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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能合约是区块链的核心组成部分。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合约的法律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
关注，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的一致性是智能合约的关键属性。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对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的一致
性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首先，分别对法律合约描述语言和智能合约开发语言进行了分类和分析，总结了每
种语言的特点；其次，根据合同自动化执行的三个发展阶段，对法律合约和智能合约的一致性内涵进行了分析和讨
论；然后，分别基于形式化模型和合约模板，总结了由法律合约生成智能合约代码的方法和关键技术，并对其进行
了讨论和评价；最后，归纳总结全文，对未来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的一致性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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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contract is the key of the blockchain.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block chain technology, the legal
issues of smart contract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the conformance between legal contract and smart contract
is the core property of smart contract. From the view of computer science,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up-to-dat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ormance between smart contract and legal contract. Firstly, it classifies and summarizes the language
of legal contract and smart contract respectively, and present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language. Secondly,
it discusses the legal connotation of smart con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Then, it summarize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of generating smart contract code from legal contracts based on formal transformation and contract template,
and analyzes their conformance. Finally, this paper makes a look at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e conformance between
legal contract and smart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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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智能合约是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关键和重要组成部分，随
着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区块链大规模的部署
和应用，智能合约受到了人们的重点关注。1995 年，Nick
Szabo[1]首次提出智能合约的概念并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他认
为智能合约不仅是以数字化形式定义的承诺，而且是由计算
机执行合约条款的交易协议。区块链技术的出现赋予了智能
合约新的含义。区块链是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典型应用，能够
对交易双方的交易数据进行有效、可验证和永久性的记录，
具有去中心化、可编程、集体维护和安全可信等特点。区块
链智能合约是一种能够自执行、自强制、自验证和自约束其
指令执行的计算机协议，应该具有一致性、自强制性、可验
证性、可接入等属性[2]，其中一致性是智能合约最关键的属
性，它描述了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是否一致。因为，智能合
约使用计算机程序代码表示法律合约条款，是法律合约的一
种载体。智能合约根据其所表示的法律合约进行自执行和自
强制约束，故其一致性决定了智能合约的实际应用价值。
从计算法律学的角度，2016 年，赵精武等[3]对法律合约
的本体进行分析，但是并没有关注一致性；2017 年，周雪峰
等[4]从法律规则的代码化和代码规则的法律控制两个方面，
对一致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此外，近几年，对法律合约与

智能合约的一致性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特别是在生成与法律
合约一致的智能合约代码方面：基于形式化模型生成智能合
约代码，2016 年，Frantz 等[5]提出一种把 ADICO 结构表示的
法律合约半自动化转换成智能合约 Solidity 代码框架的方法；
2017 年，Mavridou A 等[6]提出了一个可将法律合约的 FSM
模型自动转换为智能合约的 Solidity 代码框架；同年，Luciano
García-Bañuelos 等[7]提出一种把法律合约的 BPMN 模型映射
为智能合约 Solidity 代码的方法；2018 年，Choudhury 等[8]基
于法律合约的本体和语义规则提出了一个自动生成智能合约
代码的框架；2020 年，Zupan 等[9]提出了一种将法律合约的
Petri 网生成智能合约的方法和可视化的原型开发工具；基于
合约模板生成智能合约代码，2016 年，D. Clack 等[10~12]基于
Ricardian Contract 三要素，设计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智能合约
模板，建立法律合约的操作参数与标准化代码映射关系，实
现智能合约代码的生成；CommonAccord 项目[13]开发了一个
基于 Ricardian Contract 的智能合约模板系统，自动生成智能
合约代码；G.Dos Reis 等[14]根据法律合约内容设计了 C++程
序语言模板；OpenLaw[15]开发了一个使用特殊标记语言的法
律合约模板库，用于调用区块链平台的智能合约代码。
因此，有必要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对法律合约和智能
合约一致性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本文首
先分别对法律合约描述语言和智能合约开发语言进行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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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然后对法律合约和智能合约的一致性内涵进行了分
析和讨论，接着总结并讨论了现阶段由法律合约生成智能合
约代码的方法和关键技术，最后对未来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
的一致性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1

法律合约描述语言和智能合约开发语言

1.1 法律合约描述语言
法律合约不仅是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是可由法庭强制
执行的协议或文件[16, 17]。法律合约可以在特定领域内规范合
约主体行为，涵盖义务和权利，如金融领域的 ISDA 协议。
法律合约描述语言可以分为：面向通用领域的和面向特定领
域的语言。法律合约通用领域描述语言对各种领域的法律法
规进行描述，生成法律合约，如 Mercury[18] 、FCL[19, 20] 、
Legalese 项目的 L4 语言[21]等。法律合约特定领域描述语言
对专用领域的法律合约进行描述，生成法律合约，如面向商
业领域[21~26]、面向金融领域 [27, 28]、面向媒体领域的 MPEG22 CEL[29]等。此外，还有法律合约本体语言，分为通用本体
语言和领域本体语言[30]。通用本体语言包括:LLD, NOR, LFU,
FBO, LRI-Core, IKF-IF-LEX 等[31]，能捕捉法律中的代理、角
色、意图、文档、权利、责任等概念。领域本体语言如 MPEG
媒体契约本体(MCO)[29]，用于描述处理有关多媒体资产和知
识产权内容的权利；金融领域本体 FIRO[32]，FIBO[33]，用于
帮助实现对金融领域合约的监管等。
1.1.1 法律合约通用领域描述语言
法律合约通用领域描述语言可以对各种领域的法律法规
进行描述，生成法律合约。2013 年，OMG 组织发布了用于
描述法律规则的 SBVR[34]语义规范，但不能描述法律规则的
逻辑独特性，即法律规则定义的条件与特定事件相关性。2016
年，Al Khalil 等[35]利用 FIRO 框架实现 SBVR 到 OWL 的映
射，实现了法律规则的逻辑表达。但是这种逻辑表达过于冗
长和复杂，无法提取逻辑公式，即无法确定事件或操作与规
则语句的相关性。同年，Al Khalil 等[18]通过引入动词概念“条
件”来丰富 SBVR 的语义，提出了一种以 XML 语言表示的法
律中间语言 Mercury，它能够以可读的方式翻译法规并进行
合规性检查，简化了法律合约的逻辑表达，但 Mercury 也仅
局限于规则表示，无法基于规则实现推理。
2016 年，Frantz 等[5]基于一个能够捕捉法律制度基本特
征的语法[36]，将人类可读的制度规则、规章和法律的可解释
合同分解为符合 ADICO 结构的语句。它通过使用逻辑连接
词建立语句之间的连接，把法律合约映射为智能合约代码结
构，但是该语言只能捕获法律的基本制度特征，不能处理较
复杂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同年，Hu[19]等提出了一个基于简
单类型理论的语义框架来描述合同，它是 Governatori [20]等提
出的形式化合同语言 FCL(formal contract language，FCL)的
拓展。FCL 的本质是基于义务和禁止的一元道义逻辑操作符，
由表示合同的状态变量和事件的形式化符号组成。Hu 等强调
FCL 是双方基于时间的承诺，能够避免出现结果和预期不一
致的情况，并且能够形式化其他基于时间履约的法律合同。
同时，开发了一个面向 FCL 的可以解释合同履行或违反的含
义的推理系统。该系统可以推理出合同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履行或违约，验证了 FCL 强大的建模能力。但是 FCL 不
能确定合同中的协议是否与合同的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同
时也没有提供 FCL 或推理系统的完整实现。
2018 年，由 LEGALESE.COM 机构发起的 Legalese 项目
[21]
，从法律合约的基本原理出发，计划提出一种面向程序员
的描述法律合约的特定领域语言 L4，用于表示法律合约的特
性、语义、道义和逻辑。斯坦福大学组织[37]致力于提出一种
合同解释语言，实现计算机可执行的代码合同和法律合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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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统一表达。
1.1.2 法律合约特定领域描述语言
法律合约特定领域描述语言可以对专用领域的法律合约
进行描述，生成法律合约。目前法律合约的特定领域语言主
要包含面向商业领域的合同语言、面向金融领域的合同语言
和面向媒体领域的合约语言。
1)面向商业领域的合同语言
商业领域合同主要用于企业内部的业务管理、企业之间
的业务交互的商业合同，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业务流程的管理
与监督。面向商业领域的合同语言主要描述商业领域合同的
异常行为[26]、业务流程[22, 23]、业务监视[24]、服务管理[25]等方面。
在描述合约的异常行为方面，2003 年，Grosof 等[26]提出
了基于 SweetDeal 规则的合约语言来处理商业代理合同的复
杂异常行为，比如延迟交付或不付款等情况。
在描述合约的业务流程方面，2004 年，IBM 公司[22]首先
提出了可用于构建和相互交互的业务合同的 BPMN 1.0 规范。
它提供了一组面向业务用户的符号，帮助不同用户设计、管
理和实现业务流程。2006 年，Governatori 等人[23] 将基于 BPMN
模型描述的业务流程与基于逻辑形式语言 FCL 描述的业务合同
进行行为比较，验证了 BPMN 模型与业务合同的一致性。
在描述合约的业务监控方面，为表达和监控业务合同中
陈述的行为条件，2004 年，Linington 等[24]基于社区模型，设
计了面向企业开发了商业合同语言(business contract language，
BCL)，用于描述业务组织中复杂的结构和交互，监控企业内
贸易伙伴的行为及其服务。
在描述合约的服务管理方面，2017 年，Griffo 等[25]基于
UFO-S 服务核心本体和 UFO-L 法律核心本体，提出了面向
企业的服务合约本体，对不能表达服务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
ArchiMate 语言进行建模，用于表示企业内商业环境中服务
合约的相关法律关系。
2)面向金融领域的合同语言
金融合同是合约当事人之间用于规定未来资产转移的协
议。最初面向金融领域的合同是在 1990 年代由 Grigg 提出的
Ricardian Contract[38, 39]，本质上是一种定义两方或多方之间
交互的条款和条件的数字文档。Ricardian Contract 制定了一
种规范化的合约标准，对发行人和持有人的权利和责任描述，
并且通过应用基于哈希值的安全标志，避免合约被单方面窜
改或撕毁，保护了较弱一方的权利和权益。2015 年，Patrick
Bahr 等[28]提出了一种可适用于金融业务多方的合同语言，该
语言本质是一组基于时间的符号，并使用一个框架对合同进
行风险分析和管理，降低金融合同构建的风险，但是不能处
理永久金融合同，如无期债券。2017 年，Flood 等人[27]使用
确定性状态机(deterministic finite automaton，DFA)的状态转
换网络的可视化图、5 元组元素的矩阵和正则表达式等三种
标准形式，来描述金融领域法律合同文本中不同的事件序列
触发交易关系中特定的状态转换序列的规则，不仅可以确定
合约内部的一致性、验证特定事件字母表的完整性，还克服
了用自然语言表示的法律逻辑时的测试难、操作难等问题。
但 DFA 的表达能力有限，一些小而重要的事件可能难以表
达。同年，Al Khalil 等[40, 41]提出一种利用金融领域本体 FIRO
和 FIBO 将法律合约表示为人机可读的受控的法律自然语言，
进而转换为智能合约的模型的方法，以提高智能合约的法律
可信度。
1.1.3 分析和比较
对于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的一致性研究而言，法律合约
的语言研究是基础。表 1 从语言的领域、功能特点、表达能
力和局限性等方面总结了主要的法律合约描述语言，并进行
了分析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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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分析可知：法律合约描述语言发展已经比较成熟，
目前已有多个面向通过领域或者特定领域的法律合约描述语
言，由于智能合约是一种计算机程序，对合约条款的执行本
质是程序代码的执行，程序代码的执行过程代表了法律条款
表1
Tab. 1
分类 领域

法律合约语言
Mercury[18]
FCL[19, 20]

面向
通用
领域

通用
领域

法律规则逻辑表达式简单，可用于构建法律知识库

中

不具备基于规则的推理能力

强

合约细节表达存在不足

使用基于时间的逻辑操作符表达合约的底层逻辑，支持表达多种类型的合约；
可利用工具检查合同行为是否被执行、是否履行或者违反等情况

对较复杂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

强

缺乏基于时间的合约逻辑表达

能捕捉法律中的角色、意图、权利、责任等概念

强

概念之间的关系较宽泛

BPMN[22]

采用形式化符号建模合约的业务流程和合约逻辑关系

强

BCL[24]

监控企业内贸易伙伴对合同的履行行为及其服务

强

面向

Ricardian

特定

Contract[38, 39]
DFA[27]
FIBO 本体[33]
受控的法律自然语
言[40, 41]
领域

局限性

可以表达法律合约的特性、语义、道义和逻辑

体[26]

媒体

表达能力

L4[21]

基于 SweetDeal 本

领域

功能特点

中

领域 服务合约本体[25]

金融

法律合约描述语言分析

Analysis of legal contract description language

能够捕捉合约制度基本特征，表达简单的逻辑关系

本体[31]

领域

的执行过程，所以，对于描述法律逻辑规则上表达能力较强
的法律合约语言，如 DFA、BPMN、FCL、MPEG-22 CEL 和
相关本体等可描述法律合约逻辑的语言，更适合分析和验证
其与智能合约的一致性。

ADICO 结构[5]

LLD 等通用核心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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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EG-22 CEL[29]

将法律责任类型分为两种:1)合法权利(权利、许可、权力、豁免); 2)法律负担/
缺乏(责任、无权、服从和违反)；建模企业商业环境中服务合约相关法律关系

弱

建模商业合同中的复杂异常行为

中

全面详细地描述法律法规

中

描述法律合同文本的状态转换序列的规则

强

形式化、标准化的金融法律概念模型; 支持分类、查询和推理等；对法律条文
的语义分析、语义推理
信任度高、兼容性和扩张性好、人机可读
一种面向数字媒体领域的 xml 语言，以道义结构表达合约核心元素；定义了扩
展机制，可增加新的元素

1.2 智能合约开发语言
智能合约是指能够自动执行合约条款的计算机程序，是
以代码的形式存在于各平台或应用程序中。在区块链出现以
前，缺乏安全可靠的执行环境，智能合约没有进行大规模的
应用。但是，伴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智能合约及其开发
语言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如，Ivy 语言[42]是一种应用于 Bitcoin
平台的高级编程语言，解决了低级语言 Bitcoin 的难编写、难
理解等问题；Go 语言[43]是一种安全性较高、可快速编译的语
言，因与 Hyperledger Fabric 区块链的兼容性最好，已成为
Hyperledger 项目[44]中智能合约主要开发语言；Solidity 语言
[45]
是为解决 Bitcoin 的局限性、专为开发智能合约的一种面
向合约的高级编程语言，具有高灵活性和高拓展性，主要应
用于 Ethereum[46]中；Move 语言[47]，具有比 Solidity 语言更
高的安全性，是 Libra 项目[48]采用的智能合约语言。其他智
能合约开发语言，如 c++、java、python 等，由于其发展成熟，
功能相对稳定，也已成为部分区块链项目的首选智能合约语
言，如 Javascript 语言被应用于 Lisk 项目[49]，c、C++、Java 、
Python 等多种语言可以应用于 Neo 区块链项目[50]。下面主要
介绍目前主流的智能合约开发语言，分析总结了每个语言的
特点，最后给出了研究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一致性的语言选
择建议。
1.2.1 Go 语言
Go 是一种静态强类型、编译型和并发型的编程语言，语
法类似于 C 语言，具有比典型的面向对象语言更轻量级、可
快速编译等特点，结合了解释语言的灵活性、动态类型语言

强

表达存在局限性

对概念之间的关系表达存在局
限性
不适合建模合约逻辑推理过程
只能表达合同中部分元素间法
律关系
只能表达合同中部分元素间法
律关系
不能表达合约内的逻辑推理
对合约的表达能力有限；对于
概念之间的关系表达较弱
局限于对金融领域概念及关系
的表达

弱

无具体实现

强

局限于数字媒体领域

的开发效率和静态类型的安全性，目前也已广泛应用于区块
链智能合约的开发：以太坊的 geth 客户端是基于 Go 语言
编写的，用户可通过 geth 实现与以太坊智能合约的交互；在
Fabric 中，由于其 Docker 容器本身是用 Go 语言开发的，使
Go 语言成为 Fabric 区块链中兼容性最好、稳定性最强的智
能合约开发语言。但由于 Go 语言缺少开发框架，对开发者
不够友好，增加了合约的开发难度。尽管如此，Go 语言由于
其强大的功能和高安全性，依然是未来智能合约的主要开发
语言之一。
1.2.2 Solidity 语言
Solidity 语言是专为实现智能合约而设计的面向合约的
高级编程语言，是目前以太坊中智能合约的主要开发语言,
语法类似于 JavaScript，具有易编写、适用面广等优点。智能
合约最终被编码为所有客户端中嵌入的以太坊虚拟机(EVM)
的字节码，并以 EVM 字节码的形式运行在区块链平台中，
EVM 提供了合约间相互调用的能力，增加了智能合约的灵活
性。同时，Solidity 语言有强大的异常回滚处理机制，即合约
在运行过程中一旦出现异常，所有的执行都将会被回撤，避
免了数据不一致，保证了合约执行的原子性。但是，Solidity
语言开发的安全性较弱。首先，由于基于以太坊的项目大多
是闭源的，很多可能引发账户资金安全问题的智能合约在部
署之前难以被发现。其次，Solidity 语言本身也存在一些容易
引起漏洞的特点，比如 Solidity 的多指针指向同一资源的特
点可能带来安全漏洞。同时，以太坊中的智能合约的高灵活
性也给智能合约的未来执行带来了高不确定性，这些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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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坊智能合约向未来继续发展的核心阻碍。
1.2.3 Move 语言
2019 年，Facebook 推出了区块链数字货币项目 Libra[48]，
并为此专门设计了智能合约 Move 语言, 类似编程语言 Rust。
Libra 是以区块链为基础、有真实资产担保、有独立协会治理
的全球货币，未来可应用于更广阔的金融领域，对智能合约
的安全性要求更高。在智能合约的编写上，Move 语言具有比
Solidity 语言更高的安全性。首先，由于 Move 语言采用的是
安全性更高的是静态类型系统，能够保证很多编程的低级错
误都可以在编译时而不是运行期间发现。其次，Move 语言在
表2
Tab. 2
智能合约开发语言

不同区块链平台的智能合约开发语言分析

Analysis of smart contract development languages for different blockchain platforms

语言类型

适用区块链平台

开发工具

命令式

Bitcoin

Ivy Playground

Go[43]

命令式/声明式

Fabric/Neo

LiteIDE/ VSCode 等

Solidity[45]

命令式/声明式

Ethereum

Move[47]

命令式/声明式

Libra

其他 C/C++/
/Python

Fabric /Neo(全部语
命令式/声明式

言)，Corda(java)、
Lisk(JavaScript)

Remix/JIDE 等

优点
相比 Bitcoin Script 而言，编写合
约更容易；安全性高

缺点
只能编写用户间转账交易

安全性较高；快速编译；轻量

相较于 Solidity 语言，开

级；灵活性高；语言发展成熟

发难度较高；

代码简单易编写；合约间可相互 安全性一般；不确定性
调用，灵活性高，适用面广；

高；

ChainIDE/VSCode 安全性高；成本低；可实现自定 已发布 2019 年 9 月 26 日
等

义交易

VSCode/Ontology 语言发展相对成熟；对开发者更
Wasm/ SmartX 等

由表 2 分析可知：a)Go 语言编写方式更灵活，Solidity 适
用面最广，Move 语言安全性最高，可根据不同的需求来选择
不同的语言编写智能合约；b)由于命令式语言能够直接声明
为履行合约而执行的计算操作，因此大部分的智能合约开发
语言是命令式语言。但 Governatori 等[51]等对采用命令式语言
和声明式语言开发智能合约，从法律效力、法律解释和合同
生命周期等方面对其表达能力进行分析后指出，在适应法律
合约的基本元素方面，基于逻辑的声明式语言更具优势，不
仅能够去除法律合约的实际条款与其执行之间的解释差距，
还可以更好地处理合同生命周期的七个阶段，如 Go 语言、
Solidity 语言、Move 语言、Python 等基于逻辑的声明式语言，
适合智能合约开发。

2

其数字资产的操作机制上，数字资产只能被消耗，即从一个
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不允许复制资源，可防止资产意外
重复或丢失的情况，同时也杜绝了以太坊合约中出现的各种
合约记账的错误与漏洞。最后，Move 是一种可以直接在
Move 虚拟机中运行的字节码语言，拒绝执行未通过字节码
验证的程序，可避免出现类似 Solidity 语言的安全漏洞。
1.2.4 分析和比较
表 2 从语言类型、适用平台、开发工具和语言的优缺点
等方面总结目前主流的智能合约开发语言，并进行了分析和
比较。

Ivy[42]

java/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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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的一致性含义

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的一致性的内涵与合同的自动化执
行的发展阶段紧密相关。2018 年，Governatori 等[51]认为合
同的自动化执行经历了三个阶段：电子合同、智能合约和区
块链智能合约。下面从这三个阶段来分析和讨论法律合约与
智能合约的一致性。
a)在电子合同阶段，确定了电子合同的法律地位，为智
能合约的实现提供了法律基础。电子合同主要描述包含可计
算部分(如数据字段、规则等)的合约，而这些可计算部分可依
靠第三方软件实现合同的自动化操作，如合同的起草、谈判、
监视和执行[51]，Ricardian Contract[38]就是金融领域电子合同
的典型应用。我国的新《合同法》中，把合同形式由纸质扩
大至电子数据形式，使得电子合同具有和传统合同同等的法
律地位和法律效力。随着电子合同的合约规则被应用于跨企
业系统之间的计算机过程，产生了自动化的合约，如智能合
约。
b)在智能合约阶段，通过将代码与法律融合，实现对法
律条款的自执行，并产生法律合约的义务和权利等结果。Nick
Szabo 强调智能合约是建立在交易双方已达成承诺协议的信
用基础之上[1]，通过代码实现法律合约条款的自执行，不仅

友好

修订版，仍在发展中
支持的区块链平台有限

能够消除法律文本合同的模糊性，还能增强法律文本合同执
行的确定性。在这个阶段的智能合约是一种计算机程序，由
基于交易策略的计算机系统执行，不仅执行法律合约的某些
操作，而且通过这些操作来产生执行法律的义务和权利带来
的结果[52]，如自动售货机就是智能合约的简单应用。但由于
缺乏可信任的平台，智能合约的发展受到了制约。
c)在区块链智能合约阶段，依托于可信任的区块链平台，
智能合约不仅在技术上实现法律合约条款的自执行与自监督，
而且在法律上可作为法律合约的补充或替代，是法律合约在
软件中表达和实现[12,53]。2016 年，Savelyev[52]结合区块链资
产，认为智能合约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数字资产流通相关的经
济关系。数字区块链资产是合同的标的物，是合同重要构成
部分。2017 年，Modi [54]认为智能合约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对
法律合约逻辑的具体体现，它不仅可以存储数据，记录现实
法律合约逻辑所需的任何其他信息，而且能够通过代码对某
些法律条款预先定义触发条件。当条件满足时，可保证条款
的自执行性和自发性。同年，R3 和 Norton Rose Fulbright[55]
讨论了在多个主要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下，构成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合同的可行性。2018 年，在 ISDA Linklaters 组织[56]发布
的白皮书详细分析了智能合约在合同法的约束下，应用于不
同的场景时与法律有效融合的策略，确保智能合约法律效率
最大化。2019 年，郭京飞[57]和陈吉栋[58]从法律的要约和承诺
的结构方面，对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法律内涵进行了分析。2020
年，Omololu[59] 从法律制定的必要性角度分析了区块链技术
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认为需要合适的法律制度以处理区块链
智能合约等技术在出现安全问题后的法律纠纷。
智能合约的法律内涵是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的一致性实
现基础。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的一致性本质是智能合约代码
与法律合约的一致性。2016 年，胡凯等[2]认为可以基于形式
化方法分析并验证已有的智能合约代码与法律合约的相关属
性和执行力的一致性，但是他们既没有给出应用形式化方法
分析相关属性和执行力的具体方法，又没有涉及生成与法律
合约一致的智能合约代码方面的工作。2017 年，Kantara[60]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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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合约的视角，探讨了智能合约的可执行性，建议基于法
律合约的语义，把法律合约转换为等价的、可执行的智能合
约代码，分析并总结了生成与法律合约一致的智能合约代码
的方法和所面临的挑战。同年，周学峰等 [4]从新计算法律学
层面，强调要对法律进行动态分析，认为法律实现代码化，
即从法律合约生成智能合约代码，把法律的内在逻辑推理转
换为程序代码，进而实现利用程序代码执行法律合约，最终
代替或帮助法官对案件进行审判。同年，赵精武等 [3]简单讨
论了现实世界的“法律(law)”与代码世界的“法律(code)”一致
性，提出了法律合约转换为智能合约代码的框架，即建立符
合法律要求的本体库、形式化建模、对法律本体和语义进行
验证和修正、通过区块链记录整个过程数据。以上虽然都提
出了法律合约和智能合约代码的一致性内涵，但是它们没有
关注如何分析已有的智能合约代码与法律合约的一致性及如
何生成与法律合约一致的智能合约代码的方面的工作。
作者认为，法律合约和智能合约的一致性关注合约规则
与智能合约的逻辑顺序/执行过程一致性，以及执行产生的承
诺结果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关系一致性。

3

一致性智能合约代码生成

一致性智能合约代码生成是指根据法律合约生成一致性
的智能合约代码，主要有两种方法：基于形式化模型和基于
智能合约模板。下面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与分析，
并对其一致性研究成果进行了评价。
3.1 基于形式化模型生成智能合约代码
基于法律合约的形式化模型生成智能合约代码，是应用
法律合约描述语言对法律合约进行形式化建模，然后根据形
式化模型和法律合约形式化描述语言与智能合约开发语言的
映射关系生成智能合约代码。具体是，首先对自然语言表示
的法律合约进行分析，构建法律合约形式化描述语言，并进
行形式化建模形成法律合约的形式化模型，然后从模型中抽
取出关于法律合约中的实体联系、逻辑规则等权利和义务的
信息，建立法律合约形式化语言与智能合约开发语言的映射
模型和具体的语句映射关系，最后基于法律合约的形式化模
型，生成智能合约代码。主要有基于 ADICO 结构、基于有限
状态机、基于 BPMN 模型、基于本体和语义规则、基于 Petri
网模型等五种生成智能合约代码的方法。基于法律合约的形
式模型生成智能合约代码如图 1 所示。
自然语言描述的
法律合约

法律合约
形式化模型

法律合约形式化
描述语言

智能合约代码
映射模型

智能合约
开发语言

图 1 基于形式化模型生成智能合约代码结构图
Fig. 1

Structure diagram of smart contract code generation
based on formal model

3.1.1 基于 ADICO 结构的形式化语言
2016 年，Frantz 等[5]提出了一种将人机可读的合同半自
动翻译为 Ethereum 上智能合约的方法。首先提出了一个领域
建模语言 DSL(Domain Specific language)：ADICO 结构，然
后建立 ADICO 与 Solidity 的语句映射关系，最后根据此映射
关系，使用 Scala 工具，将自然语言表示的法律合约半自动
翻译为 Ethereum 智能合约 Solidity 代码框架。具体映射规则
是：A 表示合约的参与成员，对应 Solidity 代码中参与方的
结构成员；D 表示合约的义务、许可或禁止等道义逻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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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Solidity 代码中执行合约时的逻辑判断符号，如“禁止”使
用逻辑符号非表示，通常在函数修饰符中；I 表示某个机构声
明中控制的动作，更深层次的是对合约的操作行为指定相关
的对象和目标，可对应 Solidity 相应的事件函数，也可以对
应函数中的结果参数；C 表示合约的动作执行条件，对应
Solidity 代码中合约执行的条件判断函数，如 if 函数，通常在
函数修饰符中；O 表示异常结果，对应 Solidity 代码中的异
常命令，如 throw。该方法虽然使具有不同技术背景的人编写
智能合约更加容易，但是由于生成的只是智能合约代码框架，
后期仍然需要大量的手工编写后才能执行。同时，缺乏对
DSL 映射的关系一致性验证。
3.1.2 基于有限状态机的形式化语言
2017 年 ， Mavrido 等 [6] 提 出 了 一 个 基 于 操 作 语 义 的
FSolidM 框架，并以盲拍合同为例，首先通过该框架的图形
编辑器编辑合约的 FSM 模型，指定合约的状态、转换、转换
条件等，并定义合约的全部输入，然后根据该模型自动生成
相应的高安全性的智能合约 Solidity 代码，并可直接部署执
行，大大提高了智能合约的开发效率。在代码生成过程中，
FSM 模型中的每一个转换都会生成一个 Solidity 函数，其中
转换条件和动作构成函数的主体，输入和输出分别对应函数
参数和返回值。同时，该框架也提供了一组安全的插件，不
仅可以防止某些常见的安全漏洞，而且支持开发复杂智能合
约需要的通用设计模式，减少了法律合约执行语义假设和智
能合约实际语义之间的差异产生的漏洞，提高了智能合约
Solidity 代码的安全性。FSolidM 框架不仅提供了 FSM 模型
到 Solidity 代码的生成机制，而且对 FSM 模型的正确性，以
及转换后 Solidity 代码的安全性和语法的正确性都进行了检
查。但是，由于 FSM 建模能力有限，需要考虑状态和转换的
爆炸问题，适用于简单的智能合约。同时，映射的内容只包
含存在状态转换关系的法律合约内容，缺乏对合约中的法律
法规的描述，削弱了合约中基于规则的推理功能。最后，FSM
框架虽然提供了图形视图，但图形元素与法律合约的形式化
定义之间缺乏必要的一致性验证，建模过程也属于自由编辑
状态，对模型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保证不足。
3.1.3 基于 BPMN 模型的形式化语言
2017 年，García-Bañuelos 等[7]基于区块链技术，首先给
出 BPMN 的核心子集 core BPMN，使用预先定义的基于状态
和函数转换的操作语义变换规则，以贷款申请业务为例，将
core BPMN 表示的贷款申请流程转换成 Petri 网，同时通过数
据流分析方法以确定约束每个任务执行条件的位置。然后，
简化 Petri 网，以消除不可见的转换和错误的地方，并使用基
于数据流分析提取的元数据对简化后的小型 Petri 网进行注
释。最后，将小型 Petri 网表示的业务流程生成以太坊中可执
行的智能合约 Solidity 代码。该方法的特点是通过把流程模
型的当前状态转换为一个特殊的数据结构，再进行空间优化，
从而减少执行智能合约时的 gas 消耗。但该方法在生成的代
码与法律合约的一致性表示方面存在不足。首先，它侧重于
对 Petri 网中的控制流关系和条件生成代码，忽略了协作中的
各方如何关联流程实例和访问控制问题，表达内容有限；其
次，它侧重于对 BPMN 的“核心子集”生成代码，不包括计时
器事件、子流程和边界事件，但这些内容都是法律合约的关
键内容。
3.1.4 基于本体和语义规则的形式化语言
2018 年，Choudhury 等[8]通过使用本体和语义规则对以
交易为中心的特定领域知识进行编码，提出了一个自动生成
智能合约的框架。首先设计特定领域的本体和语义规则，分
别表示底层的系统和约束，形成基于知识的框架；然后基于
此设计一个可包含本体所有可能的表现形式的智能合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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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合约模板转换为一个抽象语法树(AST)；接着在本体实
例化后，通过特定的程序遍历 AST，将本体所派生的属性和
关系的约束插入到 AST 中；最后基于修改后的 AST 生成智
能合约代码，且该代码封装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务的规则和
流程。该方法的核心点在于需要领域专家来设计本体和语义
规则，需要法律人员和程序人员的共同参与，同时，该方法
原则上可支持不同的区块链平台和不同的智能合约开发语言。
但是该方法对法律合约模板与 AST 之间的转换、AST 与智
能合约代码之间的转换都缺乏一致性验证。
3.1.5 基于 Petri 网模型的形式化语言
2020 年，Zupan 等[9]提出了一种基于 Petri 网的智能合约
生成方法和可视化的原型开发工具。具体是，首先使用 Petri
网构建合约的工作流模型，然后通过不同的引擎工具完成模
型中各工作流的验证以及各功能到智能合约代码的转换工作，
最后在系统外通过对其进行人工干预，包括开发人员继续完
善生成的智能合约代码和审计专家对代码的审查，最终形成
可直接部署执行的智能合约代码。该工具不仅支持 Petri 网模
型的可视化创建、导入和导出，增加了操作上的便捷性，同
时严格的模型验证机制保证了生成的合约代码的安全性，且
专为独立于平台的区块链系统而设计，原则上支持所有的智
能合约开发语言.但是该方法只能生成智能合约框架，同时该
模型在与法律合约的一致性表达方面也存在不足，仅能粗略
地表示法律合约的逻辑内容，对于合约逻辑的细节表达后期
仍需要人工干预。
总体来看，基于法律合约形式化模型生成智能合约代码，
普遍存在 2 个问题：
a)缺乏对映射模型或者相应的语义转换关系的一致性
验证；
b)模型映射的结果局限于某种特殊语言，可移植性弱。
3.2 基于合约模板生成智能合约代码
基于合约模板生成智能合约代码，首先基于多个法律合
约形成法律合约模板，模板实例化后可得到具体的法律合约，
模板代码化形成智能合约代码框架，然后通过将法律合约的
参数传递给智能合约代码框架，生成智能合约代码。通过合
约模板将智能合约与现实世界的法律合同建立了联系，在简
化智能合约代码生成的步骤的同时，实现法律合约与智能合
约代码的一致性。合约模板主要包含：基于 Ricardian Contract
的合约模板[12~15]、基于 C++语言的合约模板[14]和基于法律标
记语言的合约模板[15]。基于智能合约模板实现法律合约和智
能合约的一致性原理结构图如图 2 所示。
法律合约1

法律合约

法律合约n

法律合约2

实例化

合约模板

代码化

智能合约代码
框架

智能合约代码

图2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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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合约模板生成一致性的智能合约代码的原理
Schematic diagram of smart contract code generating
consistency based on contract template

3.2.1 基于 Ricardian Contract 的合约模板
Ricardian Contract[38, 39] 应用数字签名的三要素<P;C;M>
表示 prose，code 和 parameters，其中 P 是法律条款，使用指
称语义捕获合同的法律意义，C 是平台上的特定代码，M 是
P 和 C 中的参数映射，即键值对，该参数建立了代码和法律
合约之间的联系。基于 Ricardian Contract 的法律合约模板，

首先对标准机构创建的法律文件形成模板化，再将模板中的
相关操作参数传递给智能合约代码，以支持智能合约代码的
合法执行。尽管 Ricardian Contract 最初是为发行金融工具而
提出的，但它的思想对现在仍然有借鉴意义，可以为智能合
约模板创建提供基础，且已被证明可应用于分布式分类账和
智能合约等新型经济环境。
2016 年 8 月，D. Clack 等人[10~12]在 Ricardian Contract 的
三要素基础上，提出基于智能合约模板生成与法律合约一致
的智能合约代码的方法，如图 3 所示。
Contract ID
Item
Account ID

P

ISDA主协议法律
合约模板

修改后的
合约模板

ISDA合约文档集

ID
Type
Value

M

映射和验证

映射和验证

参数传递

Ricardian
Contract

C

标准化代码模板

修改后的
代码模板

智能合约代码

图3

Clack 等人的基于 Ricardian Contract 的智能合约模板结构图

Fig. 3

Clack et al. 's structure diagram of smart contract template
based on ricardian contract

首先，基于 Ricardian Contract 中的 prose、parameters 两
个要素形成合约模板，并应用于 ISDA 主协议法律合约中，
形成 ISDA 主协议法律合约模板，同时对 Ricardian Contract
中 code 要素形成合约的标准化代码模板。其次，依据 ISDA
主协议法律合约模板和标准化代码模板，跟据实际法律合约
要求对其模板进行不断完善，并对两种模板之间的映射关系
进行验证，逐步形成实例化后 ISDA 协议法律合约文档集和
智能合约代码模板。最后，将 ISDA 协议法律合约文档集中
的具体参数传递给智能合约代码模板，生成最终的智能合约
代码。Clack 等认为，可通过基于智能合约模板实现法律合约
和智能合约代码的生成过程的一致性, 来保证智能合约代码
遵循法律合约，即保证法律合约和智能合约代码的一致性。
CommonAccord 项目[13]旨在基于 Ricardian Contract 方法，
通过编纂和自动化法律文件来创建全球法律交易代码。该项
目计划实现一个基于 Ricardian Contract 的智能合约模板系统。
该系统利用一个可将法律合约编码为基于标准文本对象的简
单数据模型，将法律合约的可计算部分封装成各类小型的技
术对象，以供代码调用，同时代码也能匹配与之对应的法律
文档，实现法律合约和智能合约代码的双向映射，实现智能
合约代码的生成。用户可在模板系统中搜索相应的法律条款，
然后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合约。由于每选择一个法律条款都
会自动生成相应的代码，在创建整个法律合约的过程中，自
动生成对应智能合约代码。同时，可将该模板系统连接到各
种软件系统和平台，不仅可应用于分布式平台，未来也可以
运用于多平台，与各种软件实现交互，拓展了基于 Ricardian
Contract 智能合约模板的适用范围。
但由于法律合约结构的复杂性，基于 Ricardian Contract
实现完善的合约模板难度较大，尤其是对于如何表述法律合
约的非操作语义部分、如何处理模糊性法律术语等仍然是目
前面临的主要难题，但是它对未来基于 Ricardian Contract 的
智能合约模板促进法律合约和智能合约代码的一致性研究提
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思路。
3.2.2 基于 C++语言的合约模板
2016 年，Dos Rei 等[14]使用 C++语言设计了法律合约开
发语言模板。该模板通过一种映射机制，把指定合同中的前
提条件、后置条件和断言等规则用 C++语言描述，并制定了
相应的转换规则。但是由于 C++不属于目前智能合约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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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语言之一，使该模板的使用范围有限。此外，对于该模
板的映射机制也并没有进行有效的验证，且该模板是否能够
正确表达法律内涵还未得到证明。
3.2.3 基于法律标记语言的合约模板
OpenLaw 项目 [15] 旨在实现对智能合约代码实现一致性
调用。首先，利用 OpenLaw 特有的标记语言将自然语言表示
的法律协议转换成机器可读的对象，并在文档中定义相关的
变量和逻辑，形成一个法律协议模板库。然后，利用转换工
具将标记语言表示的法律合约模板转换成基于 HTML 文件
的模板，用于嵌入到 JAVA 语言或 Scala 语言编写的项目中，
实现对智能合约的调用。法律从业人员在使用过程中，可使
用标记语言对法律合约模板进行修改，以创建和管理法律文
件的执行，同时还可以通过将相应的参数传递给嵌入其中的
基于以太坊的智能合约中，保证智能合约是按照预先签署的
法律合约指令要求和顺序执行来执行，实现法律合约与智能
合约代码执行的过程一致性。但是标记语言只能处理可参数
化的法律内容，形成的模板也不能直接转换为智能合约代码，
只能通过嵌入合约地址来保证对智能合约代码的调用，不能
保证调用的合约代码就是与法律合约的内容是一致的。
对于通过代码实现对区块链智能合约的调用，2019 年，
Shi 等[61]提出一种利用智能合约模板实现对区块链智能合约
调用的交易模型。该模型以法律合约和智能合约模板为基础，
首先由法律专家依据法律合约形成法律合约模板，提取法律
合约模板的相关信息形成智能合约模板，智能合约模板包含
模板代码、合约参数、智能合同模板 ID 以及其他可变内容等
组成，并将两种模板以地址的形式存放于区块链平台；然后，
表3
Tab. 3
研究

法律合约

方法

语言

智能合约语言

利用第三方信息作为智能合约的触发条件，用户可通过传递
不同的参数，从而达到调用不同区块链平台智能合约的效果。
该方法可通过地址映射找到智能合约模板对应的法律合约模
板信息，但是对于法律合约转换为法律合约模板、法律合约
模板转换为智能合约模板两方面的过程并没有进行详细的描
述和一致性验证。
目前，基于合约模板实现智能合约代码的生成有以下 3
个方面的问题：
a)应用于不同的平台需要不同的参数。由于存在多个智
能合约执行平台，这意味着在不同的平台中使用该模板就需
要不同的参数，涉及到的部分技术细节调整可能会超出律师
等法律专业人士的能力范围，增加代码生成的难度。
b)对合约模板表达能力的验证难度较大。合约模板是否
能完全表达法律信息，尤其是对法律合约的非操作语义部分
表示的验证，仍然需要大量的工作。
c)缺乏一致性验证。如何验证通过合约模板生成智能合
约代码的一致性，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开展。
以上两个项目都只是实现了法律合约和区块链智能合约
代码的交互，保证了相互之间可调用，并没有对法律合约进
行实质性的结构分析和操作分析，形成基于某种开发语言的
法律合约语言模板。
3.3 分析与比较
关于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的一致性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法
律合约生成智能合约代码，对其从一致性研究方法、法律合
约语言和智能合约语言、方法原理、生成代码运行平台和一
致性结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见表 3。

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代码的一致性分析

Consistency analysis of legal contract and smart contract code
生成代码

方法原理

运行平台

应用模型映射将合同半自动化转换
ADICO 结构

Solidity

为 Ethereum 上的智能合约 Solidity
代码框架

Solidity

模型

Solidity

约，导致到代码的映射内容不全；缺

Ethereum 平台

乏对映射关系的一致性验证；生成的

Ethereum 平台

利用基于语义的 FSolidM 框架，把
有限状态机

由于建模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法律合
仅支持运行 EVM 的

仅支持运行 EVM 的

Petri 网，生成 Ethereum 上可执行
的智能合约 Solidity 代码

形式化

法律合约的 FSM 模型自动生成

仅支持运行 EVM 的
Ethereum 平台

solidity 代码框架

合约

各平台源语言

Petri 网

各平台源语言

BNF-like 的语义

各平台源语言

自然语言

C++

法律标记语言

Solidity

识进行编码，通过自动生成智能合

由于建模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法律合
约，导致到代码的映射内容不全；缺
乏对其中的映射关系的一致性验证
缺乏对其中的映射关系的一致性验
证；只转换为 Solidity 部分代码，不
能直接运行
缺乏对合约模板与 AST 之间的转换、

使用本体和语义规则对特定领域知
本体和语义规则

一致性结果

solidity 代码框架不能直接运行

将法律合约的 BPMN 结构转换成
BP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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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平台，跨语言

AST 与智能合约代码之间的转换的一

约框架来生成智能合约代码

致性验证。

将法律合约的 Petri 网模型半自动转

对于合约逻辑的细节表达仍需要人工

换为可执行的智能合约代码
基于 Ricardian Contract 合约模板实
现生成过程的一致性

跨平台，跨语言
跨平台，跨语言

将法律合约描述为 C++语言模板

跨平台

应用标记语言表示法律合约，实现

仅支持运行 EVM 的

对区块链智能合约代码的调用

Ethereum 平台

模板

从表 3 中可以总结出，目前根据法律合约生成智能合约
代码方法，主要存在以下局限性：生成的智能合约语言大多
都相对固定，可移植性较弱；对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代码之
间的映射机制没有给出具体的一致性分析和验证。

4

干预
模板实现难度较大，项目在进行中
对映射机制缺乏有效的验证；项目在
进行中
标记语言表示的法律合约内容有限；
标记语言和智能合约代码之间的调用
缺乏有效地一致性验证

结束语

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一致性保障了智能合约在当前的法
律框架内的自动执行。随着智能合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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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加关注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的一致性。本文从计算机科
学的角度，首先分别对法律合约描述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智能
合约的开发语言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分析，然后根据合约自动
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总结了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的一致性内
涵；最后，从形式化转换和合约模板两个方面，对将法律合
约转换成智能合约代码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致性分析。作者
认为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一致性实现方法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基于法律合约生成一致性的智能合约代码，二是验证已
有的智能合约代码与法律合约的一致性。针对目前的研究现
状，对于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的一致性研究未来可从以下 2
个方面考虑：
1)映射模型的一致性分析
目前，基于法律合约的形式化模型，生成相应的智能合
约代码的方法，一方面，生成的代码不完善，或者是不可直
接执行的代码框架，另一方面，研究者鲜少验证它们之间映
射关系的一致性。曹流等[62]提出了一种基于 OCL(一种描述
约束的形式化语言)的体系结构，用于分析软件建模领域的一
致性，来保证最终的模型符合用户所定义的一致性约束。但
是该方法不适合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代码映射模型的一致性
验证。随着操作语义保留的转换、互摸拟技术、可信编译器
技术的发展，为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代码映射模型的一致性
验证提供了新的途径。
2)已存在的智能合约代码与法律合约的一致性分析
当下，对从法律合约的形式化模型，生成相应的智能合
约代码的方法研究较多。但是对已存在的智能合约代码与法
律合约的一致性分析，较少关注。而对后者，有三个方法：
a)可以应用模型抽取方法得到智能合约代码的形式化模
型和法律合约的形式化模型，然后分别分析抽取的两个形式
化模型的正确性，进而建立这两个模型的映射关系，最后分
析映射关系的一致性，得到法律合约与智能合约的一致性分
析结果；
b)可以借鉴网络协议一致性研究方法 [63,64]，对其进行一
致性分析。基于黑盒测试，根据输入输出测试集，利用一致
性测试工具对测试集进行测试，通过控制输入、监控输出来
测试并评价一致性。基于白盒测试，根据法律合约的一致性
需求文档，应用抽象语法树、控制流程图分析、符号执行技
术[65~67]、深度学习等对智能合约代码的执行过程进行一致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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