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级账本付诸行动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  译  



2

目录
I. 简介 

II. 超级账本基金会

III. 央行数字货币和开源

IV. 超级账本项目

V. 与央行数字货币共同开展社区工作

VI. 超级账本央行数字货币全球概览

A. 欧洲中央银行

B. 法国

C. 泰国

D. Inthanon-LionRock项目

E. 柬埔寨

F. 尼日利亚

G. 西班牙

H. 澳大利亚

I.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VII. 超级账本全球论坛上的央行数字货币

VIII. 更多资源和阅读

IX. 关于作者

知识共享4.0国际公共许可协议 (CC-BY ND)



5

  

随着世界各国的央行探索和研究央行数字

货币的用途、可行性和需求，超级账本的分

布式账本技术(DLTs)一直处于这些探索的最

前沿。我们的分布式账本技术秉持厂商中立

的开放式治理理念，目前部署在各领域的多

个生产网络中，提供经过验证的技术和强大

的社区支持。

各国央行希望知道他们正在使用的技术是

可持续的、经过测试的，能够经得起具体项

目的考验，并且能适应具体用例的独特需

求。我们期待看到各种不同的分布式账本技

术用于探索央行数字货币，我们很自豪地分

享这些案例，展示超级账本技术如何获得信

任并被用于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央行数

字货币。我们认为，数字现金作为一种基本

的公共产品，货币的未来依靠的技术应该来

自于公开合作的社区，在这个社区，每个人

都能分享观点、知识和经验教训，在共享的

环境中改进和测试，并且从中受益和学习。

本电子书将向读者介绍超级账本基金会的

概况，阐述为什么开源开发适合于所有的中

央银行项目，并介绍世界各地央行数字货币

项目的真实案例。

简 介

开源能激发出更高质量的代码。每
个参与开源代码贡献的人都会特别
在意自己写的代码，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代码会被所有人看到。

      
武宫诚（Makoto Takemiya），

Soramitsu首席执行官和联合创始人, 柬埔寨国
家银行 (NBC)巴孔（Bakong）项目的开发公司

”

“



4

超级账本基金会

基金会概况



5

本节对超级账本基金会进行高度概述。

超级账本基金会

超级账本基金会是一个开放的企业级区块链技

术全球生态系统。作为Linux基金会的一部分，

超级账本基金会为开发者们提供一个中立的场

所，开展协作，贡献力量，和维护开源软件。

超级账本成立于2015年，旨在让透明、高效的

分布式账本技术进入企业市场，发挥成熟的开

源软件模型的作用。更高层次的宗旨是让解决

方案更直接地连接产业、机构、乃至个人，重塑

信息共享和业务开展的方式。

超级账本基金会托管了多个开源软件项目，这

些项目是企业区块链部署的基石。

阅读完整概述：

超级账本基金会文件

什么是超级账本?
这些项目由超级账本开发者社区构思和建设，免

费提供企业级软件，供应商、终端用户组织、服务

提供商、初创企业、学术界和其他领域都可以用来

构建和部署区块链网络甚至商业解决方案。

因为我们的项目是作为开源技术来开发和治理的

，所以超级账本项目都是由社区主导的。

开源开发

开源软件开发的过程是透明的，特别适用于区块

链技术。它将需求各异的机构和个人汇聚在一起，

驱使他们携手开发通用解决方案，为共同的成功

奠定基础，这与区块链有异曲同工之处。

金融

市场

超级账本基金会的目标

医疗

通信

供应链

媒体&娱乐 公共领域

气候行动

教育

数字身份

能源

保险

企业技术&用例

多元生态系统

在技术和商业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围
绕区块链技术建立一个中立、开放的
社区

促进分布式账本技术赋能的跨
行业平台的开发和使用

对公众进行商业区块链技术市
场机会的教育

https://www.hyperledger.org/wp-content/uploads/2021/11/HL_Paper_HyperledgerOverview_1027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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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央行美联储的定义，传统上中央银行

货币有两种形式：央行合格金融机构持有的现

金和储备。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是第三代

版货币的通用术语，这种货币利用电子记录或

数字代币代表一国货币的电子形式。央行数字

货币由央行直接发行和管理，个人、企业和金融

机构可把它用于各种目的。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项目发展迅速，从原型到试

点，一些知名的项目已经投入生产。

央行数字货币与开源

随着央行数字货币和其他跨境支付使用案例的

成熟，央行继续与私营部门的大型和小型公司

合作，以加速创新，而由我们的开源社区构建

的超级账本技术，处于大多数公共央行数字货

币项目的最前沿。

除了为各个央行客户开发产品和服务，超级账

本社区也正秉持着开源原则和目标，构建数字

货币的未来。

当公司、开发者、学界和监管机构汇集在一起

实现共同的目标时，就会产生技术创新，超级

账本基金会很自豪能够托管代码开发，实现世

界各地的支付创新。我们认为，央行数字货币

将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公共产品，应该以开

放和协作的方式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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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ledger Besu是一个以太坊客户端，旨在为公有和私有许可网络

的用例提供企业友好型服务。它也可以在Rinkeby、Ropsten和Görli等测

试网络上运行。Hyperledger Besu包括几种共识算法，包括PoW和PoA

（IBFT、IBFT 2.0、Etherhash和Clique）。其全面的许可架构是专门为联

盟环境中使用而设计的。了解更多

超级账本项目

图片来自Unsplash 摄影者: CHUTTERSNAP 

Hyperledger Fabric旨在作为开发模块化架构的应用程序或解决方案

的基础。Hyperledger Fabric允许共识和会员服务等组件即插即用。它

的模块化和多功能的设计满足了广泛的行业用例。它提供了一种独特

的共识方式，在保护隐私的同时实现了大规模的性能。了解更多

Hyperledger Iroha是一个易于使用的模块化分布区块链平台，具有

独特的共识和排序服务算法、丰富的基于角色的许可模型，以及多

重签名支持。了解更多

分布式账本是一个没有可信中心机构的多方数据库。当交易按照区块链的顺序在区块中进行处理时，就

产生了分布式账本。超级账本基金会托管了各种平台，是跨行业的区块链网络和使用案例的基础。

https://www.hyperledger.org/use/besu
https://unsplash.com/photos/mf-o1E7omzk
https://www.hyperledger.org/use/fabric
https://www.hyperledger.org/use/ir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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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将在本电子书中看到的，超级账本社

区正在积极倡导、开发和部署数字货币，包

括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超级账本团队与我们的基金会会员合作，一

直密切关注着应用超级账本技术的活动和项

目。据我们所知，许多公开的和尚未公开的

项目都在探索和使用Hyperledger Besu、

Hyperledger Fabric、Hyperledger Iroha，以

及其他分布式账本技术。我们希望通过本篇

内容为您归纳总结这些工作。

与央行数字货币共同开展社区工作

您还可以如何参与超级账本基金会的这项工作中？

成为超级账本基金会的会员。我们的会员公司都是

金融服务和技术领域的领导者，致力于这些激动人

心的项目。了解更多关于会员的信息。

下载并了解更多关于我们项目的信息:

        https://www.hyperledger.org/use

参与我们的开放社区，比如我们的资本市场特别兴

趣小组（CMSIG）。

通过培训和认证深度参与超级账本项目。

参与其他超级账本的活动和网络研讨会。

图片来自Unsplash 摄影者: Shridhar Gupta 

https://www.hyperledger.org/about/join
https://www.hyperledger.org/use
https://wiki.hyperledger.org/display/CMSIG/Capital+Markets+SIG
https://wiki.hyperledger.org/display/CMSIG/Capital+Markets+SIG
https://www.hyperledger.org/learn/training
https://www.hyperledger.org/events


8

全球央行数字货币

超级账本在行动——按区域划分

图片来自Unsplash 作者: Helena L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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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账本技术付诸行动

世界各地的央行数字货币项目和超级账本实验*

今日央行数字货币的现状
数据库更新时间：2022年2月    消息更新时间：2022年3月9日

取消 研究 概念验证 试点 已发布

欧洲中央银行数字欧元实验

中国区块链服务网络集成

日本银行&欧洲中央银行：Stella项目

泰国：Inthanon项目和Inthanon-LionRock项目

柬埔寨: Bakong项目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全球央行数字货币挑战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尼日利亚：e-Naira

东加勒比中央银行: DCash

法国央行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

Iberpay的智慧货币

Aber项目

*公开宣布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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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 建议，数字欧元可以作为现金的补充。为了

进一步探索数字欧元，欧洲中央银行发布了一项研究

，旨在以分级的方式测试集中式系统如何运行分布式

账本技术。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立陶宛、卢森

堡、比利时和奥地利等国的几家欧洲银行参加了会

议。研究发现，Hyperledger Besu和Hyperledger 

Fabric等“与现有的法币系统具有完全的互操作性”。

点击此处阅读完整报告。

欧洲中央银行

图片版权: 数字欧元实验报告

https://www.investing.com/news/cryptocurrency-news/the-results-of-the-digital-euro-cbdc-trials-are-finally-here-2581744
https://www.banque-france.fr/sites/default/files/media/2021/08/02/821220_digital_euro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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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央行(Banque de France)与汇丰银行（HSBC）、超级账本基

金会高级会员IBM、以及其它8家机构合作，完成了批发型央行

数字货币的试验。试验的最后阶段分别使用Hyperledger Fabric

和R3 Corda测试了央行数字货币区块链网络和绑定网络之间的

互操作性，分布式账本技术和超级账本实验室（Hyperledger 

Labs）的Weaver作为互操作性工具。

法国央行金融稳定和运营总干事纳塔莉·奥福夫尔（Nathalie 

Aufauvre）表示：“法国央行和汇丰银行通过实现数据和资产的转

移，以及以原子方式进行的跨区块链资产交换，已经证明了这种

互操作性是可能实现的，这对于确保多个环境共存至关重要，是

市场有效运转的基础。”

法国

请访问IBM，了解有关基于区块链的央行数字货
币架构的更多信息。Photo by Tanguy Belin on Unsplash  

https://www.ledgerinsights.com/banque-de-france-wholesale-cbdc-trial-with-hsbc/
https://www.ledgerinsights.com/banque-de-france-wholesale-cbdc-trial-with-hsbc/
https://www.hyperledger.org/blog/2021/06/09/meet-weaver-one-the-new-hyperledger-labs-projects-taking-on-cross-chain-and-off-chain-operations
https://www.hyperledger.org/blog/2021/06/09/meet-weaver-one-the-new-hyperledger-labs-projects-taking-on-cross-chain-and-off-chain-operations
https://unsplash.com/photos/_hx-HEZVu7I
https://unsplash.com/s/photos/australian?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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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中央银行的Inthanon项目是首批展示区块链如何利

用央行数字货币提高效率、助力支付和供应链融资创新

的项目之一。超级账本基金会高级会员ConsenSys与

SCG和Digital Ventures(DV)合作，使用Hyperledger 

Besu来满足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功能性和非功能性要

求。其中一个商业案例测试了使用央行数字货币来模拟

日常商务自动支付，并支持由Digital Ventures开发的名

为Procure-to-Pay（B2P）的采购和财务管理系统。阅读报

告全文。

泰国

请访问consensys.net ，了解有关基于区块链的央
行数字货币架构的更多信息。

https://consensys.net/blog/press-release/consensys-selected-as-technology-partner-by-the-bank-of-thailand-for-cbdc-project/
https://consensys.net/blog/press-release/consensys-selected-as-technology-partner-by-the-bank-of-thailand-for-cbdc-project/
https://www.bot.or.th/English/FinancialMarkets/ProjectInthanon/Documents/20210308_CBDC.pdf
https://www.bot.or.th/English/FinancialMarkets/ProjectInthanon/Documents/20210308_CBD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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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anon-LionRock项目，现更名为mCBDC Bridge，该

项目由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

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牵

头，已经实施了Hyperledger Besu，证明在几秒钟内能

完成多种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兑换，而以往需要几天

时间才能完成。这将为用户降低一半成本，是现名为

mCBDC Bridge项目在第二、三阶段探索的一部分。该

项目是与超级账本基金会高级会员ConsenSys等机构

合作开发的。

Inthanon-LionRock 
项目

图片版权：ConsenSys 
请访问consensys.net ，了解更多基于区块链的央
行数字货币架构的信息。

https://www.bis.org/publ/othp40.htm
https://www.bis.org/about/bisih/topics/cbdc/mcbdc_bridge.htm
https://consensys.net/blog/press-release/consensys-selected-by-hong-kong-monetary-authority-for-phase-two-of-project-inthanon-lion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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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央行的Bakong项目通过超级账本Iroha提高了

金融的普惠性，该项目在普华永道发布的全球央行数

字货币指数中被评为全球第二大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

，在亚洲排名第一。Bakong由超级账本基金会会员

Soramitsu实施，是首个基于区块链的并由中央银行

运营的大型银行间支付系统。2021年6月，基于区块

链的零售银行间支付系统的用户达到20万，比3个月

前翻了一番，累计交易140万笔，累计交易金额5亿美

元。更多信息请参阅超级账本案例研究。

柬埔寨

请访问 Soramitsu.co.jp  ，了解基于区块链的央
行数字货币架构的更多信息。

https://www.pwc.com/gx/en/industries/financial-services/assets/pwc-cbdc-global-index-1st-edition-april-2021.pdf
https://www.pwc.com/gx/en/industries/financial-services/assets/pwc-cbdc-global-index-1st-edition-april-2021.pdf
https://www.pwc.com/gx/en/industries/financial-services/assets/pwc-cbdc-global-index-1st-edition-april-2021.pdf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Markets/Currencies/Cambodia-aims-to-wean-off-US-dollar-dependence-with-digital-currency
https://www.hyperledger.org/learn/publications/soramitsu-case-study
https://soramitsu.co.jp/central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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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中央银行于2021年10月推出了基于Hyperledger 

Fabric的实时央行数字货币，该项目名为“GIANT”。市民可

以使用两种应用程序，即eNaira速度钱包和eNaira商家钱

包。到2021年11月，应用下载量已经达到60万次；到2021

年11月下旬，铸造了价值超过120万美元的货币。推出

eNaira的主要目标是改善中央银行资金和税收的可用性和

可获取性，助力有弹性的支付系统，实现高效的福利分配

，并促进汇款和跨境支付。阅读白皮书获得更多该项目设

计和路线图的信息。

尼日利亚

图片版权: eNaira

https://forkast.news/headlines/nigeria-cdbc-deployment-600k-app-downloads/
https://www.coindesk.com/policy/2021/10/25/nigerias-enaira-cbdc-goes-live/
https://www.enaira.com/download/eNaira_Design_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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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金融领域完成了一项智慧货币实验，实验从技

术角度测试了数字欧元的流通、使用和设计。这个实验

由西班牙国家支付网络运营机构Iberpay和16家银行（包

括凯克萨银行、桑坦德銀行、西班牙外换银行和荷兰国

际集团等）牵头，并由西班牙央行监管，旨在对欧洲央行

发布的数字欧元报告中提到的技术特征进行测试。

智慧货币使用基于Hyperledger Besu的Red-i区块链网

络， 证明了数字欧元在西班牙金融领域的可行性，包括

线下支付，并证实了两级基础设施模型优于中心化模

型。阅读完整报告。

西班牙

照片来源：Unsplash 摄影者： Mika Baumeister 

https://www.iberpay.es/es/pages/novedad-evento/?ne=EYcTq1t1mDg%3d
https://www.ledgerinsights.com/iberpay-trialed-digital-euro-with-blockchain-tokens-account-based-cbdc-coexisting/
https://www.ledgerinsights.com/iberpay-trialed-digital-euro-with-blockchain-tokens-account-based-cbdc-coexisting/
https://www.iberpay.es/media/21555/iberpay-report-on-smart-money-initiative-by-spanish-banking-sector.pdf
https://unsplash.com/s/photos/australian?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https://unsplash.com/photos/Tz1k07Jl2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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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银行与ConsenSys合作开发了一个概念验

证（POC）项目，用于发行代币化形式的央行数字货币

，批发市场参与者可以使用这种数字货币在分布式账

本技术平台上筹集、结算和偿还代币化银团贷款。它

建立在Hyperledger Besu上，表明“具有访问和安全控

制的企业级分布式账本平台可以满足批发型央行数字

货币和代币化资产平台的要求”。助理行长米歇尔·布

洛克（Michele Bullock）表示：“Atom项目展示了批发型

央行数字货币和资产代币化在改善批发金融市场交易

效率、风险管理和创新方面的潜力。”

澳大利亚

请访问consensys.net ，了解基于区块链的央行数
字货币架构的更多信息。照片来源：Unsplash  摄影者：S O C I A L . C U T  

https://consensys.net/blog/press-release/reserve-bank-of-australia-partners-with-commonwealth-bank-national-australia-bank-consensys-perpetual-on-wholesale-cbdc-project/
https://www.rba.gov.au/media-releases/2021/mr-21-30.html
https://www.rba.gov.au/media-releases/2021/mr-21-30.html
https://www.rba.gov.au/media-releases/2021/mr-21-30.html
https://unsplash.com/s/photos/australian?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https://unsplash.com/@socialcut?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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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UAE)中央银行完成的基于

Hyperledger Fabric的央行数字货币试点发现，分布

式账本技术可以改善跨境交易，并满足纯数字环境下

的金融隐私需求。在这份关于Aber项目的报告中，两

国央行概述了从概念验证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该验证

为期一年的，旨在测试共享数字货币的可行性。

沙特阿拉伯和
阿联酋

图片版权: Project Aber

请访问IBM，了解有关基于区块链的央行数字货
币架构的更多信息。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bilateral-saudi-uae-digital-currency-184251186.html
https://www.centralbank.ae/sites/default/files/2020-11/Aber%20Report%202020%20-%20EN_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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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账本全球论坛是面向商业和技术领袖的年度企业

区块链活动。

在2021年6月举行的超级账本全球论坛（HGF）上，活

跃于央行数字货币部署和关键底层平台和技术开发一

线的人员发表了多种主题的主旨演讲，讨论了实施当

前和未来支付解决方案的要求和挑战。

 2022年9月12-13日，欢迎来到爱尔兰参与HGF吧！

主旨小组讨论：亚太央行数字货币创新协作和互操作

性驱动

柬埔寨央行（NBC）的谢伊·塞里（HE Serey Chea）；新
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的莫汉蒂（Sopnendu 
Mohanty）；超级账本的Brian Belhendorf

超级账本全球论坛
   主题为央行数字货币的会议：

● 基于Hyperledger Besu构建央行数字货币平台 – 
深耕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架构——来自

ConsenSys的查尔斯·达豪斯(Charles D'Haussy)
● 基于Hyperledger Iroha的 “合成型央行数字货

币”巴孔项目的经验——来自Soramitsu的詹姆斯 ·
爱德华兹（James Edwards）

●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炉边谈话——来自埃森哲的

戴夫•特雷（Dave Treat）和约翰·维利萨瑞奥斯

（John Velissarios）；来自美国存管信托和结算公

司（DTCC）的詹妮弗 ·佩芙（Jennifer Peve）
● 小组讨论：IBM对超级账本的贡献

● 数字货币与信息的互操作性——来自dlt.nyc公司

的维平·巴拉坦(Vipin Bharathan)
●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平台上的代币化

法币的智能合约——来自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

奥列格·阿布德拉希托夫 (Oleg Abdrashitov)

延伸阅读:

超级账本全球论坛亮点:央行数字货币、可编程

货币和互操作性——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概览

博文。

https://events.linuxfoundation.org/hyperledger-global-forum/
https://sched.co/jXUs
https://sched.co/jXUs
https://sched.co/j3fS
https://sched.co/j3fS
https://sched.co/j64Y
https://sched.co/j64Y
https://sched.co/jtUD
https://sched.co/jYnd
https://sched.co/j3d8
https://sched.co/j3fe
https://sched.co/j3fe
https://www.hyperledger.org/blog/2021/07/14/hyperledger-global-forum-highlights-cbdcs-programmable-money-and-interoperability-part-i
https://www.hyperledger.org/blog/2021/07/19/hyperledger-global-forum-highlights-cbdcs-programmable-money-and-interoperability-part-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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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账本资本市场特别兴趣小组（CMSIG）主席

维平·巴拉坦(Vipin Bharathan)在联合国国际电

联DC³会议“从加密货币到央行数字货币”上主

持了一场主题为“解决央行数字货币跨境互操作

性”的小组讨论。

超级账本亚太区副总裁高卓麟（Julian Gordon）

在世界金融科技节上主持了名为“央行数字货

币将如何改变支付生态系统？”的小组活动。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如何构建隐私？记者劳拉·

辛 (Laura Shin)主持了超级账本成立五周年的讨

论小组，成员包括美国存管信托和结算公司董

事总经理、技术研究和创新全球主管（Rob 

Palatnick）和超级账本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ConsenSys Codefi支付产品经理和央行数字

货币顾问马蒂厄·圣·奥利弗（Matthieu Saint 

Olive），以及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助理副行长罗

伯特·本琦（Robert Bench）

更多视频和录音
超级账本基金会会员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安全

支付和金融科技高级副总裁吉姆·库尼亚（Jim 

Cunha）讨论了“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央行数字

货币项目”以及分布式账本技术对金融系统更广

泛的影响。

治理、标准和互操作性：携手IBM、ConsenSys和

Soramitsu共克点对点金融交易的障碍——讨论

了在批发型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项目中使用超

级账本技术的情况。

在欧洲区块链大会上，超级账本生态系统总监凯

伦·奥托尼（Karen Ottoni）与来自Circle公司的丹

特·迪斯帕特（Dante Disparte） 和来自法兰克福学

派区块链中心的菲利普·桑德勒（Philipp 

Sandner）就“采纳稳定币和数字欧元”进行了交

谈。

超级账本基金会会员百慕大政府在区块链媒体

CoinDesk的重塑金钱栏目发表观点

图片来自Unsplash 摄影者: Tim Gouw

https://wiki.hyperledger.org/display/CMSIG/Capital+Markets+SIG
https://itu.zoom.us/rec/play/CBMPGYIWpBuiWpOleXChlbuCx7Mz9bBhvPrtwr40dqsgOwGJogWznRJoC9N9xelA4iINF31iuibpp-yk.Gsb4aqGYItnH0d4w?continueMode=true
https://itu.zoom.us/rec/play/CBMPGYIWpBuiWpOleXChlbuCx7Mz9bBhvPrtwr40dqsgOwGJogWznRJoC9N9xelA4iINF31iuibpp-yk.Gsb4aqGYItnH0d4w?continueMode=tru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wt9xZoo8n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wt9xZoo8nY
https://unchainedpodcast.com/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ies-how-should-privacy-be-built-in/
https://www.omfif.org/videos/boston-feds-cbdc-project/
https://www.omfif.org/videos/boston-feds-cbdc-project/
https://www.coindesk.com/webinars/governance-standards-and-interoperability-getting-past-the-roadblocks-to-peer-to-peer-financial-transactions
https://www.coindesk.com/webinars/governance-standards-and-interoperability-getting-past-the-roadblocks-to-peer-to-peer-financial-transactio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3Q3ibGtir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3Q3ibGtirc
https://www.coindesk.com/podcasts/coindesk-reports/bermuda-david-burt-age-cbdcs
https://www.coindesk.com/podcasts/coindesk-reports/bermuda-david-burt-age-cbdcs
https://unsplash.com/@punttim?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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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和麻省理工学院数

字货币计划发布了汉密尔顿项目

(Project Hamilton)的研究结果，该项目

通过开发开源研究软件OpenCBDC，从
理论上描述了一种针对央行数字货币的

高性能和弹性交易处理器。

● 超级账本团队为《数字货币治理联盟白

皮书系列》贡献了力量，该白皮书探讨了

与许多与央行数字货币和稳定币相关的

重要话题，评估了对关键政策和监管行

动识别不足，并讨论了主要的技术考量

和利弊权衡。

● 《国际清算银行(BIS)报告与m-CBDC 
Bridge项目的互操作性》

● 《国际清算银行(BIS)2021央行数字货币

调查》

更多阅读

● 2020年5月埃森哲的论文《数字美元项目——
探索美国央行数字货币》

● 各国中央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第一份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报告，列出了关键要求

● 跟踪器:
○ 大西洋理事会央行数字货币跟踪器

○ 金融科技媒体Kiffmeister批发型央行

数字货币跟踪器

○ 金融科技媒体Kiffmeister零售型央行

数字货币跟踪器

○ 波士顿咨询（BCG）央行数字货币跟踪

器

● 大西洋理事会地缘技术中心（Atlantic 
GeoTech Center）《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选

择》

●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发布的题为《数字

货币和支付:数字转型时代的美元》的文章，讨

论了美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利弊

●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 OMFIF )《零售

型央行数字货币:下一个支付前沿》

图片来自Unsplash 摄影者: Mark Boss

https://www.bostonfed.org/news-and-events/press-releases/2022/frbb-and-mit-open-cbdc-phase-one.aspx?utm_source=email-alert&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cbdc&utm_content=project-hamilton220201
https://www.bostonfed.org/news-and-events/press-releases/2022/frbb-and-mit-open-cbdc-phase-one.aspx?utm_source=email-alert&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cbdc&utm_content=project-hamilton220201
https://github.com/mit-dci/opencbdc-tx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digital-currency-governance-consortium-white-paper-series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digital-currency-governance-consortium-white-paper-series
https://www.bis.org/about/bisih/topics/cbdc/mcbdc_bridge.htm
https://www.bis.org/about/bisih/topics/cbdc/mcbdc_bridge.htm
https://www.bis.org/publ/bppdf/bispap114.pdf
https://www.bis.org/publ/bppdf/bispap114.pdf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e16627eb901b656f2c174ca/t/5ecfc542da96fb2d2d5b5f15/1590674759958/Digital-Dollar-Project-Whitepaper_vF.pdf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e16627eb901b656f2c174ca/t/5ecfc542da96fb2d2d5b5f15/1590674759958/Digital-Dollar-Project-Whitepaper_vF.pdf
https://www.bis.org/press/p201009.html
https://www.bis.org/press/p201009.html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bdctracker/
https://kiffmeister.blogspot.com/2019/12/countries-where-retail-cbdc-is-being.html
https://kiffmeister.blogspot.com/2019/12/countries-where-retail-cbdc-is-being.html
https://kiffmeister.blogspot.com/2019/12/countries-where-retail-cbdc-is-being.html
https://kiffmeister.blogspot.com/2019/12/countries-where-retail-cbdc-is-being.html
https://cbdctracker.org/
https://cbdctracker.org/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mmentary/design-choices-of-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ies-will-transform-digital-payments-and-geopolitics/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mmentary/design-choices-of-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ies-will-transform-digital-payments-and-geopolitics/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mmentary/design-choices-of-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ies-will-transform-digital-payments-and-geopolitics/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publications/money-and-payments-discussion-paper.htm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publications/money-and-payments-discussion-paper.htm
https://www.omfif.org/ibm19/
https://www.omfif.org/ibm19/
https://unsplash.com/@vork?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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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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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abarbosa danielabarbosa @KarenOttoni KarenOttoni

丹妮拉·巴尔博萨
（Daniela Barbosa）

超级账本执行董事

凯伦·奥托尼
（Karen Ottoni）

               超级账本基金会生态系统主管

                     央行数字货币计划负责人

丹妮拉·巴尔博萨(Daniela Barbosa)担任Linux基金

会区块链、医疗和身份认证总经理，负责员工、程

序、扩展和执行超级账本基金会使命的总体战略

和运营职责。

dbarbosa@linuxfoundation.org

凯伦·奥托尼（Karen Ottoni）助力在各行业使用企业

区块链的创新公司的多样化生态系统。她带头推广

数字资产改善金融系统的最佳做法和案例。

kottoni@linuxfoundation.org

https://www.linkedin.com/in/danielabarbosa/
https://www.linkedin.com/in/karen-ottoni/
mailto:dbarbosa@linuxfoundation.org
mailto:kottoni@linux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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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电子书由超级账本基金会联盟会员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

盟（ABI）翻译成中文

 

                              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ABI）

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ABI)成立于2016年，定位是以区块链为核心的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协同创新的推动者、实践者。旨在搭建区块链产业创

新发展平台，推动“5G +区块链”、“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新基建相关研究

和实践工作。截止目前，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已经吸纳了300多名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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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们的旅程，通过全球的开源协作，构

建企业区块链生态系统。

谢  谢

www.hyperledger.org

加入超级账本

               关注超级账本 联系超级账本

Hi Daniela. We would like to see if ok to add below 2 QR 
code on the last page. What do you think?   
1) Scan QR code to follow Hyperledge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2) Scan the QR code to fill in a form for Hyperledger 
China team to contact with

http://www.hyperledger.org
https://www.hyperledger.org/about/join
https://www.hyperledger.org/about/jo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