣指數-成分幣比重 

 加密貨幣名稱 
90 天平均交易量 

（美元）* 

90 天平均市值（美

元） 
累計市值覆蓋率 

40%/30%/20% 

分級調整後比重 

1 比特幣 (Bitcoin) $67,589,386,373 (1) $838,309,774,954 62.30% 40.00% 

2 以太幣 (Ethereum) $32,265,493,842 (2) $175,311,044,387 75.33% 30.00% 

3 艾達幣 (Cardano) $5,698,126,648 (5) $24,234,441,746 77.13% 9.07% 

4 波卡幣 (Polkadot) $3,269,571,476 (8) $23,049,077,289 78.84% 7.37% 

5 瑞波幣 (XRP) $7,124,646,565 (4) $18,941,033,930 80.25% 6.02% 

6 萊特幣 (Litecoin) $7,530,819,279 (3) $11,589,256,660 81.11% 3.07% 

7 比特幣現金 (Bitcoin Cash) $5,583,645,821 (6) $9,460,155,468 81.82% 2.31% 

8 恆星幣 (Stellar) $1,890,656,488 (12) $8,108,830,112 82.42% 2.16% 

 

                                   2021 年 3 月 31 日數據 (香港時間) 

         * 括號内為 90 天平均交易量排行， 

 * 有關指數計算方法，請參閱公司網站 “ixCrypto Index Methodology Pa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