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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规制的国际经验与中国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年 10月 24日主持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

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

重要作用，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

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

展。在全球范围内，区块链技术发展不断演进，深

度应用于数字货币、政务、金融、教育、物流等方

面。本文以方兴未艾的区块链技术作为研究视

角，探究目前金融科技背景下区块链的主要风险

与规制逻辑，充分借鉴区块链技术的国际规制经

程 雪 军 1、2

（1.上海大学法学院，上海市 200444；2.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北京市 100028）

摘 要：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作为一种具有去中心化、高度匿名、不可篡改等特征的数据库技术，历经可

编程货币、可编程金融与可编程社会的发展阶段，不断重塑着社会经济发展形态，覆盖金融支付、医疗、物流、政务

服务以及教育等领域，但同时也暗含着技术风险与法律风险。对区块链技术采取规制的内在逻辑是区块链技术

风险防范的现实诉求，也是区块链技术法律规制缺失的内在要求，前者包括技术去中心化与法律趋中心化的矛

盾、不可篡改性与算力垄断风险、相对匿名性与暗网风险，后者包括刑事违法犯罪风险、民事合同法障碍风险、消

费者权益侵害风险。通过对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区块链技术规制经验比较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对区块链技术规

制的重点不同，英国对区块链技术规制重在技术与法律制度的结合，美国对区块链技术规制重在严格准入和审

查，澳大利亚加强区块链技术的法律规范并实施“双峰”监管，各国在区块链技术规制上都注重从本国国情实际出

发健全和完善法律规范体系，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并选择合适的规制方式。在区块链技术日益兴起的时代背景

下，我国需要认真分析当前区块链技术的规制政策以及不足，积极坚持法治化、安全性与创新性的区块链技术规

制原则，采取功能性的规制方式引导区块链技术发展，并积极借鉴区块链技术的国际经验，构建与完善中国区块

链技术规制的具体路径：加强刑法修订与国际合作，严格惩治违法犯罪；弥补民事合同法缺陷，提升智能合约技

术；建立私钥法律体系，完善消费者权益保障机制；加强法律创新与移植，完善区块链的前沿法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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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探索中国区块链技术规制路径的策略。

一、区块链技术的理论内涵与发展演进

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2016年对金融科技（FinTech）做出了权威定

义：“通过技术方式来推动金融创新，形成对金融

市场、机构及金融服务产生重大影响的业务模式、

技术应用以及流程和产品。”[ 1 ]一般认为，金融科技

是金融与科技结合的产物，包括以大数据、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及区块链等为代表的创新性科技。[ 2 ]

其中，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去中心化、高度匿名、

不可篡改的数据库技术，由于高度契合了数字金

融时代的发展要求，日益成为“金融+科技”的重要

构成。尽管区块链技术发展时间较短，但由于发

展速度快，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渗透于金融科

技的各个方面，同时滋生了相关风险。

（一）区块链技术的理论内涵

中本聪于 2008年发表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

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引入一种去中心化、去信任

化、仅仅依靠密码学原理运作的电子现金系统

——比特币。[ 3 ]区块链技术是为比特币等场景应用

的底层技术而建立的一种分布式数据库，其数据

由全球各个独立的网络节点分散保存并予以独立

验证。其中，为保证每一个节点的独立性和系统

的安全性，每一个节点都不需要明确身份，区块链

技术对交易有效性以及交易是否首次出现这两个

实质要素进行独立验证。

区块链技术是互联网信息技术深层发展的时

代产物，是基于计算机代码构建的分布式记账，在

区块链上发生的所有交易都会被如实记录。由于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性、相对

匿名性以及保密性等特征，所以当区块链技术运

用到不同场景时，将给交易各方带来如下影响：一

是实现去中介化，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二是提高

交易效率，实现交易结算的实时化以及交易流程

的自动化；三是提高安全性，做到去中心化存储。

（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演进

自 2008年区块链技术兴起以来，其发展态势

便不可阻挡，并全面深度应用于各大场景：从可编

程货币（数字货币等）到可编程金融，并逐渐覆盖

全社会，实现可编程社会，或者称之为数字化社

会。“区块链+社会”重塑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全面

覆盖金融支付、医疗、物流、政务服务以及教育等

领域。基于在不同场景的具体应用情况，区块链

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可编程货币、可编程金融与

可编程社会（参见图 1），三个阶段存在的技术与法

律风险各不相同。

第一阶段，可编程货币。区块链技术 1.0时代

是以比特币、莱特币为代表的可编程数字货币，[ 4 ]

具有支付、流通等货币职能。数字货币是区块链

技术发展第一阶段，只建立了一套密码学的账本

系统，而比特币以及随后出现的以太币等去中心

化的虚拟货币发行体系在当今政府垄断货币模式

下是否能够生存以及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仍有待

商榷。

第二阶段，可编程金融。区块链技术 2.0时代

是以瑞波币、以太坊为代表的智能合约（Smart Con⁃
tract，SC），这些智能合约可理解为“可编程金融”，

是对金融领域的使用场景和流程进行梳理、优化

的应用。以太坊在法律方面最显著的应用当属智

能合约，智能合约的法律性质为合同，但本质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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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能够自动执行合约条款的计算机交易协议，

允许在没有第三方情况下进行可信交易，即在交

易时无须担心对方信用，便可由代码自动执行合

同义务。基于智能合约的高效、便捷与自动化等

方面的优点，区块链技术在法律与科技界的应用

前景广阔。

第三阶段，可编程社会。区块链技术 3.0时代

是区块链技术在社会领域的应用场景实现，将区

块链技术开拓至金融领域之外，为医疗、物流、政

务服务以及教育等各行各业提供去中心化解决

方案，进入“可编程社会”。在此阶段，区块链技

术成为价值互联网的内核，可对每一个互联网中

代表价值的信息及其字节予以产权确认、计量和

存储，实现资产在区块链上可被追踪、控制和交

易。[ 5 ]虽然可编程社会没有实现从 0到 1的重大突

破，但在众多场景中应用更广，对法律规制与监管

要求更高。

二、区块链技术规制的内在逻辑

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可能引发科技革命的新

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开放性与信息不可

篡改等诸多特征。有些学者认为区块链技术作为

创新性技术，其面临的主要风险有技术风险、金融

风险与法律风险等 [ 6 ]；有些学者认为区块链技术

在应用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技术风险、业

务风险、监管风险与系统性风险。[ 7 ]本文认为区块

链技术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其主要风险体现在

两方面：技术风险与法律风险。对区块链技术进

行有效规制，是区块链技术风险防范的现实诉求，

也是区块链技术法律规制缺失的内在要求。

（一）区块链技术风险防范的现实诉求

1.技术去中心化与法律趋中心化的矛盾

区块链技术发展模式采用的是一种点对点的

方式，交易或者数据的存储与验证都是公开化与

透明化的，可以直接连接交易双方。在这种技术

模式下，区块链技术不存在中心，是去中心化的，

每一个节点都需要匿名验证并投票，避免了人为

因素所带来的效率下降，更避免了传统中心瘫痪

后整个系统的混乱与风险，使整个系统运转更平

稳、更有效率。

然而，一般技术规制与法律监管是趋中心化

的。趋中心化有利于整合优化有限的规制资源，

提升规制效率。去中心化缺少强有力的规制主

体，倘若缺少第三方规制机构，仅仅依靠算法、激

励机制来解决多方信任问题，存在较大风险。尤

其是在区块链技术处于探索发展期，成熟度不足，

去中心化存在较多的技术漏洞。如甲将一辆汽车

存储在区块链上作为智能财产，但不小心将私钥

丢失，这就意味着该车不再属于甲，甚至意味着该

车由此不具任何价值。这种认定方式未免过于机

械与量化，也违背合理性认知。在区块链技术的

风险防范上，如何有效解决去中心化技术发展与

趋中心化规制的矛盾是一个关键问题。

2.不可篡改性与算力垄断风险

根据区块链技术原理，一旦信息经过验证并

添至区块链上，便会被永久存储。除非能同时控

制区块链系统中 51%以上的节点，否则对单个节

点的修改是无效的，因此区块链技术的数据稳定

性与可靠性高，信息在技术上具有不可篡改性。

尽管区块链技术在设计愿景上具有完整性，只要

不能绝对控制区块链系统的节点就无法篡改信

息，但算法并非如我们所愿，因为算法不是完全价

值中立的技术活动，而是蕴含着某种价值判断，并

与特定的立场有关。另外，诸多算法设计往往出

于人为的编程，无形中暗含了某些歧视与不公，甚

至隐藏了利益集团的操纵。[ 8 ]

目前以比特大陆（Bitmain）为首的区块链公司

已逐渐控制区块链系统的算力与节点，据相关数

据统计，比特大陆几乎控制着全网 53%的算力，已

然构成 51%攻击的潜在风险。由此可见，区块链

技术在设计上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存在着致命的

技术缺陷，也有悖于法律规制与理性认知。唯有

完善法律与科技的统一治理，法律人员向技术人

员解释法律规制的要求，技术人员才可设计出更

符合法律要求的算法。[ 9 ]

3.相对匿名性与暗网风险

尽管区块链上的每一笔信息数据都是公开、

透明的，但外界却无法获知信息数据传输的双方

身份信息，这种匿名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用户

的隐私，可以广泛应用于金融交易、身份认定与智

能合约等业务。然而，区块链技术具有高度的匿

名性，倘若操作时发生意外（如密码丢失等），不仅

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护，而且也可能为骇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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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暗网”（Deep Web）提供藏身之所。例如，基于

区块链技术而广泛应用的数字货币，具有与主要

法定货币的可兑换性以及价差性，这种匿名方式

可能成为洗钱、走私、逃汇、诈骗、贪污与腐败等犯罪

的“隐身衣”，为这些犯罪行为提供暗黑的温床。

此外，区块链技术的匿名性又是相对的。为提

高交易的效率，区块链技术可以容纳多个输入与输

出，而并行的输入可以暗示这些数字货币属于同一

个所有者。一旦某一笔交易被确认为某位所有者输

入，便可以查出关联交易，也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

追溯。诚然，在打击洗钱、走私等案件中，这可以作

为一种手段进行使用，但这种追溯性受限条件过

多。同时，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

关司法解释对技术侦查的主体、范围与使用条件等

进行诸多限制一样，使用该技术追溯也应该有相应

的制度来规制，以兼顾安全性与消费者权利保障。

（二）区块链技术法律规制缺失的内在要求

1.刑事违法犯罪风险

区块链技术本身具有的各类属性，为特定种

类犯罪活动提供了温床。区块链技术的高度匿名

性以及区块链背景下数字货币与法定货币的可兑

换性，往往导致犯罪分子将数字货币与各国法定

货币进行低成本兑换从而实现逃汇、骗汇等外汇

型犯罪，导致外汇与资本管制效果明显弱化。另

外，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甚至可能引发现行外

汇监督与外汇管理秩序的刑事法律不适用风险，

亟须金融监管与金融刑法实践的重视。[ 10 ]

由于区块链技术高度的匿名化，无法获知交

易双方的信息，而且区块链下的数字货币具有可

兑换性，使洗钱、走私等犯罪有了可乘之机。在暗

网中，洗钱、走私与贪污腐败等需求旺盛，区块链

技术有可能为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便利，犯罪

分子不用在任何政府或者金融监管机构注册登

记，便可通过非法技术手段将获得的财物加密储存

在数字钱包中，并快速、便捷地兑换成法定货币。

区块链技术运作以点对点的方式进行，没有

任何中介机构参与，使洗钱、走私、行贿与受贿等

交付财物行为难寻踪迹。数字货币的交付不需要

面对面，可直接采用点对点、匿名不可追溯的方式

进行，这大大增加了受害者追回财物的难度。此

外，在各地检方通报的金融犯罪案件中，以区块链

技术名义实施非法集资与首次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s，ICO）的刑事违法犯罪行为频繁发

生。这些在区块链技术背景下暴露出的刑事违法

犯罪问题，在我国立法、执法与司法体系不健全的环

境下，法律风险日益严重。

2.民事合同法障碍风险

智能合约最早由尼克·萨博在 1996年以自动

售货机为原始雏形提出，他认为智能合约适用于

自动贩售机那种简单的“数字形式”的要约与承诺

过程。[ 11 ]区块链技术在民事合同法中的主要应用

场景包括智能合约，因为智能合约本质上是一种

能够自动执行合约条款的计算机交易协议，允许

在没有第三方情况下进行可信交易，由代码自动

执行合同义务，使合约的执行更高效。然而在区

块链技术发展过程中，智能合约也面临着民事合

同法的诸多障碍。

首先，在民事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责

任分配等较为复杂的法律关系难以全面转化为技

术标准或者计算机代码。同时，在自动履约过程

中一旦出现纠纷，由于掺杂了技术的复杂性，司法

机关在进行定争止纷时适用什么条款、确定哪类管

辖法院、如何衔接智能合约等问题仍有待探讨。

其次，智能合约的适用范围存在着较大的限

制。智能合约无法全部适用于复杂的商业模式与

庞大的法律体系，商业模式的复杂性暂且不论，单

就与法律体系的对应而言，智能合约的有限适用

性并不智能。如在不可逆的区块链技术设计下，

行使合约解除权便成为目前的“盲区”。在合约履

行过程中，智能合约进展瞬息万变，倘若不可抗

力、预期违约等事由发生，合约当事人便享有解除

合同的权利。如果严格遵照程序规则执行，智能

合约显得过于简单与僵化，并不利于通过合约解

除权有效实现当事人的私力救济。

综上，智能合约在区块链技术与法律的结合

上存在明显不足，若一味采用智能合约，技术风险

不言而喻，智能合约在制定和履行中产生的法律

风险比比皆是。

3.消费者权益侵害风险

在传统社会经济中，与经营者的技术、实力、

地位等相比，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自身

权益被侵害时，消费者往往基于理性的成本—收

益考虑而成为权利上的“睡眠者”。在区块链技术

背景下的社会经济中，相较于经营者，消费者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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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劣势，更容易遭到投资者利益失衡风险、隐私权

保障风险以及财产受损风险。

首先，中小投资者利益失衡风险。区块链技

术的应用场景众多，其中以数字货币最具代表

性。以比特币为例，作为区块链技术中执行支付、

存储等功能的虚拟数字货币，在实际运作的过程

中，比特币的投资者主要以赚取买卖差价获得短

期收益。但在不规范的技术与法律机制下，比特

币往往会对现行金融秩序产生冲击，并损害中小

投资者利益。一方面，比特币具有激励机制的特

殊属性，在比特币供应总量固定前提下（总量不超

过 2 100万个），区块链系统向“矿工”（比特币挖矿

当事人）奖励比特币作为工作量的“证明”，即每当

有“矿工”挖出一个区块，就会发行新的比特币，从

而为这样的“算力投资”设定了“激励机制”。每个

区块第一笔交易自行产生，该笔交易的交易费、数

量以及产生方式等都根据算法预先确定。同时，

比特币等虚拟数字货币的市场容量较小、流动性

较低，缺乏交易市场的集中规制，交易市场通常 24
小时开放，这给持有庞大数量比特币的人以操纵

市场、恶意炒卖提供了可能，加剧了比特币市场价

格的波动，不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另一

方面，法律政策对比特币法律属性判断的结构性

瑕疵，容易给投机行为留出一片“真空地带”。中

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印发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

的通知》从法律上否定了比特币的货币地位，将其

法律属性局限于普通商品或特定虚拟商品，法律

上的不承认使投资者无法可依。

其次，隐私权保障存在风险。区块链技术的

高度匿名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利于隐私的保

护。然而，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验证的需要，某些

交易信息（如身份信息、资产信息等）不可避免地

在网络上披露，存在侵犯交易者隐私的风险。[ 12 ]此

外，区块链技术的专业要求高，市场经营主体的创

新往往快于市场监管机构的保护，容易出现某些

市场经营主体（机构与个人）通过区块链技术对消

费者窃取个人信息，但市场监管机构的区块链专

业技术较弱，对于个人信息保护较差，消费者在个

人信息等隐私权保障方面处于不利的被动状态。

最后，财产权益存在不可逆的受损风险。在

法律制度的建构层面，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诸

多场景应用产品（如数字货币）未被法律正名，法

律属性模糊，交易公示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技术操

作规范尚未形成，使财产与个人关键信息处于较

高的损失风险之中。此外，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

的各种高频交易策略具有高度关联性，增大了市

场波动性和不同资产之间的传染效应，容易造成

金融支付和证券结算系统的混乱。倘若法律规范

对不同资产效力等要件的界定不明，当事人在财

产恢复上的维权将非常困难。

三、区块链技术规制的国际经验

区块链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得如火如荼，

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与问题。域外各国与地区纷

纷采取了不同的规制措施，对区块链技术风险加

以规制。

（一）英国对区块链技术规制重在技术与法律

制度的结合

1.通过政策引导强调技术与法律规制

相较于美国重在对区块链技术进行严格的准

入与审核，英国在对区块链技术规制时更强调法

律规制和技术规范的重要作用，对区块链技术保

持开放态度。

2016年 1月，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发布白皮书

《分布式账本技术：超越区块链》，第一次从国家高

度对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前景与应用加以全面分

析。[ 13 ]该白皮书明确指出政府应“双管齐下”，综合

考虑单一技术规范与法律规则的优势和弊端，强

调技术与法律制度的结合。2016年 4月，英国内阁

办公室部长马特·汉考克（Matt Hancock）认为，区

块链技术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公开可验证的方式监

督管理资金，可以利用区块链的透明性、去中心

化、不可篡改性等对资金运用进行更好的监控，以

更高的效率帮助组织与个人。[ 14 ] 2016年 6月，英国

对区块链技术开展试点，对公共资金（如福利资

金、补助金等）的分配与使用进行溯源追踪，积极探

索利用区块链技术提高纳税人的税款分配效率。

2.创新监管体制，实施“监管沙盒”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
thority ，FCA）致力于去除对“革命性”金融创新不

利的监管壁垒，建设性地同金融科技企业合作，提

出“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的模式。[ 15 ]监

管沙盒可为金融创新产品提供监管试验区，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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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创新产品置于特殊监控环境中，通过简化市场

准入标准与程序的方式，允许金融创新产品快速

落地运营。[ 16 ]

通过创新监管沙盒机制，英国能够为区块链

创新提供一个缩影版的真实市场和宽松版的监管

环境（参见图 2）。在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与

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监管当局允许区块链技

术的初创企业提交监管沙盒申请，倘若经过 FCA
的审批，则可以对创新性产品、服务、模式与交付

机制等进行测试拓展，一般测试时间为 1~6个月。

倘若区块链技术初创企业通过了沙盒测试，监管

当局则采纳企业提交的报告，此时企业便具有选

择权，可以决定是否将区块链技术相关的产品与

服务投入市场；如果区块链技术初创企业没有通

过沙盒测试，则需要重回监管沙盒流程起点，待其

符合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与金融风险防范的

前提下，重新向FCA提出监管沙盒申请。

（二）美国对区块链技术规制重在严格准入和

审查

1.采用功能性与规则导向性规制，规范区块

链发展

美国对区块链技术的规制相对严格，整体采

用功能性规制与规则导向性规制方式。对不同类

型的区块链技术业务，按照其业务的功能、性质及

其潜在影响，确定不同规制主体及监管规则，这便

是美国的功能性规制，以利于防范区块链机构的

技术套利。

关于规则导向性规制，美国联邦与各州积极

出台法律法规以规范区块链技术发展。在联邦规

制层面，陆续出台法律政策加强区块链技术规

制。美国财政部下属金融犯罪执法网络部门（Fi⁃
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FinCEN）2013
年 3月发布《关于个人申请管理、交换和使用虚拟

货币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解释了《银行保

密法》（BSA）中关于个人创建、获取、分配、交换、接

收以及发送虚拟货币

的适用范围，并要求

区块链技术公司在开

展业务时务必遵守

《银行保密法》以及其

他反洗钱法律规范。

在该《规定》中，将以

虚拟货币兑换真实货币、资金或其他种类虚拟货

币的人称为“交易者”，对将虚拟货币投入流通以

及可以决定虚拟货币退出流通的人称为“管理

者”，交易者和管理者都必须在 FinCEN监管下运

行，尤其提出对“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进行适当

管理。可见，在区块链技术发展初期，美国政府对

区块链持谨慎态度。关于数字货币的法律定性，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CFTC）2015年 9月正式将比特

币及其他数字货币定义为商品，并对这些数字货

币的相关教育活动进行监管与规制。2017年 1月，

美国发布《金融科技白皮书》，对包括区块链技术

在内的金融科技监管由限制型向主动型转变。同

月，美联储发布《美国支付体系改善进度报告》，认

可分布式记账的广泛应用前景，认为分布式记账

可能取代传统支付体系中清算支付服务商的角

色。总之，美国对区块链技术的态度已逐渐放开，

是在探索中的适度放宽。另外，美国证券交易管

理 委 员 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2017年 7月发布调查报告，提出数字代币（包

括 ICO）的发行和销售都必须遵守美国联邦证券法

律的要求。

在州级规制层面，美国各州从各自区块链技

术发展与规制实践出发出台法律法规。2014年 6
月，加利福尼亚州签署AB129法律，保障了区块链

技术背景下的比特币及其他数字货币交易的合法

化，该法案保障包括数字货币的替代货币在购买

商品、服务及传播中的使用。纽约州在 2014年 7
月公布了对比特币与其他数字货币规制的提案，

指出倘若在本州开展经营活动，从事数字货币的

买卖、存储或兑换必须申请许可证，从六个方面

（消费者资产保护、消费者投诉、对消费者公开、反

洗钱、网络安全、账簿与记录）进行重点规制；特拉

华州于 2017年 7月正式签署有关区块链技术法

案，对《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做出了修改，允许实

金融行为监
管局（FCA）区块链

企业
FCA采纳企业
提交的报告

沙盒
测试

审批 企业决定是否将产
品和服务投入市场

通过通过
提交
申请

未通过

未通过

图2 英国区块链企业参与“监管沙盒”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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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公司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股票交易和记录，并

拥有相关权利。[ 17 ]

2.启动BitLicense框架，严格区块链准入审核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日益发展与应用，美国联

邦与各州纷纷对区块链行业的法律规范制度进行

探讨，其中纽约州 2015年 6月启动的BitLicense框
架最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BitLicense框架的核心是对从事虚拟货

币行为的法律主体实行许可制，它们必须持有纽

约州金融服务部（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Fi⁃
nancial Services，NYSDFS）授 权 的 许 可 证 BitLi⁃
cense，它是 NYSDFS为法律主体设计的用于虚拟

货币活动的营业执照。在此背景下，纽约州的区

块链企业必须依法经营，受到 NYSDFS的严格监

管，纳入反洗钱、资本化、消费者保护和网络安全

等核查中。该规制框架实施后，一方面，大量数字

货币公司因不合法而不得不停止在纽约州的业

务；另一方面，更为规范化的 Circle、Ripple、Coin⁃
base等公司纷纷设立并取得许可证，纽约州的数字

货币行业迈入合法化轨道。

其次，在区块链技术法制化过程中，BitLicense
框架值得借鉴的还有很多。如在申请条件上，申请

人除应提供能够访问客户资金的员工个人身份信

息，还需要提供一定资料用以说明服务商收集个人

资料的时间、地址等具体信息；在许可制时效方面，

规定2年的有效期；在交易记录留存时间方面，规定

7年的留存期限，便于纠纷发生时证据的调取。此

外，BitLicense框架还规定两类不用申请许可证的例

外情况：一类是参与虚拟货币交易并受纽约州银行

法监管的个人；另一类是仅仅出于销售、购买商品（服

务）或投资目的而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的使用者。

（三）澳大利亚加强区块链技术的法律规范并

实施“双峰”监管

1.立法先行，颁布区块链技术法律规范文件

2016年 12月，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 ，

ASIC）颁布《257号监管指南》（Testing FinTech Prod⁃
ucts and Services without Holding an AFS or Credit Li⁃
cense）（以下简称《指南》），[ 18 ]旨在为金融科技公司

（包括区块链技术公司等）在获得澳大利亚金融服务

或信贷牌照前提供测试产品或业务的监管指引。[ 19 ]

《指南》规定了公司可以在不持有金融牌照的条件下

进行金融产品与服务测试的三种情况：一是在《2001
年公司法》和《2009年国家消费者信贷保护法》中存

在法定豁免或灵活性规定的情况下，公司并不需要

金融牌照；二是根据ASIC对金融科技公司的许可证

豁免，具体包括“ASIC公司概念验证许可豁免”以及

“ASIC信贷概念验证许可豁免”，[ 20 ]在此情况下，金

融科技公司能够被ASIC豁免测试某些指定的产品

与服务；三是被 ASIC许可单独豁免的其他服务。

这些豁免措施共同构成了澳大利亚“监管沙盒”框

架，[ 21 ]促进法律规制与科技创新的平衡发展。

随着数字货币与首次代币发行的快速发展，

相关风险日益凸显。对此，澳大利亚允许比特币

的存在并提倡其他数字货币与比特币竞争，但澳

大利亚监管当局将比特币风险置于首位，并加强

税收、消费者保护以及反洗钱等方面的监管。另

外，ASIC 2017年 9月颁布首次代币发行信息表 225
号指导文件（Initial coin offerings INFO 225），从 ICO
的定义、法律地位、不同类型金融产品的发行条件

以及误导与欺诈行为的法律适用等方面向企业提

供指导。其一，关于 ICO的定义。225号指导文件

指出，ICO是一种新型筹集资金形式，由企业或者

个人通过互联网从各类投资者中募集资金。其

二，关于 ICO的法律定位。225号指导文件指出，

ICO的法律地位取决于 ICO的情况，如 ICO的结构

及其运作方式取决于所发行代币的附加权利，不

同 ICO项目下行业与业务的差异适应于不同的法

律规范。其三，关于不同类型金融产品的发行条

件。根据澳大利亚公司法，如果代币发行方通过

管理投资计划（Managed Investment Scheme，MIS）
发行，那么将承担信息披露、注册和许可证义务；

如果代币发行目的在于为公司提供资金，那么代

币便可以作为公司股票发行；如果代币由金融产

品、基础市场、资产价格等因素予以定价，该资产

价格在某时间或某事件发生前朝着特定方向演

变，而该时间或事件的发生导致代币的部分权利或

义务被要求“支付”，那么代币便可以作为衍生工具

发行。其四，澳大利亚法律禁止区块链技术层面的

招股说明书出现误导或者欺骗性陈述行为。[ 22 ]

2.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风险防范，实施“双

峰”监管

在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都

充分意识到传统金融监管的两大弊端。其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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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注重微观审慎监管而忽视宏观审慎监管，容易

滋生系统性风险；其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

对此，英国采用“双峰”监管体制，设立专门的

金融行为监管局以加强宏观审慎与行为监管，不

断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实现英格兰银行

（Bank of England）与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的双峰监管；[ 23 ]澳大利亚

采取双峰监管之三元模式：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RBA）负责宏观审慎监

管，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APRA）负责微观审慎监管，澳

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负责行为监管；美国在

“次贷”危机后，采取在“伞形”监管基础上叠加“双

峰”监管模式，其中美联储基于“超级监管者”地位充

当美国监管框架的“伞骨”，由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

（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FSOC）负责审

慎监管，“次贷”危机后独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CFPB）负责

分散于各部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行为监管职

能，[ 24 ]从而构筑“伞形+双峰”监管模式，[ 25 ]以抵御区

块链技术等背景下的金融风险（参见表1）。
（四）国际视野下区块链技术规制的经验启示

1.健全和完善法律规范体系

英国、美国以及澳大利亚都坚持立法先行，有

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对原有法律

规范修订，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的区块链技术法律

规范体系。其中，英国对区块链规制重在技术与

法律制度的结合，通过政策引导强调技术与法律

规制；美国在原有金融法律体系下，采用规则导向

性规制，规范区块链技术发展；澳大利亚坚持立法

先行，颁布较多的区块链技术法律规范文件，促进

区块链技术的法制化发展。目前我国区块链技术

处于快速发展期，虽然陆续出台了相关规章制度，

如《关于防范境外 ICO与“虚拟货币”交易风险的提

示》等，但缺少规制的具体细则，区块链技术的市

场准入形同虚设。对此可参照域外英美澳等发达

国家的规制经验，丰富我国区块链法律规范体系。

2.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

无论是英国还是澳大利亚，都采用“双峰监

管”，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风险防范。这种规制

模式来源于迈克尔·泰勒在 1995年提出的双峰监

管理论，他认为监管应当具有“双峰”目标：一是审

慎监管，包括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前者

旨在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

险，后者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 26 ]二是行

为监管，旨在纠正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防范金融

欺诈与不公平交易，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27 ]此

外，2016年英国 FCA创新金融监管机制，提出“监

管沙盒”模式，在消费者权益得以保障的前提下，

通过为区块链技术创新提供“缩影版”的真实市场

与“宽松版”的监管环境，让监管当局在风险可控

范围内鼓励区块链技术创新。美国启动BitLicense
框架，对从事数字货币经营的法律主体实行严格

的准入许可制，唯持有 NYSDFS授权的许可证

BitLicense的区块链技术企业才可依法经营。该框

架不仅受 NYSDFS的严格监管，而且纳入反洗钱、

资本化、消费者保护和网络安全等核查。其中，消

费者权益保护是区块链技术规制的重心。

3.选择合适的规制方式

从国际区块链技术规制经验看，目前各国积

极顺应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趋势，根据本国区块链

技术发展实践，选择合适的规制方式。（1）在区块

链技术发展初期，由于区块链技术具有不可预知

性，大多数国家的监管重心在区块链技术风险防

监管模式

标准“双峰”监管 ①

准“双峰”监管 ②

“伞形+双峰”监管 ④

国家

澳大利亚

英国

美国

“伞形”
监管机构

美联储

“双峰”监管负责机构

审慎监管机构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澳大利亚审慎
监管局负责微观审慎监管

英格兰银行 ③

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

行为监管机构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金融行为监管局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表1 基于“双峰”监管理论下的国别监管模式

注：①“双峰”监管模式是行为监管与审慎监管完全分离的模式；②准“双峰”监管模式是行为监管机构兼有行为监管与审慎监管
职能、二者未完全分离的模式；③其中，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FPC）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审慎监管委员会（Pru⁃
dential Regulation Committee，PRC）负责微观审慎监管；④美国采取此类监管模式，即行为监管基础上叠加“伞形”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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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及特定交易行为的限制，秉持谨慎监管的态

度。（2）在区块链技术发展中期，各国的举措逐渐

转换为积极引导，规制态度日益从谨慎转化为有

条件的全面接受。一方面，各国对规制制度进行

可行性研究，使本国区块链技术规制水平不断提

高，力争规制制度与区块链技术同步发展；另一方

面，大多数国家采取分类化引导方式，针对不同条

件的区块链技术公司采取不同的措施，确保规制

方式行之有效。具体而言，各国都结合本国区块

链技术的发展实践与规制基础，分别确定合适的

规制方式。其中，美国对区块链技术采用较为严

格的功能性规制与规则导向性规制。美国联邦与

州级层面通过颁布一系列区块链技术法律规范以约

束区块链技术的行为与实践，重点强调合规性，但对

创新性与灵活性有所忽视。英国采用集中适度规

制，通过政策引导强调技术与法律规则，创新“监管

沙盒”机制，鼓励技术创新与突破。澳大利亚重在

“双峰”监管，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风险防范，鼓励

区块链技术创新。这三个国家都是英美法系下的发

达国家，美国区块链技术市场庞大且具有内在的创

新力，英国与澳大利亚的区块链技术市场较小，各国

采取了不同的规制方式促进区块链技术的创新。

四、构建与完善中国区块链技术规制路

径的策略

面对日渐复杂的区块链技术深化与应用前

景，如何对其进行有效规制，使其发展有条不紊，

是当今区块链技术发展与规制的重要议题。本文

针对区块链技术存在的问题以及他国经验，从以

下几个方面寻找中国策略。

（一）当前中国区块链技术的规制对策与不足

2013 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

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指出几点：一

是需要正确认识比特币的属性，其法律性质为特

定的虚拟商品，不能而且不应作为货币流通使用；

二是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比特币相关

业务；三是加强对比特币互联网站的管理，比特币

互联网站实行实名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信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依

法在电信管理机构备案；四是防范比特币可能产生

的洗钱风险；五是加强对比特币教育与风险提示。

2017年 9月 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

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对代币

的法律性质予以明确，且不允许其作为货币在市场

上流通使用，但该公告仅为一道禁令，对区块链技术

具体风险的表现形式以及防范措施并未明确。

2018年初，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关于防

范境外 ICO与“虚拟货币”交易风险的提示》《关于

防范变相 ICO活动的风险提示》，对部分行为进行

风险提示，如投资者转向境外开展相关活动风险，

网络访问渠道、支付渠道风险，系统安全、市场操

纵和洗钱等风险，境外交易平台被所在国政府强制

取缔或限制访问风险等，但并未做禁止性规定。

可见，我国对区块链技术发展一直坚持审慎

态度，重点防范区块链行业可能引发的洗钱、操纵

市场等违法犯罪行为。然而，这种针对个别突出

问题的修修补补，对整个区块链行业风险的防范

只能起到初步规制作用，我国并没有从宏观制度

层面构建一个单独、完整的规制体系去保护、救济

此类区块链经营行为，甚至对从事区块链经营的

法律主体资格也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利用区块链

技术进行经营活动的风险仍然较大。

（二）构建中国区块链技术规制的原则与方式

1.坚持法治化、安全性与创新性规制原则

首先，坚持法治化原则，严格设置区块链行业的

市场准入门槛。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创新技术，不

能完全坚持传统民法中“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而

是需要立法先行，严格设置完善的市场准入标准。

通过借鉴美国的 BitLicense制度，我国可以对引入

区块链技术的企业进行多方面的资质审查，既要审

查区块链技术企业的技术资质，也要检测其技术层

面的检测与维护能力、漏洞填补能力、危机应对能力

等，降低可能发生的风险。而且，资质的审查与考核

应该动态化，保证及时纠偏。此外，法治化原则不应

仅局限于企业的资质审查，对访问人员也应以适当

制度进行规制，如采取访问人员事前登记模式，访

问人员可以接触被加密处理却载有海量信息的区

块，但是必须在事前进行登记，事前登记的内容不

仅包括访问者的个人身份信息，而且应包括访问

节点、访问时间等，降低风险发生的人为因素。当

然，与企业资质的审查不同，访问人员只要严格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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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事前登记制，便可兼顾区块链安全性与匿名性。

其次，坚持安全性原则，重点构建与完善区块

链安全监管体系。现有区块链技术属性可能带来

技术与法律层面的风险，需要构建一套系统安全

的规制体系，提升区块链系统的整体安全性能。一

是物理安全，根据区块链业务具体规制要求的不同，

采用不同方法对运行于区块链技术系统上的物理网

络与主机加以保护；二是数据安全，区块链技术节点

与节点之间的数据交换，原则上不应该明文传输，数

据提供方应秉承区块链技术的匿名性，采用严格的

访问权限控制措施，重点评估数据的敏感程度以及

安全级别，决定是否将数据发送到区块链上以及对

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三是应用系统安全，从区块链技

术的身份认证、权限体系、交易规则以及反欺诈策略

等方面着手，实现对参与区块链运行的有关人员、交

易节点与数据的事前防控、事中监测以及事后审计；

四是密钥安全，对区块链技术节点间的通行数据进

行加密，且密钥不存储在同一区块链技术节点，而应

通过加密机方式将私钥妥善保管，以确保密钥的安

全性；五是风险机制，在区块链技术系统的网络层、

应用系统及交易频度层面，制定周密的检测措施，对

所有可疑操作进行警告、记录及其核查。

最后，坚持创新性规制原则，促进区块链技术

的稳健发展。目前我国对是否应推广区块链技术

的实践与应用仍然保持谨慎态度，可以借鉴英国

的“监管沙盒”模式，维持区块链技术创新发展与

风险防范的动态平衡，[ 28 ]即对特定区块链行业，即

使其从事的业务与目前法律法规有所冲突，也只

需事先报备，从而让区块链行业在监管框架内自

主创新。这一举措使准入公司能够测试自己的金融

产品与模式，并根据测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缺陷来

调整方案。[ 29 ]我国适当引入“监管沙盒”，有效搭建区

块链技术领域的“风险隔离盒”，将创新的风险局限

于“沙盒”中，防范跨行业、跨部门间的风险传导。从

技术风险、财务风险、业务风险等多方面强调区块

链技术的必要性，将技术标准、财务标准、业务风

险控制标准作为区块链技术的发展重点。[ 30 ]

2.采取功能性的规制方式，引导区块链技术发展

由于区块链技术具有不可预知性，我国对其

持有非常谨慎的规制态度，并将规制重点放在区

块链技术风险防范及特定交易行为上。整体而

言，国内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比较狭窄，主要局限于

数字货币等金融行业，但实质上这种去中心化、高

度匿名性等特征决定了区块链技术不仅可以在金

融、交易方面发挥作用，而且还可以在风控、征信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可能会拓展到医疗、文

娱、版权、共享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对未来可能

兴起的每个区块链行业都应建立相对应的制度，即

在承认区块链行业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对同种类型

的公司实施功能性规制，而非目前的机构性规制，这

有利于防范传统机构性规制背景下的规制套利。如

在公证领域，需要明确数字化权属凭证的法律效力，

对其与书面权属凭证的效力优先进行划分。

此外，需要坚持协调性规制方式，提升区块链

技术规制的有效性。针对区块链技术内生的算力

攻击等问题，我国需要采用算法和现实约束相结

合的方式，如用资产抵押、法律和监管手段协调管

控。2017年 1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地方金融监管

部门组成检查小组，对区块链数字货币平台突击检

查，重点检查平台的经营许可是否健全，是否存在投

机、欺诈、操纵市场等行为。尽管此次突击检查收到

了一定成效，但随着区块链技术多元化、跨行业、跨

地区、跨领域的发展，此类突击性检查而非常规性协

调监管的效果并不明显，各规制部门应确定协调规

制，建立定期协调沟通机制，签署监管合作谅解备忘

录，避免各规制部门的重复规制以及规制空白问题。

（三）构建与完善中国区块链技术规制的具体

路径

1.加强刑法修订与国际合作，严格惩治违法

犯罪

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相对

匿名性等特点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重大变革，但同

时也带来了众多风险。其中，区块链技术背景下

数字货币可兑换性、便捷性容易引发骗购外汇等

外汇型犯罪；平台的匿名性为洗钱、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的犯罪提供了“隐身衣”；区块链技术作为一

种创新技术，又容易被相关机构利用公众的无知，

通过组织庞氏骗局、金字塔骗局与传销等活动实

施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

我国需要加强刑事法律条款的修订与国际司法

合作，严惩区块链技术违法犯罪。首先，我国应加快

提升区块链技术水平以破解区块链技术的法律、技

术与安全漏洞，通过立法形式对区块链违法犯罪行

为予以法律规制，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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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纳入有关

区块链技术犯罪的表现形式，因为清晰的刑事规制

有利于提前防范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犯罪等后续环

节的风险。如在具体犯罪认定上，国内虚拟货币交

易平台明知犯罪嫌疑人在本国平台与境外网络交易

平台之间进行骗购外汇并提供技术帮助的，可能构

成骗购外汇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共同犯

罪，需要数罪并罚。其次，应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因

为区块链技术全球联网并跨境应用，有可能滋生全

球化的技术与法律风险，必须加强国际司法合作，进

一步探索新型区块链犯罪的国际合作机制。

2.弥补民事合同法缺陷，提升智能合约技术

（1）加快智能合约法律规范的制定

智能合约的应用存在着诸多的法律与技术性

风险，我国应出台相应的法律规范对其进行法律

定性，国家立法机关对其所创制的法律、法规进行

立法解释，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智能合

约具体应用问题进行司法解释，并对智能合约不

能解决的问题由司法机关进行衔接解决，明确司

法机关在智能合约纠纷案件中的适用规则等。

（2）提升智能合约的技术与配套设置

智能合约是区块链技术中的一项系统性建设

工程，这不仅需要制定与完善智能合约相关的法

律规范，还需要在智能合约相对应的领域设置专

人或者部门对合约进行初步审核，甚至成立专门

技术组织或机构对合约进行安全审计。

为避免智能合约的技术风险与设计缺陷，可

培训智能合约领域的专职律师，由专职律师进行

第二步审核，实现人机交互审核，保证智能合约在

具体实践过程中兼顾技术与法律，降低智能合约

风险，促使区块链技术更好地服务社会。

3.建立私钥法律体系，完善消费者权益保障机制

（1）建立私钥法律体系

私钥在区块链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一旦

私钥泄露，该私钥对应区块内储存的个人信息将

面临在全网范围内传播的风险，其对应的虚拟货

币也存在被盗取的极高可能性。

私钥是个人信息与资产安全性的首要保证，

保证私钥安全是区块链技术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

的议题。首先，需要对储存或者保管方式设置特殊

程序，以便在诉讼中取证。同时，对于私钥的效力，

应设置必需的容错纠错机制，在私钥失效的情况下

保障相关数字资产的保值而不至于使其效力归于无

效。其次，为保证私钥的专业性，应使用专业的代码

审计服务，设立安全编码规范，使整个流程更专业安

全。另外，我国应该加大对区块链技术核心基础（密

码学）的法律保护，注重其核心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

保护以及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电子密码维权。

（2）构建与完善消费者权益保障机制

目前英国、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把完善

的消费者保护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及赔偿机制等

作为区块链行业准入的条件之一。其中，澳大利

亚政府还将消费者保护不到位列为失败退出的条件

之一，从而更好地对消费者权益予以前置保护。[ 31 ]

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新型信息技术，在我国

发展时间短、速度快，技术的创新速度远远领先于

法律规制的制定速度。在推进区块链技术发展时，

我国没有在法律规制上对消费者权益给予足够保

护，在区块链技术领域的规制意识比较淡薄。

我国特别需要构建与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

制。一是需要加强中小投资者权益的维护。在区

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领域，投机者利用价差的投

机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损害

交易者的投资利益。在刑事法治上，应加强刑事

立法，将利用区块链技术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秩序的犯罪行为进行技术与法律规制；在民商事

法治上，有必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覆

盖范围予以拓展，使数字货币的交易行为纳入证

券监管的法律框架中；法律各层级都应加强对投

资者权益的保护，形成一个以投资者为导向的维

权体系。二是构建与完善消费者权益保障机制。

针对区块链技术下消费者权益损害较为严重的境

况，我国应逐步构建完善的消费者保障机制，逐步

涵盖消费者的遴选、信息披露、损害赔偿制度以及

风险准备金与赔偿救济制度。

4.加强法律创新与移植，完善区块链的前沿法

律设计

对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发展与深度应用，既需

要鼓励技术创新，又需要防范风险。我国需要加

强法律创新与移植，借鉴区块链技术规制的国际

经验，从法律规制、政府引导、机构参与及市场推

广等角度，构建中国区块链技术层面的“监管沙

盒”机制。

首先，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作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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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协调机构，统筹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

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等机构）与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地方金

融监管局等），设立创新中心，具体负责“监管沙

盒”的申请评估。

其次，参照英国、澳大利亚等“监管沙盒”经

验，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情况，中国版“监管沙盒”流

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申请阶段、评估阶段、测试

阶段与退出阶段）以及六个步骤。中国版“监管沙

盒”建议采用“四阶段设计方案”的初衷在于：它既

不像英国“申请—测试—退出”三阶段的过于简

单，也没有印度“提交申请—测试设计—申请评估

—实际测试—最终评估”五阶段的过度冗余，更符

合中国区块链技术发展与规制实践。而且，中国

版“监管沙盒”分为六个步骤，可以稳步推进，做到

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发展与法律规制的有效平衡。

在申请阶段，区块链技术企业根据相关项目计划申

请，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创新中心根据相关

标准进行初步筛选；倘若通过初步筛选则进入申请

评估阶段，未通过则需要退回重新提交申请；申请评

估阶段通过后进入测试阶段，建议时间不宜过长，一

般可设置 3~6个月，具体时间视区块链技术企业的

需求而定；倘若测试阶段通过，便由创新中心做出决

策，区块链技术企业视不同情况（继续测试、获得牌

照、放弃牌照）予以退出。在被测试产品或服务明显

存在违反监管原则和测试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时必

须终止测试。区块链技术企业退出后应向监管机构

上交最终报告，内容包括产品信息、财务信息、消费

者信息以及风险控制信息等（参见图3）。[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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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database technolog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centralization，high anonymity and immutability，Blockchain
technology has gon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programmable currency，programmable finance and programmable society，
which constantly reshap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covering financial payment，medical care，logistics，
government affairs services，education and other fields，but it also implies technical and legal risks. The internal logic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regulation is that it is not only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risk preven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but also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the lack of legal regul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The former includ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ecentralization
of technology and centralization of law，immutability and computing power monopoly risk，relative anonymity and deep-web risk；
and the latter includes the risk of criminal offense，the risk of obstacles in civil and contract law，and the risk of infringement on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autho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gulatory experience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Kingdom (UK)，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and Australia，and it is found that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emphasis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regulation. The UK's regul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focuses on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legal system；the regul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focuses on strict access and review in the USA；and it
strengthens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implements "Twin Regulation" for Australia. However，in general，in
terms of the regul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all countries focus on improving and perfecting the legal system according to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 rights and interests，and choose appropriate regulation methods.
In the era of the rise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China needs to seriously analyze the current regulation policies and deficiencies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need to actively adhere to the rule of law，security and innovative principles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regulation，adopt a functional regulatory approach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and actively lear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 build and improve the specific path of China's blockchain technology
regulation，including：strengthening the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nd strictly punishing
violations of laws and crimes；making up the defect of civil contract and law to perfect the smart contract technology；establishing
the legal system of private key and perfecting the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and strengthening legal
innov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and improving the cutting-edge legal design of blockchain.

Key words：blockchain technology；regulatory sandbox；legal regulation；international experience；China’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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