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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样态评价与
规制理念

【内容摘要】　纵使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强智能机器也无法凭借代码和编程，而成为独立的刑事责任主体。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样态评价在于：智能机器犯罪主体评价具有人类依附性、智能主体不具备

单独的认识和意志因素、智能产品的行为来源于人类思维的输出。刑法对于人工智能风险的评

价，应当采取结果型风险的规制理念。其中，“结果”应当采取实质性解释，将其限定为行为

创设的智能风险所具有的客观性、现实性、外界可识别性之危害结果，可以规避预防型理念的

抽象与空洞致使的人工智能刑事风险肆意扩散至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智能产品之中，进而防范刑

法理论体系的整体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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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 AI 通过反复的外界环境感应，

将接收的数据信息结构化，并将认知的灵感集

中于类似人脑中的神经网络之中，能够集中完

成后续的深度学习。由于此类人工智能远远超

越人脑的信息储存和知识认知功能，因而被称

为“强人工智能”（AGI）。伴随着深圳高交会

“全国首例机器人伤人事件”的发生，“强人工

智能”概念逐渐占据中国科技市场，并逐渐延

伸至刑法学界。至此，便有学者借助强人工智

能认知架构的广度和深度，对其给予超前化评

价，“人工智能的运用，不仅仅导致公众对于

法律认知模式的重构，还会进一步对法律规则

本身产生实质性的重构。”①更有甚者认为，现

有的刑事责任判定规则无法满足人工智能时代

的情势发展，“当智能机器人在程序设计和编

制范围外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时，智能机

器人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因而具有刑事

责任能力”。进而，提倡刑法立法应当关注新

① 李晟 ：《略论

人工智能语境下

的法律转型》，《法

学评论》2018 年

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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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犯罪主体，一种有别于自然人和单位犯罪

的第三类刑事责任主体——机器人。①

然而，在一味地强调更改传统的刑事主体

认定规则、扩充主观意志要素的囊括范围、调

整刑罚的改造及预防功能模式之际，我们应当

审慎思量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发展规模是否

是人为可控的？人工智能产品所引发的危害行

为是否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以及人工智

能语境下纯粹机器人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的

赋予，是否发挥出责任主体既存的必要价值？

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科学技术本身体系的高度

复杂性和发展进程中固有的潜在风险，导致专

家无法精确地预测、评估和掌控科技发展的不

确定性因素，而这些因素就是现代信息数据社

会中所谓的“科技风险”。但人工智能刑事风

险作为一种科技风险类型，同网络犯罪风险一

样，都应当被视为经济、工业、医疗、交通等

诸领域科技运用过程中的必然结果。过于夸大

现实中的人工智能风险，将刑事责任主体扩散

至机器人种类，并将事实意义上机器人的辨认

能力与控制能力，作为刑法意义上犯罪主体的

涵盖要素，是一种主观臆造、无的放矢的“乌

托邦式”刑事风险。

如何划定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事实范围，

则取决于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类型划分及其要

素评价。在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评估过程中，

究竟采取何种理念去塑造刑法立法模式，需要

权衡人工智能风险在不同环节与情境中所展现

出的行为法益侵害程度与类型，这是人工智能

刑事风险问题化解的首要前提。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样态及其要素置评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存留，是否意味着要

动辄更改刑法的现有理论？这主要取决于如何

理解和认知人工智能刑事风险。除此之外，考

虑到当前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形式的标准与依

据仍在于犯罪构成四要件模式，因而人工智能

的刑事风险评价应当依据风险种类的差异予以

类型化解析。

（一）主体风险 ：人工智能机器犯罪

主体评价具有人类依附性

虽然有论者提出 ：“智能机器脑可以像人

脑一样进化，产生自主意识和意志，并通过深

度学习机制与嵌入成长经历，达到甚至超越人

类的思维水平，有可能以‘人工人’的方式成

为人类社会中新的一员。”②但自主的行为意

识，并不能作为人工智能产品（如智能网联汽

车、智能服务机器人）成为一种新类型犯罪主

体的理由。欲将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单独归为

产品自身的责任，只能从科技产品“主体”角

度去理解。追根溯源，人工合成机器人是一种

“非生物自主代理”，因为这是对机器人产生的

现实过程所进行的价值定义。毋庸置疑，机器

人作为人类的一种自主代理，如法人犯罪，同

样是可以借助现有的刑事责任理论，去化解

罪责自负原则的适用困境。但问题在于，针

对并非出于行为人代理意志内的机器人自主

行为，如何去认定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这

就取决于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能否赋予人工

智能产品。

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刑事责任主体的认

定要素。在人工智能主体的刑事风险中，辨认

能力主要是对外界环境、事物的识别和理解能

力。人工智能产品依据程序设置的感应系统，

能将外界环境的变化和物体的移动信息转化为

电子数据，从而储存在“机脑”之中。由于人

脑对科技风险感知能力较弱，并且人脑不同于

机脑，其运转依托于其他器官的能力存储和互

动衔接。因而，两者内部构造与运作程序的迥

异，表明人脑对于外界变化的理解能力永远较

机脑逊色。基于此，在辨认能力方面，机脑甚

至优于人脑。但笔者认为，纵使是单纯以风险

预防为目标的科技刑法，也并不能仅凭优质的

辨认能力，便认为智能机器具有刑罚规制的基

础。因为刑法评价的刑事责任能力主体，不仅

① 刘宪权 ：《人

工智能时代的刑

事责任与刑罚体

系的重构》，《政

治与法律》2018

年第 3 期。

② 刘 宪 权、 胡

荷佳 ：《论人工

智能时代智能机

器人的刑事责任

能力》，《法学》

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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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具有辨认能力，而且需要对实施危害行为

的控制能力和刑事惩罚功能的接受能力，才能

发挥刑罚制约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效果。显

而易见，在超智能机器多元的仿生神经网络研

究背景下，国家政策和道德伦理的内在约束，

并不会允许智能机器完全具备甚至超越人类的

生理特征，从而人机两方可以独立共存于世。

因此，人工智能产品的刑事主体风险应当

附属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者或者使用者等其

他具备生活情感要素的相关责任人员，科技产

品编程外危害行为的自由选择，并非是以情感

要素为基础的控制能力所能涵盖的。简言之，

在生活情感要素缺乏的现实情境下，人工智能

产品即使能够感应自身对外界事物的危害行为

的实施状态或是危害结果的发生过程，也无法

进行自我约束或系统控制。智能编程运作外的

无自由意志选择行为，很大可能来源于编程

技术本身的缺陷抑或是科技发展固有的技术风

险。因此，将人工智能产品的主体风险认定为

人工智能的刑事主体风险的观点有失偏颇。

（二）主观风险 ：人工智能主体不具

备单独的认识和意志因素

人工智能是否存在消极或者积极主观意志

的可能，对于刑法评价人工智能刑事风险至关

重要。罪过作为评价违法性认识的唯一要素，

其是判别是否达到严重社会危害性认识程度的

客观定型化和刑事违法化之标准。

人工智能发展在于人类对科技整体的感观

与运用，归根结底，其系统反应的基础和根源

在于人脑思维的信息输出。因而，人工智能产

品实现科技风险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是以

人类的思维为基础的。即使是在人类自由意志

掌控外的智能产品的自由活动之情境下，人工

智能的刑事主观风险也是与自然人的主观罪过

心态相适配的。譬如，人类在创制智能产品时，

首先会根据科技风险管理规则与自身对事物的

感知，而将一套类似于人脑的思维数据的基础

模式输入于机脑之中，其奠定了人工智能产品

得以独立思考和感应之前提。进而，在使用者

支配智能产品时，人工智能依据使用者的习惯

操作和程序设置，开始独立应对外界环境的变

化，并完成事物分析、数据整合，形成一套属

于自身思维模式的数据信息。因此，智能产品

的基础程序的内部与外部思维，都是依据支配

人的基础思维模式展开的。而对于后续程序运

行过程中的信息紊乱和感应失灵，都应当视为

突破罪过心态的认识内容与意志支配范围的一

种不可预料的意外事件。因为，在机器人发明

者看来，“机器不仅要能创作出来，而且要意

识到是它自己创作的。任何机制都感觉不到成

功的喜悦，也不会因为困难而郁郁寡欢，或是

因为犯错误而闷闷不乐”①。因而，脱离自我

控制的主观风险，去评价智能产品的“认识、

意志”因素，并无任何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在实施客观危害行为

之际，其并未拥有犯罪主观方面的认识因素和

意志因素。人工智能单独主体风险并不存在，

个体主观罪过也无从谈及。针对认识因素与意

志因素，其应是科技产品的研发者和所有者、

管理者与使用者的一种基础思维模式在机脑中

的延伸。具言之 ：

其一，在人工智能产品的认识因素判断方

面，明知危害行为或者行为产生的危险与结

果，并不具有违背法律规范正义要求的不法意

识。行为人所了解的有违法律规范的禁止和诫

命，是建立在社会共同生活秩序的基本观念之

上的，而并非明知危害行为所触犯的特定刑事

条款。社会共同生活秩序的基本观念来源于日

积月累的生活经验，以及社会合规行为的集体

认同，并非科技数据能够依据代码和编程创制

出来的。纵使部分学者认为 ：“技术会有精神，

技术能发展成为最灵敏的工具，同人类的大脑

一样成为精神的重要载体。”②这种自主意识内

的“精神”也并非是在体验世间冷暖后的认识

抉择，仅是纯粹数字世界观的意念，甚至可称

其为“冷精神”或“程序精神”。概言之，立

① 尼克 ：《人工

智能简史》，北京 ：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 年，第 275 页。

②  S o h a i l 

I n a y a t u l l a h ，

“ S a r k a r ’ s 

S p i r i t u a l 

D i a l e c t i c s ”，

F ut u re s，n o.1 

(1988)，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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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现实生活体验的角度，人工智能并不具备罪

责非难的认识因素基础。

其二，在人工智能产品的意志因素判断方

面，智能产品并不具有积极或消极心理态度或

独立思维，表明其对危害结果的现实化状态无

任何感知。全球首例 Uber 自动驾驶汽车致死

案，引发公众对人工智能产品独立责任的法律

思考。即使在 5 级的强人工自动驾驶的功能能

够实现自动化程度之际，也要求驾驶员在出现

紧急情况时，能够及时接管汽车。①这说明人

工智能技术级别无论多么强化，也需要人类的

背后掌控。其考虑的便是人工智能产品在面对

突如其来的外界变化之时，无法实现排斥和期

望的心态表达。而此类情境发生，可以归责于

测试驾驶人、测试行为的支配者或者技术主导

者的一种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心态。

新科技的问鼎于世，伴随的是技术与人类生活

之间的长期博弈。我们无法将自身的严重疏忽

或者危害放任的错误意志，嫁接给人工智能的

科技风险。因而，认为人工智能产品在自己的

意志与思维活动中具备独立刑事责任的观点，

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②

（三）行为风险 ：人工智能产品的行

为来源于人类思维的输出

社会行为论属于当下可采信较高的一种行

为理论，其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社会环境所决

定的，危害行为表现出对社会既存客观事实的

敌对态度。因而，刑法上所谓的行为乃指“意

志所支配或可以支配的具有社会重要性的人类

行为”。在科技社会中，人类所能支配的科技

行为风险范围远远小于科技风险客观存在的幅

度。面对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刑法所关注的

科技社会中的刑事风险行为并不是一种纯粹的

客观事实。社会危害性评价结合行为意志的推

动力，才是刑法所聚焦的危害行为。因而在社

会行为论基础上，目的行为论得以铺陈开来。

该理论将社会中的刑法行为置于以目的、动机

的周全计划为主要内容的构架之中。其表明行

为的目的性乃是行为的基础，故行为可谓人类

为了实现其目的，而依预定计划实施的目的行

为。利用人工智能风险的行为，也是为了实现

便捷的实务操作、快速的逻辑推演以及全面的

细节把握，而进行的一系列突破固有行为模式

的举止。

因果行为论作为早期的自然行为概念者所

撷取的理论，其表明行为发展乃是一种因果历

程，行为人为了实现内心的意思表达，而导致

外界事物的变动。其中前者作为原因，后者作

为结果。借助目的行为论与因果行为论对科技

产品的独立行为进行阐释，两者同是将人工智

能的危害行为视为一种计划、目的之发展过程，

以探明科技产品对行为发展的最终危害结果的

心理态度。无独有偶，人格行为论者更为直截

了当地指明，行为是“行为者人格主体的现实

化”，身体动静之所以加以刑事归责，是考究

人格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人格责任的最终结

果。③该观点就直接排斥将机器人的危害行为

视为一种刑法行为，因为智能行为是一种纯粹

的信息数据反馈的自主行为，并不涵盖任何人

格要素在其中。仅从智能行为的产生方式来看，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存在着天壤之别。人类智

能是人脑进化后的产物，而人工智能仅是脑力

劳动的转移。单就语言、思维和文化层级而论，

人工智能都远逊色于人类智能，人工智能的语

言、思维和文化的学习内容都源于人类数据的

基本输出与现实社会的客观环境。换言之，机

器的深度学习仍是建立在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模

仿过程之上的。由此，人工智能自主性决策行

为，实质上是一种模仿性、延伸性、吸收性的

学习。机器人的学习能力也各有千秋，智能深

度学习最终的广度和深度，仍取决于人类基础

思维的输出。

人工智能技术从审查、研发、生产再到自

主决策，其规则的透明性、可责性以及准确性

都依据“算法”的好坏得以实现，而这都最终

取决于数据的精确度。在编程设计者看来，算

①  D a n i e l l e 

Muoio，Police ：

The self-driving 

U b e r  i n  t h e 

Ar izona  c rash 

was hit crossing 

an intersection on 

yello,https://www.

businessinsider.

com/uber-sel f -

d r i v i n g - c a r -

accident-arizona-

po l i ce - repor t -

2 0 1 8 - 3 ? u t m _

source=tuicool&utm_

medium=referral，

2018.10.23.

② 陈伟、熊波 ：

《人工智能刑事

风险的治理逻辑

与刑法转向——

基于人工智能犯

罪与网络犯罪的

类型差异》，《学

术界》2018 年第

9 期。

③ 贾济东：《外

国 刑 法 学 原 理

（大陆法系）》，北

京 ：科 学 出 版

社，2013 年， 第

135—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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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并不会预测智能产品行为能否产生危害，以

及认识到危害行为是否违反刑法立法规则。因

此，单独强调智能产品外在危害行为的客观化，

必然会忽视“算法识别”这一问题根源。鉴于

此，虽然部分学者提出，“智能机器人完全可

以通过不断学习规则，从而建立‘自省’与‘道

德感’”① ；但是这种后天学习而来的“自省”

和“道德感”来源于内部决策系统的调和，对

于超出行为理论所能包容与认识范围的危害结

果，即使是受设计和编程的程序范围外的行为

支配，也无法将其定性为刑法意义上产品个体

的“危害行为”。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
结果型规制理念与路径

在具体识别、解构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要

素之后，如何重塑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规制理

念，便成为人工智能社会发展与刑法理念亟需

回应的时代命题。

（一）客观归责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

防控的人性色彩

在社会治理智能化趋势的推动下，人工智

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紧密融合的趋势愈加显

著。各类科技风险的交织混杂与含糊不清，极

易诱发刑事风险规制的笼统化、一体化和不合

比例性。进而，致使刑事立法中出现科技法益

概念泛化、处罚的早期化以及重罚化等现象。

在多种刑事风险体系布局之中，个人创设的智

能风险应当与公共决策的风险结合起来分析。

在科技风险治理过程中，当前我国社会主要呈

现出主观认识的“私人风险”极易脱离“公共

政策”的规划和布局，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

造 2025》《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及工

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三年计划》等相关的智能技术研发、设

计、生产的政策性文件，都明确对智能产品的

法律风险防控手段和价值定位加以限定，要求

智能产品的研发、设计应当“以推动人类可持

续发展为中心”。

将强人工智能产品视作独立刑事责任主体

者，极易脱离智能科技的发展规划，这表明主

观创设的刑事风险并非来源于客观现实化的风

险。尤其对于新生代人工智能技术而言，要契

合这一客观归责要求，需要将客观危害结果的

刑事归责在刑事风险类型的基础上进行细分，

将允许性的危险与规范保护目的相结合进行客

观归责，防止主观风险的归罪理念渗入刑法立

法之中。

1. 人性疏通 ：制造不被允许的风险。对于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强调预防性面向的发展，一

味吹捧有失明智。预防性强制规范与民生社会

的集中最大化利益密不可分，这意味着预防性

规范的设计，应当是基于民生刑法观的最优化、

最大化理念而进行的。智能产品的民生利益在

刑法规范中的立体架构，相应地要求刑事立法

注入民生新情怀、加速民生条款的新转型，以

期实现科技风险社会中民生福祉保障与刑法立

法的双向互动式衔接。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作

为客观性归责的事实要件，要求只有行为人使

用、研发、管理智能科技产品的行为，在制造

或者提高（增加）了不被科技社会所允许的危

险条件下才能成立，且必须附加“科技风险能

够被识别和认知的可能性存在”之前提。超前

的科技风险的危害评定，是在“不确定性”条

件下进行的，所以评价标准要么是未知的，要

么是不可能量化的。而人工智能刑事风险需要

为刑法所规制，就要求其能够具有被识别和认

定的标准，但不应按照通用的一般社会标准为

依据，而应当结合具体情形，对人工智能产品

在不同环境下的刑事风险予以类型化，进而逐

一进行刑事责任认定。

以智能勘探领域为例。人工智能技术的测

试和使用者即使在测试或者使用阶段，明知信

息系统可能会存在潜在性的失范，但在符合特

定情形的要求下，由于不可避免智能风险所导

① 刘 宪 权、 胡

荷 佳 ：《论 人 工

智能时代智能机

器人的刑事责任

能 力》，《法 学》

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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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损害后果，不宜动辄即认定为是一种刑法

意义上的危害结果，抑或是将该种行为支配的

主观心态认定为一种过于自信的过失。而在智

能勘探的具体使用、维护阶段，使用者应当谨

慎观察信息传感器的正常运转功能，如果因为

疏忽或者故意放任重要设备的缺失导致危害结

果的发生，相关责任主体应当为智能产品的刑

事风险承担刑事责任。

2. 客观化归责 ：实现不被允许的风险。如

前所述，人工智能产品兼具技术操作本能与社

会认知属性的双重属性。因而，在人工智能产

品按照模板组织采集到大量数据或者迅速感应

外界信息进行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

列危害行为或者导致的诸多现实危害结果的成

因，是纷繁复杂的。实现不被允许的风险重点

在于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助益行为与结果的

脱离。行为虽然为法益侵害风险创制了事实条

件，但结果的发生并不是由该风险所致，而是

偶然和其他中断行为与智能风险同在的必然结

果。这一现象在信息交互的智能行为过程中普

遍存在，因此，在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中强调公

民的基本认同感尤为重要。智能产品的行为始

终依托现实社会环境不断改造、进化。实现客

观化归责，必须将现实社会既存的偶然和必然

因素，与行为人主导的犯罪行为区别开来。

以智能驾驶领域为例。行为人对于自动驾

驶汽车的部分功能性丧失的疏忽情形，虽然客

观上直接造成了法益侵害结果，但就具体行为

场合区分判断，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并未给被害

人带来相当高的危险性。日本学者山口厚教授

将这种情况视为“作为危险之现实化的因果关

系排除”①。该理念为科技风险的规制路径疏

通提供更好的指导，方便规范科技研发在公共

民生的可能限度内予以展开。

3. 规范性制约 ：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通

常而言，对于具备制造并实现不允许危险的情

形，适用客观规制理念符合国民对价值指引的

期待利益，符合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因此，

客观科技风险规制理念中客观性和民本性色

彩，不仅在于公共利益的维护，更在于公共行

为的规范指引。在允许性刑事风险下，“允许性”

表明应当与正当化的合法根据不同，即使存在

刑法的客观风险，也应当排除对客观行为的归

责。因为，在面对现代科技时代创新意识之际，

我们首要任务应当是让智能科技的新发展符合

现有的法律规范、规则和理念，在这个过程中

对于当前我们无法精准把握和理解的智能科技

新问题，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制度创设的价值予

以化解，在这一基础上再考虑制度规范的调整

问题。对于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问题化解，这

一任务本质上就属于刑法教义学的研究范式。

在虚拟环境和实体环境协同融合的处境下，刑

法立法却滞后于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人工智能

产品运行风险的愈加复杂化，给客观归责的构

成要件的规范符合性，创设了大量难题。

以智能技术研发领域为例。智能技术研发

专家借助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智能创新战略这一

机遇，在明知自己团队研发的智能产品在未来

的持续使用过程中，会出现编程内的系统紊乱

或者部分性功能缺失的情况下，为一味地追求

功名以及科技创新资金等利益支持，仍放任不

成熟的智能技术投入到智能产品市场，连续多

年造成辐射范围较广的智能产品使用、管理事

故，致使国家、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利益遭致重

大损失。对于上述行为，现行刑法却没有专门

性的罪刑设置与之相匹配，导致此类行为缺失

相应构成要件的刑事可罚性评价，刑法无法对

其进行相应归责。对此，可以相应设置非法滥

用智能技术罪，明确滥用智能技术研发的具体

标准，以规范罪名的科学适用。

（二）模式权衡 ：“预防型”抑或“结

果型”规制理念

在明确采取客观规制理念的手段，将人工

智能刑事风险责任划归给特定自然人主体的行

为之后，即将面临如何抉择或确立人工智能刑

事风险的规制理念，以合理化解方兴未艾的智

① 山口厚 ：《刑法

总论》，付立庆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 版 社，2018

年，第 55—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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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科技风险的问题。

1. 科技风险的潜在性 ：预防型理念的孕育

而生。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带来诸多新挑

战，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影响面广的颠覆性技

术，正在加速风险社会的转型。未来的经济生

态是一个人机协作、配合的新时代，在人类生

产力创新的过程中，智能产品成为劳动力的替

代者，并占据着重要地位。因而，为适应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时代趋势，

部分学者提出，虽然智能产品的进化历程远远

落后于人类发展阶段，但是研发技术的提升速

度并不亚于人类。那么，智能产品的所有权人

为了更优质地享受科技服务，必然会“呼吁立

法机关来界定机器人的权利主体地位，承认并

赋予机器人的权利主体地位。这既是权利发展

的内在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①。

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保障人工智能产品

发挥更大的实用价值，采用“前进式”权利主

体的界定方式，完全是出于一种预防型立法理

念。因为，在所有权人的权利范围内进行周全

保护的情形下，非要将权利主体前置化为一种

毫无责任能力的智能产品，无非是出于对科技

风险手足无措的情绪性、功能性立法。尤其是

在刑事法领域，用前置化、预防型的立法手段

安抚并回应国民对智能科技的“体感民安”，

无异于折损法益的必要性保护功能。

此外，预防型智能风险规制理念因前置的

底线过于抽象和主观，导致预防型立法理念指

导的制度规范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存在。因此，

我们不禁反思 ：难道在智能时代，我们应当依

据主观臆想的科技风险，作为立法触角无限延

伸的依据？其实不然，预防型立法应对智能风

险采取一种“特殊原理对一般原理的侵蚀”，

致使刑法内部概念衔接的矛盾与冲突显现。在

无限可能的智能风险下，立法者多出于对被害

人的社会感情的顾虑，采取前置化刑法防控手

段以消解潜在风险的不安感。然而，有学者无

形中扩大预防型立法的弊端，强调科技风险

的不确定性，要求国家将“预防原则”置于科

技风险防控的首位。②甚至有学者认为，智能

机器人与自然人的根本差异在于生命体的构造

不同 ；与动物的差别在于辨认和控制能力的有

无。进而，承认强人工智能产品的独立意识与

意志，为倡导机器人与自然人享有同等的权利

和义务做铺垫。③由此可知，采取预防型立法

理念，是否需要动摇刑事责任根基的观点本身，

存在不同的观点理解。因此，在对待人工智能

刑事风险的问题之上，即使是在预防型规制理

念内部，强人工智能产品的独立责任主体地位，

也已经是一种超前性评价。

2. 科技风险的客观性 ：印证结果型理念的

合理性。不同于预防型人工智能刑事风险规制

理念，结果型理念强调危害结果的现实性、客

观性以及外界可识别性。在预防型理念下，侵

害结果以及因果关系地位的下降，是对法益概

念的实体内容日趋模糊化与单薄化的必然结

果。预防型理念通常与“超个人法益保护”的

强调相契合，典型地表现在危险犯立法趋势的

扩张上。与此相反，结果型刑事风险规制理念

强调刑法立法应当与现实基础、制度规范相平

衡，从而主张平衡性立法，以此保障刑法的权

威性、稳定性和严肃性。而违背结果型的风险

规制理念，过度虚夸智能产品独立实施危害行

为的能力，以动摇刑法立法的根基，无异于陷

刑法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困境之中。过度

前置化思维，超越了普通国民对人工智能刑事

风险的认知水平，使得刑罚的一般预防与特殊

预防不复存在。

需要澄清的是，人工智能时代下结果型刑

事风险规制理念的塑造，并不意味着驳斥刑法

理论框架内的部分科技犯罪行为。如《刑法修

正案（九）》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预备

行为正犯化与纯粹的实行行为”的二元形态教

义立法确立，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

犯罪参与归责原理之突破，都是符合结果型刑

事风险规制理念中的行为现实化与客观化的评

① 张玉洁 ：《论

人工智能时代的

机器人权利及其

风险规制》，《东

方法学》2017 年

第 6 期。

② 陈景辉 ：《捍

卫预防原则：科

技风险的法律姿

态》，《华东政法

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

③ 刘宪权 ：《涉

人工智能犯罪刑

法规制的路径》，

《现代法学》2019

年第 1 期；刘宪

权、胡荷佳 ：《论

人工智能时代智

能机器人的刑事

责任能力》，《法

学》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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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范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危险性的智能危

害行为纳为一种犯罪行为，就是预防型刑事风

险规制手段，其仍属于结果型规制理念涵盖的

范畴。两者区分的关键之处在于 ：行为创设的

科技风险属性是否具备现实性、外界可识别性。

譬如，网络预备行为创设的风险在于其行为

本身就是客观违法的，但其能够通过结果数量

的量化评价实现客观规制。因而，《刑法》第

391 条之一——利用大数据平台编造、故意散

播虚假信息罪的单纯编造行为，就属于预防型

立法的表现。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既有的刑法理论

框架内，采用结果型人工智能刑事风险规制理

念，足以应对科技社会形势的变幻莫测。针对

“结果”进行实质要件的深度解读，人工智能

的主体、主观、行为风险都应当依附于自然人

的刑事责任认定。如今学界对于人工智能产品

刑事风险的独立化归责之主张，是一种过于情

绪化、过于理想化的预防型立法理论。人类充

分的主观能动性应当体现在现行科技刑法体系

内，化解智能危害行为评价的遗漏与滞后，形

成理性化、公众认同的刑法应对模式，以彰显

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的功效性和实践性。

（三）路径抉择 ：风险防控手段选择

的理性化与现实化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部分夸大以及无限恐

慌，致使刑法立法手段必须及时关注科技新发

展，提出风险治理的新策略。由于网络犯罪领

域的技术发展，自由人权的尊重和犯罪控制之

间的功能平衡，成为网络风险领域刑事治理手

段的首选标准。在预防型风险规制理念占据优

势地位之际，自由与秩序的功能平衡并非宣传

标语，关键仍在于刑法立法手段的理性选择。

面对社会的高速转型和传统犯罪形式智能科技

之异化，刑法立法的民主化和公开化，是防止

过度科技犯罪化所应具备的手段。基于此，构

筑风险防控的科学手段，可以尝试确立以下三

种类型 ：

1. 风险防控手段不能过于激进或唐突。人

工智能技术是基于客观现实依据的算法集合。

因而，智能产品的系统运作必须依靠既存的事

实为背景。除此之外，人类感观是社会实践阅

历的主观反映，个人生存的具体环境和行为性

格之差异，决定了人类感观具备复杂的主观意

志性。相较于智能产品的记忆算法和深度感知

能力，这便是一种人类主体优势。譬如，在辨

别部分故意遮掩和扭曲图景的场合下，即便人

脑面对着诸多残缺的或者修改过的图片，主观

意识依然能依靠现实印象和整体模块提炼完整

图片，这是长期的生活历练赋予人脑的恒定特

质。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并不是随意

想象的产物，囿于算法技术的程序性与深度学

习信息采集的单向性，风险防控手段应当保持

一定的谦抑性，不能过于唐突或激进。有鉴于

此，技术理念上的操作可行性与技术产品现实

化运用的可行性并不同等。因此，除了技术限

制以外，智能产品的“克隆人”属性及其仿生

神经元的主体资格，会阻碍强人工智能产品独

立刑事责任资格的能力确立。因此，塑造人工

智能产品的独立法律责任，是一种不考虑其他

外在因素的现实结合、唐突、“跃进式”的风

险规制手段。

2. 风险规制方法秉承技术性与比例性。人

工智能风险社会的本体论考察与犯罪构成的本

身存在形式的特性问题研究不谋而合，都旨在

强调一种“区分”的理论分析工具。只不过人

工智能刑事风险与其他犯罪危害行为的区分之

处，在于智能行为更多包涵行为技术性。风险

规制方法应秉持比例性，防止将与智能危害行

为因果关系脱裂的结果纳入行为人刑事责任的

承担范围。在人工智能时代，法益保护或是智

能风险规制手段缺乏比例性，意味着保护目的

的空洞、抽象和泛化。因此，应当在否定人工

智能产品独立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的同时，确立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防控的比例性和适度性原

则。概言之，比例性原则是将智能手段技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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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内容予以排除在刑法规制范畴之外。诸

如，确立可允许性人工智能风险的刑事合法性

事由。前文所述，人工智能刑事风险采取结果

型规制理念予以指导刑法立法的建立，并不排

除科技风险中危险犯的设置，因为其危害结果

本身就是可控制、可视化的。而正是考虑到互

联网、智能工具本身涉及的公共民生以及浓厚

的技术分析，法益保护的扩张才具备可行性。

因此，刑法立法的依据在于确立法益保护的可

行性与必要性，以及技术性与比例性的规制手

段，其是对结果型理念的实质“危险”可识别

性和现实性的价值遵循。

3. 风险消解进程呈现类型性与阶段性。刑

法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指导过程中注重效率

性，集合立法事实的类型化分析，提前将主观

臆造的智能刑事风险予以涤除。诸如，将人工

智能的刑事风险划归为主体、主观、行为三种

风险类型评价。其中，如果智能机器的刑事责

任主体这一前提条件不成立，即使满足后续的

独立意志能力的主观要素风险，也无法将罪责

单独归为智能产品。同理，将人工智能刑事风

险的客观归责理论，细分为“制造、实现、符合”

法律规范系统内的危险，人工制造的危险类型

本身是科技创新过程所能容忍的，亦无法将其

单独进行刑事归责评价。就事实层面而言，机

器人仅是具有操作物体以及感知周围环境的能

力，出于生活情感要素的缺乏，智能机器具有

独立的行为或者自由意志能力，便是杜撰、空

想出来的想法。在人工智能时代，主观风险与

客观风险在危害结果的作用力上总是有所差异

的。通过类型化思维的运用，能够较为妥适地

处理复杂社会生活中，忽视存留于各处的流动

或过渡阶段的无关危险的事实。

而风险消解进程中强调阶段性，旨在表明

人工智能风险产生是一个过程化结果，不是一

蹴而就的。人工智能不仅在于依据智能技术的

强弱和高低，将研发步骤分为强人工智能和弱

人工智能，更在于最终步骤的节点。人工智能

技术产品研发阶段的终点，在于强人工智能的

深度学习，始终是按照研发者、使用者或管理

者的基本思维模式进行的。因而，纵使处于研

发的顶峰期，强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仍然是人

为可控的。贸然将机器人视为“假想敌”，提

出深度学习型人工智能的经验，会导致人工智

能的智力与人类的互动不相匹配。当然，法律

一直都在禁止任何一种可能直接造成损害的行

为，但这是否必须诉诸刑法则有待考究。在科

技社会中也不例外，风险的前期预防确有必要，

但前期预防的限制在哪？引入的人工智能刑事

风险的根基何在？以及据以完全颠覆现有刑法

归责理念的理由是否充足？我们无从得知。面

对科技全球化时代，我们总是习惯于将特定领

域的治理经验套用在人工智能风险治理领域

中，然而，这些经验本身由于情境的差异，有

时与我们努力化解的智能刑事风险的治理困境

并无关联。

可见，基于未来人工智能产品运作系统的

设计预想和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的规划布局，人

工智能技术并无法真正实现如同自然人一般，

进行饱含生活情感的行为自由意志和事物品

质的独立价值判断。因而，采取积极刑法立法

观，单独设置人工智能产品的刑事责任主体，

的确不符合社会基础，更有违时代的科学认知

精神。虽然随着智能科技事实的立法风险剧增

及其样态多元化，与之相匹配，未来中国的刑

法立法从技术层面考虑，需要进行适当规模的

犯罪化 ；但是在此过程中，更应当强调人工智

能刑事风险立法的问题意识、现实意识和实证

支撑，提升人工智能产品法益侵害行为的直观

性、可感性。鉴于此，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归责

边界意识，要求明晰人工智能刑事主体、主观、

行为风险可归属于自然人的评价范畴 ；采用结

果型刑事风险规制理念，对人工智能刑事风险进

行阶段化和渐进式评价，理性塑造新时代与国家

人工智能战略相契合的刑法应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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