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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BMII指数是由数字资产市场中规模大、流动性好的最具代表性的10种代币，

以及 10 种代币从矿机芯片、矿机能源到代币生态整条产业链组成，以综合反映

数字资产市场整体表现。

2、样本空间

BMII 指数样本空间由满足一下条件的标的构成：

a. 最近一个季度日均流通市值由高到低排名前 50 的代币；

b. 市场占有率前 30 矿机型号、3大能源（煤、原油、天然气）的标定股票；

c. 市值前 10 的芯片公司的股票(高通、安华高、联发科、英伟达、超威科技、

海思科技、台积电、苹果公司、美满科技、赛灵思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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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样方法

计算样本空间内样本最近一个季度的日均成交金额与日均流通市值；对样本

空间样本在最近一个季度的日均成交金额由高到低排名，选取市价在前 10 的样

本，对剩余样本按照最近一个季度日均流通市值由高到低排名，选取前 10 市值

样本、3大矿机供应商股份、3大能源标定股票、5家芯片公司股票、3条生态赛

道投资作为指数成份标的。剔除市场表现异常并经专家委员会认定不宜作为样本

的标的。指数成份标的每季度（01/04/07/10-01 00:00:00 UTC）更新一次。

4、指数计算

BMII 指数以“点”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 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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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日与基点

BMII 指数以 2019 年 1 月 1 日为基日，基点为 1000 点。“一个基点（Basis

Point）的定义为“百分之零点零一”（0.01%）或“一个百分点的一百分之一”。

4.2 自由流通量

为反映市场中实际流通标的变动情况，BMII 指数剔除了标的的不流通量，

剩下的称为自由流通量。对外发行的全部标的中有一部分在特定期限内几乎没有

流动性，如果将此部分计入指数，将无法准确反映指数样本的真实投资机会。因

此，BMII 指数采用自由流通量加权进行指数计算。通过摩根衍生合约，摩根所

推行的每份基金份额可以用通证的形式实现对应资产的转化，这意味着，基金份

额可以无限分割并流入支持数字货币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或者转化成生态中的

对应资产获得产品、服务和权益。通过摩根衍生合约，摩根的基金份额可以转化

客户所需要的在平台中的任何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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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字资产投资的评估准则：

 收益性：涨跌幅、套利空间、资本净流入；

 安全性：监管风险、网络风险、交易平台风险、欺诈风险、功能性风险、技

术性风险、金融风险；

 流动性：使用场景、交易深度、交易速度、资讯热度、搜索量、交易量、换

手率。

4.4 BMII 指数的实时计算

BMII 指数实时计算，样本实时成交价格来自 BitMEX、Coinbase Pro、币安、

CME(GLOBEX)、NASDAQ、纽约证券交易所、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

所、香港交易所、东京证券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韩国证券交易所等交易所的

均价。

具体做法是，在每一交易日集合竞价结束后，用集合竞价产生的 BTF 开盘价

(无成交者取行情系统提供的开盘参考价)计算开盘指数，其中各样本的计算价

位。

(X)根据以下原则确定：

若当日没有成交，则 X＝开盘参考价。

若当日有成交，则 X＝最新成交价。

当交易所行情发生异常情况时，BMII 指数视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计算指数。

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hk/cn/index.php?f=2222&exch=globex&showcategories=
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hk/cn/index.php?f=2222&exch=nasdaq&showcategories=
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hk/cn/index.php?f=2222&exch=nyse&showcategories=
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hk/cn/index.php?f=2222&exch=fwb&showcategories=
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hk/cn/index.php?f=2222&exch=lse&showcategories=
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hk/cn/index.php?f=2222&exch=lse&showcategories=
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hk/cn/index.php?f=2222&exch=sehk&showcategories=
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hk/cn/index.php?f=2222&exch=tse.jpn&showcategories=
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hk/cn/index.php?f=2222&exch=sgx&showcategories=
https://www.interactivebrokers.com.hk/cn/index.php?f=2222&exch=kse&show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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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分级靠档

BMII 指数采用分级靠档的方法，即根据自由流通份额所占总份额的比例（即

自由流通比例）赋予 BTF 总份额一定的加权比例，以确保计算指数的份额保持相

对稳定。

自由流通比例=自由流通量/BTF 总份额

调整份额数=BTF 总份额×加权比例

5、指数修正

为保证指数的连续性，当样本投资人名单发生变化或样本的份额结构发生变

化或样本的市值出现非交易因素的变动时，BMII 指数根据样本份额维护规则，

采用“除数修正法”修正原除数。

5.1 修正公式

其中：修正后的调整市值修正前的调整市值+新增（减）调整市值由此公式得出新除数，并据

此计算以后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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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需要修正的情况

5.2.1 可能影响 BMII 指数基金价格变动的事件时：

矿场事故：凡有是非人力可抗拒因素例如（洪水、泥石流、台风、地震、自

然灾害）造成的矿场不可挽回性损失，按照新的份额与价格计算份额调整市值。

除权：凡有样本送股、配股、拆股或缩股时，在样本的除权基准日前修正指

数，按照新的份额与价格计算样本调整市值。

修正后调整市值=除权报价×除权后的调整份额数+修

正前调整市值（不含除权 BMII 指数）。

5.2.3 样本调整

 当指数样本定期调整或临时调整生效时，在调整生效日前修正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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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指数定期调样

依据样本稳定性和动态跟踪相结合的原则，每半年审核一次 BMII 指数，并

根据审核结果调整指数样本。

6.1 审核时间

一般在每年 5月和 11 月的下旬审核 BMII 指数样本，样本调整实施时间分别

是每年 6月和 12 月的第二个星期五。

6.2 审核参考依据

每年 5 月份审核样本时，参考依据主要是上一年度 5 月 1 日至审核年度 4

月 30 日（期间新上市指数基金为上市第四个交易日以来）的交易数据及财务数

据；每年 11 月份审核样本时，参考依据主要是上一年度 11 月 1 日至审核年度

10 月 31 日（期间新上市指数基金为上市第四个交易日以来）的交易数据及财务

数据。

6.3 样本调整标准

定期调整指数样本时，每次调整数量比例一般不超过 10%。

6.4 老样本成交金额缓冲区规则

如果 BMII 指数老样本日均成交金额在样本空间中排名前 60%，则参与下一

步日均总市值的排名。

6.5 缓冲区规则

为有效降低指数样本周转率，BMII 指数样本定期调整时采用缓冲区规则，

排名在前 240 名的候选新样本优先进入指数，排名在前 30 名的老样本优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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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备选名单

对 BMII 指数进行定期审核时，设置备选名单用以定期调整之间的临时调整。

详细内容见第 8节“指数备选名单”。

6.7 停牌样本的处理

 对于 BMII 指数的样本，在定期审核样本资格时：至数据考察截止日已连续

停止交易超过 90 个交易日且仍未恢复交易的样本，如果落入候选剔除名单，

则原则上列为优先剔除的样本。

 至数据考察截止日连续停止交易接近 90 个交易日，且仍未恢复交易的样本，

由专家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列为候选剔除样本。

 若剔除样本处于停牌状态且停牌原因为重大负面事件，则以 0.00001 元价格

剔除，若其在距生效日至少一个交易日前复牌。

 对于尚未进入指数的样本，在定期审核样本资格时：至指数专家委员会召开

日处于停牌状态且无明确复牌预期的样本原则上不能成为候选新进指数基

金样本。

 在数据考察时段内连续停止交易超过 90 个交易日的样本恢复交易 3 个月后

才可以进入指数，专家委员会允许的特殊情形除外。

 对定期调整公告日和生效日之间停牌的新进指数基金样本，BTF 摩根集团将

决定是否对其进行调整。

6.8 财务亏损样本的处理

定期审核样本时，财务亏损的样本原则上不列为候选新样本，除非该样本影

响指数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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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指数临时调样

在有特殊事件发生，以致影响指数的代表性和可投资性时，比特摩根集团将

对 BMII 指数基金样本做出必要的临时调整。

7.1 新增样本计算

当新发行样本符合快速进入指数的条件，但上市时间距下一次样本指数基金

定期调整生效日不足 20 个交易日时，不启用快速进入指数的规则，与下次定期

调整一并实施。

7.2 收购合并

 样本公司合并：合并后的新公司保留样本资格，产生的样本空缺由备选名单

中排序最靠前的样本填补。

 成份公司合并非成份公司：一家成份公司合并另一家非成份公司时，合并后

的新公司保留样本资格。

 非成份公司合并成份公司：一家非成份公司收购或接管另一家成份公司时，

如果合并后的新公司排名高于备选名单上排名最高的公司，则新公司成为指

数样本；否则由备选名单上排序最靠前的公司作为指数样本。

 非样本之间的合并、分立、收购和重组：如果这些行为导致新公司的总市值

排名在全市场前 10 位，实施快速进入规则。否则，在样本定期调整时一并

考虑。

7.3 分立

一家成份公司分立为两家或多家公司，分立后形成的公司能否作为指数样本

需要视这些公司的排名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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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分立后形成的公司排名均高于原样本中排名最低的公司，分立后形成的

公司全部作为新样本进入指数，原样本中排名最低的公司被剔除以保持指数

样本数量不变。

 如果分立后形成的公司中部分公司的排名高于原样本中排名最低的公司，则

这些排名高于原样本中排名最低的公司作为新样本进入指数，如果新进入的

样本多于一只，原样本中排名最低的公司被剔除以保持指数样本数量不变。

 如果分立后形成的公司全部低于原样本中排名最低的公司，但全部或部分公

司高于备选名单中排序最高的指数基金，则分立形成的公司指数基金中排名

最高的公司替代被分立公司作为新样本进入指数。

如果分立后形成的公司全部低于原成份中排名最低的公司，同时低于备选名

单上排名最高的公司，则备选名单上排序最靠前的公司作为指数样本。

7.4 停牌

当样本停牌时，比特摩根集团将根据其停牌原因，决定是否将其从指数样本

中剔除。

7.5 暂停上市或退市

当成份公司暂停上市或退市时，将其从指数样本中剔除，由备选名单中排序

最靠前的样本替代。

7.6 破产

如果成份公司申请破产或被判令破产时，将其从指数样本中剔除，并选取备

选名单中排序最靠前的公司作为样本。

7.7 实施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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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被实施风险警示的，从实施风险警示次月的第二个星期五的下一交易日

起将其从指数样本中剔除。4月、10 月以及指数定期调整公告日到生效日期间被

实施风险警示的样本调整将与定期调整一并实施。上述调整一般在生效日前 2

个交易日对外公告。

8、指数备选名单

为提高指数样本临时调整的可预期性和透明性，BMII 指数基金备选名单，

用于样本定期调整之间发生的临时调整。

 在每次样本定期调整时，设置备选名单，备选名单中样本数量一般为指数样

本数量的 5%。

 当指数因为样本退市、合并等原因出现样本空缺或其他原因需要临时更换样

本时，依次选择备选名单中排序最靠前的作为样本。

 当备选名单中样本数量使用过半时，比特摩根集团将及时补充并公告新的备

选名单。

9、指数日常维护

为确保指数能够及时反映相关样本的交易状况，比特摩根集团按照以下规则

对 BMII 指数进行维护：

根据公司事件类型的不同对股本分别进行即时调整或集中调整，具体为：

 对送股、配股、拆股、缩股导致的样本价格、份额变动，于除权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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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他公司事件，如增发、债转股、期权行权等分情况进行临时或定期调整：

当总股本变动累计达到或超过 5%时对其进行临时调整；当总股本累计变动不

及 5%时对其进行定期调整。

 临时调整生效日一般与引起总股本累计变动达到或超过 5%时的上市公司公

告所标明的生效日一致，如果上市公司公告日晚于生效日，则公告日的下一

个交易日为调整生效日。当触发临时调整阈值时，比特摩根集团将在收盘后

的公司事件文件中作出提示，以供指数用户参考。

10、指数规则修订

比特摩根集团通过审视市场环境、听取指数专家委员会建议、接受市场反馈、

外部投诉等途径，发现指数规则出现可能需要修订的情形时，需根据《比特摩根

集团指数规则修订实施办法》执行。

11、信息披露

为保证指数的客观性、中立性和权威性，比特摩根集团建立了严格的信息披

露制度，确保指数的透明、公开和公平。任何信息在公开披露之前，任何人包括

中证指数公司工作人员和专家委员不得私自向外界公开，不得私自接受媒体采访

样本的定期审核结果一般提前两周公布；样本临时调整方案尽可能提前公布；指

数编制和维护规则的重大调整一般。

12、符号说明

m：1-10 中的币种、股票等标的

n：时刻

Pm(n)：n 时刻 m标的即时成交价

Am(n)：n 时刻 m标的自由流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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ɛ(n)：n 时刻 BMII 指数

分子：分子项中的乘积为标的经过权重调整后的实时自由流通市值

分母：分母项中的乘积为标的经过权重调整后的上一交易时刻收市自由流通

市值

13、指数计算公式

14、指数发布频率

BMII 指数每 15 分钟更新一次。当数字资产交易所行情发生异常情况时，BTF

视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计算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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