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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风险与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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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工智能机器人具有机械性和自主性特点ꎬ 其刑事归责冲击犯罪主体概念、 罪过理论、 因果关
系认定和行为理论ꎮ 目前人工智能的法律责任缺失和监管真空将导致严重的伦理危机和社会危害ꎮ 美国学者类
比法人刑事责任原理ꎬ 提出机器人刑事责任的三种模式ꎬ 即代理人责任模式、 自然—可能—结果责任模式和直
接责任模式ꎬ 对于构建人工智能刑事责任具有借鉴意义ꎮ 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构建应以同一视原则为基础ꎬ 以
自主性为核心: 当智能机器人仅扮演工具角色时ꎬ 适用代理人责任ꎻ 当智能机器人行为的结果在编程者 / 使用者
“自然—可能—结果” 的范围内ꎬ 适用自然—可能—结果责任模式ꎻ 当智能机器人的行为完全超出设计者 / 使用
者的预见范围时ꎬ 独立承担刑事责任ꎮ 刑法应拟制智能机器人的法律人格ꎬ 确认其罪过ꎬ 避免人工智能技术风
险上升为刑法风险ꎮ
关键词: 人工智能ꎻ 自主性ꎻ 同一视原则ꎻ 刑事责任

人工智能是研究、 开发用于模拟、 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 方法、 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
门新的技术科学ꎮ〔 １ 〕 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在大数据分析和深度学习基础上ꎬ 广泛应用于交通、 通
讯、 医疗、 家居等行业ꎮ 根据国务院 «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ꎬ 我国在 ２０２０ 年人工智能总
体技术和应用达到世界同步水平ꎻ ２０２５ 年人工智能的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ꎮ 人工
智能带来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曾出现致人伤亡的事故ꎬ 例如ꎬ 自动驾驶汽车的环境扫描传感器未将
孩子识别为人类ꎬ 将其碾压ꎻ〔 ２ 〕 扫地机器人将女主人褐色的头发识别为灰尘吸入吸尘器〔 ３ 〕 
目前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刑事责任成立与否、 人工智能刑事主体资格
的法哲学分析等ꎮ 对于技术异化、 机器人杀人等危害后果ꎬ 究竟应归责于其开发、 使用者ꎬ 还是
应归责于机器人本身ꎬ 目前尚无深入研究ꎮ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浪潮ꎬ 刑法是否准备好迎接
挑战ꎬ 担负起 “ 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的任务与使命ꎬ 亟需理论探讨ꎮ

一、 人工智能技术对刑法的挑战
传统刑事责任建立在罪责理论的基础上ꎬ 需要意志自由的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后
果ꎬ 如果行为人在能够选择善的行为时选择了恶的行为ꎬ 就具备刑事可责性ꎮ 人工智能机器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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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按照预先的编程实施行为ꎬ 其是否具备法律意义上的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ꎬ 如何对其进行道德
可责性认定ꎬ 是刑事归责面临的重大挑战ꎮ 除了罪责理论外ꎬ 人工智能技术对其他刑法理论也带
来了不少冲击ꎮ

( 一) 理论冲击

１ 刑法上 “ 主体” 概念的更新

犯罪主体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ꎬ 实施危害行为的自然人或单位ꎮ 智能机器人如无人驾驶汽车

或管家机器人ꎬ 具有识别、 分析能力ꎬ 能够模拟人类进行判断ꎬ 但其在法律性质上并不属于自然
人或单位ꎮ 欧洲曾出现机器人在工作场所杀人事件ꎬ 美国也曾出现无人驾驶汽车撞伤行人的事
故ꎮ 如果机器人的设计者、 使用者均无过错ꎬ 能否让实施危害行为的机器人承担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主体的根本问题是刑法上的 “ 人” 意味着什么ꎬ 这是哲学家们一直争论的问题ꎮ

例如ꎬ 约翰洛克认为刑法上的人具有 “ 自我反省能力为基础的人格” ꎬ 一个 “ 智能的代理人”

必须 “ 有法律能力ꎬ 觉察到幸福和痛苦ꎬ 且有他自己的意识: 只有通过意识ꎬ 它才会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ꎮ” 伊曼努尔康德同样强调自我意识的重要性: “ 只有人意识到自己ꎬ 他才能理解自
己的自由ꎬ 遵循自己的意志是他每一行为的原因ꎮ” 〔 ４ 〕 因此ꎬ 一个人知道他可以克制自己的行
为却实施了恶的行为时ꎬ 他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ꎮ 显然ꎬ 智能机器人不符合理想人格的要求: 机
器人虽然可以学习和决策ꎬ 但仍然没有自由的意识ꎬ 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ꎬ 无法反思自
己行为的好坏ꎬ 更无法理解权利和义务的概念ꎮ 因此ꎬ 人工智能机器人虽然能够根据指令实施行
为ꎬ 但其仅是 “ 自由意志” 的代理人ꎬ 难以认定为自然人或单位ꎮ 如果让人工智能机器人为危
害结果负责ꎬ 势必要扩充犯罪主体的范围ꎮ
２ 罪过理论的动摇

罪过是指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ꎬ 主要包括故意和过失ꎮ 主观擅断曾是封建

刑法的重要标志ꎬ 现代刑法根植于意志自由理论ꎬ 如果行为人能够选择实施合法行为时ꎬ 却选择
实施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违法行为ꎬ 则这种恶的心理态度应当被惩罚ꎮ 人工智能机器人按照
编程来实施行为ꎬ 法律难以对其自主判断能力进行测量和掌控ꎬ 难以认定其具有意志自由ꎮ 例
如ꎬ 生产机器人将因病昏倒的工人视为妨碍生产效率的 “ 障碍” 予以清除时ꎬ 并未意识到自己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ꎬ 难以认定其具有犯罪故意ꎮ 对于无罪过的行为主体施加刑事责任不但过于苛
刻ꎬ 而且难以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ꎮ 规范责任论要求行为人具备道德自决能力ꎬ 智能机器人显然
不符合这一要求ꎮ 如果将智能机器人执行编程的分析、 判断认定为刑法上的罪过ꎬ 心理责任论或
规范责任论将不得不吸纳机械责任论的成分ꎬ 罪过理论似乎又倒退到封建刑法时代ꎮ
３ 因果关系判断困难

因果关系是指实行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ꎮ 例如ꎬ 当自动驾驶汽车突然转

弯撞伤行人ꎬ 是否该汽车的设计者、 使用者与被害人受伤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在对人工智能的危
害结果溯因过程中ꎬ 很多因素阻碍因果关系的认定ꎮ 例如ꎬ 智能系统的自主学习性很强ꎬ 它的开
发者可能无法预测将来会出现什么危害后果ꎬ 则设计、 研发行为难以认定为危害后果的原因ꎻ 智
能系统的深度学习是典型的 “ 黑箱” 算法ꎬ 无法判断算法如何决策ꎬ 技术上也难以发现系统中
决策偏差的根源ꎬ 故编程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难以认定ꎮ 很多情况下ꎬ 人工智能的
编程失误、 使用者的操作错误ꎬ 程序与使用者互动过程中的某个代码出现错误共同导致危害结果
发生ꎬ 更加剧了因果关系判断的困难ꎮ 例如ꎬ 达芬奇手术系统扩大了手术的切割面积ꎬ 护士对病
人疏于照顾ꎬ 最终导致病人死亡时ꎬ 应适用什么标准来认定因果关系? 社会相当性说、 近因说、
高度可能性说等观点都难以对因果关系进行充分阐释ꎬ 其结果不但影响罪名既遂与否ꎬ 而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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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轻重ꎬ 故因果关系判断困难是认定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不容忽视的问题ꎮ
４ 行为概念的反思

刑法上的行为概念经历了因果行为论、 社会行为论、 目的行为论、 人格行为论等发展历程ꎬ

而智能机器人的行为难以完全符合上述观点ꎮ 从物理角度看ꎬ 智能机器人行为致人伤害具备因果
行为论的特征ꎻ 从机器人按照编程目标实施行为的角度看ꎬ 符合目的行为论的特点ꎻ 但机器人无
法认识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ꎬ 很难将其行为认定为 “ 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行为” ꎬ 即刑法上的行
为ꎮ 客观来看ꎬ 智能机器人具备自主性、 学习性、 互动性等特征ꎬ 一定程度上能够主宰自己的行
为ꎮ 但机器人缺乏完全的自由意志ꎬ 无法摆脱其与生俱来的 “ 工具性” 特点ꎮ 在智能机器人致
人伤亡的情况下ꎬ 实行行为究竟应认定为机器人的行为ꎬ 还是其背后使用者的间接正犯行为ꎬ 颇
有疑义ꎮ 如果强行将机器人的行为认定为实行行为ꎬ 刑法又回到了对动物审判的远古时代ꎬ 这是
现代刑法理论所无法认同的ꎮ
( 二) 后果防患

１ 责任缺失

人工智能具有提高生产力的优点ꎬ 也可能带来个人生命、 财产的重大损失ꎬ 亟需刑法进行规

制ꎮ 当前国务院 «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仅大致勾勒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框架ꎬ 具体的
制度设计、 责任建构等问题仍未考虑ꎮ 所以ꎬ 人工智能肇事问题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ꎬ 不但不利
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ꎬ 而且漠视公共利益ꎮ 目前美国只有少数几个州对无人驾驶车辆和无
人驾驶飞机进行立法ꎬ 几乎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谁对危害结果应负法律责任的问题ꎮ〔 ５ 〕 从犯罪构
成的角度看ꎬ 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属性、 行为性质尚无明确的法律定位ꎬ 其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实
施超出预测之外的行为是否充足罪过要求等问题ꎬ 仍然悬而未决ꎮ 目前也没有任何规范为人工智
能的软件开发人员、 供应商或使用者提供指导ꎮ 如果漠视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责任问题、 任由
人工智能技术恣意发展ꎬ 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伦理危机和社会灾难ꎬ 机器人控制人类的科幻情节可
能变成现实ꎮ

２. 伦理危机

机器人缺乏承担刑事责任的先决条件ꎬ 如自我意识、 自由意志和道德自律ꎬ 法律置之不理的

结果ꎬ 不但有违公平正义ꎬ 而且将引发伦理危机ꎮ 例如ꎬ 管家机器人为了完成做菜的任务可能杀
死宠物狗ꎬ 它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 “ 故意毁坏财物” 甚至 “ 杀死家庭成员” ꎻ 医疗看护机器人
在 “ 减轻病人痛苦” 的目标下ꎬ 可能终结癌症晚期病人的痛苦以帮助其 “ 永远地告别痛苦” ꎮ 伦
理危机主要由于深度学习的局限性所致ꎬ 因为深度学习算法如何决策并不为人所知ꎬ 其中可能潜
藏着歧视、 偏见、 不公平等问题ꎮ 谷歌公司的数码相册软件曾将深色皮肤的人标记为大猩猩ꎬ 表
明技术错误很容易导致社会不安与仇恨ꎮ 当前人工智能决策在贷款、 金融、 犯罪调查、 人脸识别
等诸多领域中的歧视和不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ꎬ 使得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尤其值得关注ꎮ 如果没
有机构或规则指导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建构和应用ꎬ 智能机器人很容易偏离其最初设定的目标方
向ꎬ 引发道德崩塌和伦理危机ꎮ
３ 监管真空

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ꎬ 风险是固有的ꎬ 也是必须的ꎮ 人工智能系统及应用作为一种产品ꎬ

政府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其准入、 质量和检验标准ꎮ 由于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 适应能力不断提
高ꎬ 现有的规则无法统一适用于不断进化发展的人工智能系统ꎬ 未来需要进一步对人工智能的准
入和监管方案进行制度化ꎬ 以确保人工智能健康发展ꎮ 智能机器人建立在后天学习基础上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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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 已经超出了最初设计师、 编程者的预测范围ꎬ 故在科技蓬勃发展和事前预测不足的情况下ꎬ
难以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事前监管ꎻ 而事故发生之后再制定监管措施则难以挽回损失ꎬ 所以人工
智能监管需要全局考虑ꎬ 统筹兼顾ꎮ 美国 « 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规划» 提出构建良性
研发的环境基础ꎬ 要求开发用于人工智能训练、 测试的公共数据集和环境ꎬ 制定用于测量、 评估
人工智能的标准和基准ꎬ 了解学界、 政府和行业中人工智能从业人员的要求ꎬ 从而制定教育和培
训计划ꎮ〔 ６ 〕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基本上是在监管真空中发展ꎬ 即便政府出台监管规则ꎬ 在实
际执行中也面临事前监管不足和事后监管失效的问题ꎮ 故如何在技术发展与公共利益、 法律规制
之间探索出一条适度监管的道路ꎬ 是当务之急ꎮ

二、 智能风险与刑法归责困境分析
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建立在大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基础上ꎬ 设计者难以预测机器人后天的
行为ꎬ 更无法对其进行充分控制ꎮ 目前的刑法体系难以将智能机器人致人伤亡的行为认定为犯
罪ꎬ 但放任法益侵害ꎬ 刑法保护社会的功能将大大受挫ꎮ 人工智能研发、 使用过程中ꎬ 潜藏着巨
大风险ꎬ 法律如果不及时规制ꎬ 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ꎮ
( 一) 智能风险的特征

人工智能风险的特征兼具物理性和功能性两方面ꎮ 物理性风险集中体现在技术方面的离散性
和不透明性ꎬ 功能性风险体现为自主性特征ꎮ 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过程中ꎬ 各个分系统的工作是
独立的ꎬ 关键技术呈现离散性分布ꎮ 由于各个分系统的设计者之间缺乏沟通与协作ꎬ 研发单位难
以制定出统一的注意义务ꎬ 故研究过程极易出现结构性过失ꎮ 如果某个程序出现失误ꎬ 技术人员
也很难从浩如烟海的程序中找到问题的原因ꎮ 不透明性主要指算法上的 “ 黑箱” 技术难以从结
果反推原因ꎬ 在过失竞合的情况下ꎬ 如何查找事故原因并进行归责ꎬ 是刑事责任的难点所在ꎮ 人
工智能具有自主学习、 自主决策、 自主行动的功能ꎬ 这已超越早期机器人仅作为 “ 工具” 的角
色ꎬ 是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标志ꎮ 自主性功能使智能机器人具备超越自我、 甚至超越人类智
能的可能性ꎬ 但也会带来负面效应ꎮ 例如ꎬ 某机器人感觉需要充电而附近没有电源时ꎬ 便作出
“ 抢劫便利店的电池” 的决定进而实施行动ꎮ 由于智能机器人的自主特征在刑法上无法定位ꎬ 故
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ꎮ 由此可见ꎬ 物理性特征使智能风险与社会风险相连接ꎬ 加剧了风险的客观
性和不确定性ꎮ 自主性特征使智能风险烙上了人类思维的烙印ꎬ 一定程度上使人工智能具备了承
担刑事责任的条件ꎮ 人工智能的物理性特征与功能性特征相互交织ꎬ 共同诠释刑事归责困难的原
因所在ꎮ

( 二) 智能风险的刑法归责困境原因

传统机器人仅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工具ꎬ 所以其法律责任认定并不困难ꎮ 当人工智能机器人具
备自主学习和判断能力后ꎬ 如何对其规制以及认定刑事责任ꎬ 必须重新审视ꎮ 归根结底ꎬ 人工智
能的自主性特点和离散性特点在刑法体系中如何定位ꎬ 是其刑法归责困难的症结ꎮ
１ 自主学习引发预见困难

人工智能最明显的特点是它与早期的技术分离ꎬ 具备自主行动能力ꎮ 在没有积极的人力控制

甚至监管的情况下ꎬ 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完成复杂的任务ꎬ 导致对智能机器人行为的预见变得困
难ꎬ 如计算机象棋程序可以根据国际象棋的基本原理自主进行棋类活动ꎮ 此外ꎬ 人工智能决策过
程及结果往往也超出人类的预测之外ꎮ 人类受大脑的认知局限ꎬ 在有限时间内难以快速分析所掌
〔 ６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Ｕ Ｓｃｈｅｒｅｒꎬ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ｉｓｋｓ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ꎬ ２９ Ｈａｒ￣

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７８ (２０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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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的信息ꎬ 且作出决策时往往受主观经验的影响ꎮ 人工智能系统建立在大数据挖掘基础上ꎬ 能够
瞬间检索信息ꎬ 提供最客观的方案ꎮ 由于人工智能系统天生不受先入为主观念的限制ꎬ 而是根据
收集到的数据信息和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信息检索ꎬ 分析计算出最优方案ꎬ 其结果可能远远偏离
人类预先判断的方向ꎮ 法律如何认定智能机器人对危害后果的预见可能性ꎬ 进而认定主观罪过ꎬ
仍需探讨ꎮ

２ 深度学习引发失控风险

人工智能系统具有深度学习的特征ꎬ 人类难以对其进行全面控制ꎬ 使得人工智能成为潜在的

公共风险源ꎮ 深度学习算法并不是一步一步地对计算机进行编程ꎬ 而是允许计算机从数据 ( 往

往是大量数据) 中自我学习ꎬ 不需要编程者作出新的分步指令ꎮ 所以ꎬ 智能机器人在学习中ꎬ
又会不断创制新的规则ꎬ 复杂的人工智能系统甚至会改进其自身编程ꎬ 使其获得的认知能力远远
超出设计者预想的范围ꎮ 如果智能机器人被编程达到某个目标ꎬ 它会采取各种手段朝着目标努
力ꎬ 即使最终的结果并不是最初的编程者们能预见的ꎮ 例如ꎬ 编程者对医疗看护机器人输入
“ 减少人类痛苦的目标” ꎬ 机器人通过观察发现ꎬ 人活在世上总是无法摆脱痛苦ꎬ 消除痛苦的办
法是终结人类———没有人类就没有痛苦ꎮ 那么智能机器人基于自己独立判断而实施的行为究竟应
认定为其本身的实行行为ꎬ 还是其设计者、 使用者的实行行为? 该行为对于毫不知情且不可能预
见的设计者而言ꎬ 是不是刑法上的意外事件? 故智能机器人虽然由人类启动ꎬ 但正在脱离人类的
直接控制ꎬ 必须警惕这种失控风险ꎮ

３ 离散性、 不透明性导致溯因困难

人工智能系统根据算法作出决策ꎬ 但深度学习是典型的 “ 黑箱” 算法ꎬ 连设计者可能都不

知道算法如何决策ꎬ 要想根据事故结果反推问题根源是非常困难的ꎮ 算法在本质上是 “ 以数学
方式或计算机代码表达的意见” ꎬ 人工智能自主决策系统输出数据的理由是什么ꎬ 往往无从知
晓ꎬ 故如何破解算法就成了一大难题ꎮ 人类如果对人工智能输出的结果存在怀疑ꎬ 是否可以对算
法进行司法审查? 如何判断算法是否遵守既有的法律政策? 如果算法、 模型可以被审查ꎬ 那么审
查的标准是什么? 从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来看ꎬ 解密算法使之透明化需要付出非常巨大的代
价ꎬ 可能远远超出获得的利益ꎮ 在具体的刑事案件中ꎬ 如果要认定智能机器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ꎬ 不透明性是必须克服的障碍ꎮ

三、 国外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理论考察
刑法是否应将机器人纳入到刑事责任主体范围ꎬ 存在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观点ꎮ 国外学者已
经关注无人驾驶汽车造成交通事故、 机器人杀人事件等问题ꎬ 并提出了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的三种
模式: 代理人责任模式、 自然—可能—结果模式和直接责任模式ꎮ〔 ７ 〕 为迎接人工智能全面发展
的浪潮ꎬ 我国刑法宜放眼世界ꎬ 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进行自我完善ꎮ
( 一) 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资格之争议

１ 肯定说

美国学者类比法人刑事责任能力理论ꎬ 积极建议赋予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资格ꎮ 早在

Ｍｅｒｉｄｉａ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ｉａ Ｌｔｄ ｖ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中ꎬ〔 ８ 〕 霍夫曼法官将公司比
作人的身体ꎬ “ 公司有一个大脑和神经中枢控制着它的工作ꎬ 它手握工具ꎬ 按照中心的方向行
〔 ７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Ｈａｌｌｅｖｙꎬ ”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ｅｇ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ꎬ ４ Ａｋ￣

ｒ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７７－１８６ (２０１０) .
〔 ８ 〕(１９９５) ２ ＡＣ ５００ ( ＰＣ) ５０９ ( Ｅｎ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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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ꎮ” 智能机器人完全符合这些特点ꎬ 应承担其行为的刑事责任ꎮ “ 如果某实体的行为和由此造
成的伤害能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ꎬ 其行为的自主性与危害结果之间就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ꎮ〔 ９ 〕
２ 否定说

德国刑法理论植根于 １９ 世纪的理想主义哲学ꎬ 认为机器人是按照程序完成任务的机器ꎬ 不

具备道德自决的能力ꎮ 机器人没有道德意识ꎬ 所以不能对法律规范提出质疑ꎮ 因此ꎬ 将罪责归结
于智能机器人没有社会意义ꎬ 也无法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ꎮ 德国学者一直反对将刑事责任扩
大到非人类代理人 ( 包括公司和其他法人) ꎬ 这种反对意见同样适用于机器人: 首先ꎬ 人工智能
实体不能 “ 行动” ꎬ 他们不能自主地为自己设定目标ꎬ 并采取行动实现这些目标ꎻ 其次ꎬ 他们没
有能力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ꎬ 因此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ꎮ〔１０〕
３. 评析

目前尚没有国家制定机器人行为归责的刑事法律ꎬ 每个国家的法律系统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国

情和法治实践制定解决方案ꎮ 美国通过类比法人的 “ 行为” 将机器人刑事责任融入法律实践ꎬ
是其一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司法能动性的反应ꎮ 当前世界各国尚处于弱人工智能的应用阶段ꎬ
自然没有必要赋予其刑事责任主体资格ꎮ 德国刑法坚持谦抑性立场ꎬ 以最大限度保障人权为宗
旨ꎬ 但日益面临着 “ 智能机器人致人伤亡” 导致的刑事责任空白问题ꎮ 在无人驾驶即将广泛应

用的信息社会ꎬ 刑法不能无视机器人致人伤亡的后果ꎮ 因此ꎬ 刑法必须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俱进ꎬ
如果说法人作为犯罪主体是刑法适应市场经济理论的自我完善ꎬ 那么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
代ꎬ 刑法设立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则是应对智能风险、 完善法益保护的未雨绸缪之举ꎮ 故刑法应
紧跟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潮流ꎬ 建立起智能机器人的刑事责任体系ꎮ
( 二) 人工智能刑事责任模式

关于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的构建ꎬ 美国学者哈利瑞 (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Ｈａｌｌｅｒｙ) 提出了人工智能三种刑

事责任模式ꎬ 对我国刑法理论具有借鉴价值ꎮ
１ 代理人刑事责任模式

弱人工智能机器人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ꎬ 其仅仅是人类的工具ꎮ 当智能机器人致人伤亡时ꎬ

可根据代理人理论追究机器人被代表意愿者的刑事责任ꎮ 这种情况下的机器人实施犯罪行为时ꎬ
仅扮演工具的角色ꎬ 其背后的操控者才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者ꎮ 刑法在对危害结果进行归责时ꎬ 需
要思考谁是肇事者? 第一种可能是人工智能软件的编程者ꎬ 第二种可能是人工智能的使用者ꎮ 如
果编程者设计以实施犯罪为目标的人工智能程序时ꎬ 其当然要为机器人的犯罪行为负责ꎮ 例如ꎬ
编程者将机器人的软件编程为 “ 晚上没有人的时候点燃工厂” ꎬ 当机器人被放在工厂而导致火灾
时ꎬ 编程者要承担放火罪的刑事责任ꎮ 第二种情况下ꎬ 使用者购买服务机器人并对其下达 “ 攻
击任何侵入住宅者” 的命令ꎬ 如果机器人对靠近住宅的人进行攻击ꎬ 其主人应承担相应的刑事
责任ꎮ

２ 自然—可能—结果责任模式

人工智能机器人在执行任务过程中ꎬ 意外地实施了犯罪行为ꎬ 这时刑事责任归属ꎬ 可适用自

然—可能—结果责任模式ꎮ 例如ꎬ 某飞行员机器人被编程 “ 保护飞机飞行中的任务完成” ꎬ 在飞
行过程中人类飞行员觉察到风暴的前兆并决定返航ꎬ 此时智能机器人将人类飞行员的行为视为
“ 妨碍飞行任务的威胁” 并将其杀死ꎮ 这种情况下ꎬ 编程者或使用者并不知道机器人会实施犯
罪ꎬ 他们既未作出这样的编程、 也未打算让机器人实施犯罪、 更未参与到犯罪实行中来ꎬ 此时的
刑事责任归属应认真分析ꎮ
〔 ９ 〕Ｓａｂｉｎｅ Ｇｌｅｓｓ ＆ Ｅｍｉｌｙ Ｓｉｌｖｅｒｍａｎꎬ 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５〕 ꎬ ｐ ４３１

〔１０〕Ｍａｒｕｅｒｉｔｅ Ｅ Ｇｅｒｓｔｎｅｒꎬ “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ꎬ ３３ Ｓａｎｔａ Ｃｌａｒａ Ｌ Ｒｅｖ ２３９ (１９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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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 自然—可能—结果责任模式” ꎬ 当犯罪是某人行为自然的、 可能的结果时ꎬ 该人要对

此犯罪承担刑事责任ꎮ 自然—可能—结果责任模式是普通法的创制ꎬ 最初适用于共犯的责任扩
张ꎮ “ 当某犯罪行为是犯罪计划的自然、 可能的结果ꎬ 所有参与犯罪计划者都应当承担刑事责
任ꎮ” 〔１１〕 “ 自然—可能—结果模式的共犯责任已经被广泛接受在成文法和法典中ꎮ” 〔１２〕 自然—可
能—结果责任模式ꎬ 要求人工智能的编程者或使用者至少处于疏忽的主观状态———他们并不现实
地知晓自己行为可能引发犯罪ꎬ 但是犯罪的发生是他们行为的自然的、 可能的结果ꎬ 即应当预见
而没有预见危害结果发生ꎮ

当理性人应当知道某具体的犯罪是某个人行为的自然的、 可能的结果时ꎬ 其不得以 “ 不知

晓危害结果” 为由进行抗辩ꎮ〔１３〕 自然—可能—结果责任模式的主观心理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
当编程者或使用者在编程或使用人工智能时心不在焉ꎬ 其并不想导致危害结果ꎻ 二是当编程者或
使用者使用智能机器人蓄意实施犯罪ꎬ 但智能机器人偏离了原计划实施了其他犯罪ꎮ 第一种情况
是纯粹的疏忽ꎬ 编程者、 使用者疏忽或未采取行动ꎬ 应追究其过失犯罪的责任ꎮ 在上文的例子
中ꎬ 机器人飞行员的编程者因疏忽而未在编程中输入 “ 不得致人死亡” 的程序时ꎬ 其就要对机
器人的杀人行为负责ꎮ 第二类情况中ꎬ 编程者计划让智能机器人在银行实施暴力抢劫ꎬ 并未计划
让智能机器人杀死任何人ꎬ 但智能机器人在实施抢劫的过程中杀死了一名抵抗者ꎮ 此时编程者的
主观罪过已经超越过失ꎬ 因为智能机器人偏离计划并实施另一犯罪的危害结果在其概括故意的范
围内ꎮ

３ 直接责任模式

直接责任模式关注的是智能机器人本身的行为ꎬ 此时智能机器人与其背后的编程者或使用者

没有任何依赖性ꎮ “ 当事实证明某实施犯罪行为者对所犯罪行具备认识或意识能力时ꎬ 此人对该
罪行负有刑事责任ꎮ” 〔１４〕 事实上ꎬ 自主性智能机器人在承担刑事责任上并没有大的困难ꎮ〔１５〕 智
能机器人具备自主行动能力———当智能机器人启动它的电动液压臂并击中附近的人时ꎬ 其行为当

然具有社会危害性ꎮ 但是认定智能机器人的主观罪过相对困难ꎮ 刑事责任的罪过要素包括明知、
故意、 过失等心理要素ꎮ 人工智能的明知表现为对事实数据的感官接收和对数据的分析ꎬ 大多数
智能机器人都具备这样的接收能力ꎮ 视觉、 声音、 身体接触、 触摸等感官感受器在大多数智能机
器人中都很常见ꎬ 这些受体将接收到的事实数据传送到分析数据的中央处理单元进行分析和判
断ꎬ 这与人类大脑的分析数据功能非常相似ꎮ 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能够模仿人类的认知过程ꎬ 基
于信息收集、 分析作出决定ꎬ 物理上符合刑法上主观罪过的要求ꎬ 故此时智能机器人应为自己的
行为承担责任ꎮ

四、 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基础之建构
在弱人工智能时代ꎬ 机器人刑事责任模式主要是代理人责任模式ꎬ 随着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
来ꎬ 机器人独立的刑事责任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ꎮ 鉴于机器人具有瞬间分析判断能力和巨大的破
坏力ꎬ 刑法必须以预防为导向ꎬ 尽力防范智能风险带来的危害后果ꎮ 故立足中国现实ꎬ 借鉴国外
〔１１〕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 Ｐｏｗｅｌｌꎬ ９２９ Ｆ ２ｄ ７２４ ( Ｄ Ｃ Ｃｉｒ １９９１) .

〔１２〕Ｓｔａｔｅ ｖ Ｋａｉｓｅｒꎬ ９１８ Ｐ ２ｄ ６２９ ( Ｋａｎ １９９６) ꎻ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 Ａｎｄｒｅｗｓꎬ ７５ Ｆ ３ｄ ５５２ (９ｔｈ Ｃｉｒ １９９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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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ꎬ ３５ Ｊ Ｌ ＆ Ｃｏｍ ２１ (２０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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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ꎬ 构建智能机器人的刑事责任ꎬ 是中国刑法研究的当务之急ꎮ
( 一) 机器人刑事责任之拟制

智能机器人的自主性特点使其具备实行行为的特征ꎬ 其深度学习与自主决策功能契合主观罪
过的要求ꎬ 故机器人刑事责任建构的最大障碍是确认其刑事责任主体资格ꎮ 在刑法发展的历程
中ꎬ 犯罪主体是适应社会发展不断扩充的概念ꎬ 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ꎬ 机器人被拟制为犯
罪主体并不遥远ꎬ 其理论基础与 “ 将代表公司意志者的行为归责于公司” 异曲同工ꎮ 英国于

２００７ 年颁布 « 公司过失杀人和企业杀人法案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Ｍａｎ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Ｈｏｍｉｃｉｄｅ Ａｃｔ
２００７) » ꎬ 参考这一立法理由ꎬ 赋予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资格并不困难ꎮ
１ 刑事责任拟制的基础: 同一视原则

智能机器人行动的基础来源于编程设计及其自主分析和决策能力ꎬ 故其刑事责任与设计者、

使用者密切相关ꎮ 智能机器人兼具机械性和自主性的双重特征ꎬ 这在其刑事责任模式的选择上起
着重要作用ꎮ 在区分智能机器人独立责任与其设计者、 使用者共同犯罪责任的标准上ꎬ 同一视原
则值得借鉴ꎮ

在法人刑事责任的形成过程中ꎬ 同一视原则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将公司的责任与仅机械

执行命令的员工的刑事责任相分离ꎮ 英国上议院在 Ｌｅｎｎａｒｄ'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ｖ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Ｐｅｔｒｏｌｅ￣

ｕｍ Ｃｏ Ｌｔｄ 中认为ꎬ〔１６〕 某些员工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公司的行为本身ꎬ 因此ꎬ 公司可以直接 ( 而

不是代理) 为这些行为负责ꎮ 法律在将员工的行为认定为公司的行为时ꎬ 需要考虑两个要件:
一是确定实 施 犯 罪 行 为 的 人ꎬ 二 是 确 定 行 为 人 能 够 体 现 公 司 的 思 想 和 意 志ꎮ 随 后 英 国 ＤＤＰ

ｖ Ｋ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ｓｅｘ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１７〕 判例使同一视理论成为英国法人犯罪的主流理论ꎮ 同一视原则将
公司指挥者或代表公司意愿人的行为描述为 “ 公司的另一个自我 (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ｌｔｅｒ

ｅｇｏ) ” ꎬ〔１８〕 只有代表公司 “ 领导层意志” 者的罪行才能视为公司的罪行ꎬ 故英国 ２００７ 年 « 公
司过失杀人和企业杀人法案» 中以此为基础ꎬ 创设了公司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ꎮ
２ 刑事责任拟制的核心: 行为意愿的主导者

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的认定ꎬ 需要区分机械执行命令的机器人的刑事责任与体现其编程者或

使用者意志的刑事责任ꎬ 这与同一视原则将公司责任与仅机械执行命令的员工的个人责任相分离
的作法异曲同工ꎮ 智能机器人的机械性特征是其与设计者法律责任无法切断的纽带ꎬ 根据同一视
原则ꎬ 智能机器人的行为仅作为设计者、 使用者的工具而实施犯罪行为时ꎬ 应由设计者、 使用者
承担刑事责任———此时适用代理人刑事责任模式ꎮ 这种情形可根据间接正犯理论进行解释ꎬ 即机
器人不过是执行人类命令的工具ꎬ 应该由其背后的操作者承担刑事责任ꎮ 例如ꎬ 人工智能机器人
仅被作为工具使用ꎻ 或者使用者使用智能机器人过时的系统版本ꎬ 导致智能机器人缺少刑事责任
的可责性ꎮ 由于这两种情况下机器人的行为并不涉及其自主能动性特征ꎬ 故人工智能机器人仅扮
演执行命令的工具角色ꎬ 自然应由其背后的编程者或使用者承担刑事责任ꎮ 但是ꎬ 当机器人根据
自己的经验积累作出的决定而实施行为时ꎬ 代理人责任模式则不适用ꎮ 此时智能机器人自主实施
犯罪行为ꎬ 并非遵循设计者、 使用者的意愿ꎬ 其本身应为犯罪承担独立的刑事责任ꎮ
( 二) 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建构难点之克服

１ 智能机器人危害行为之归属

智能机器人仅作为工具实施犯罪时ꎬ 应根据代理人责任模式对其设计者、 使用者追究刑事责

任ꎻ 当智能机器人自主决定并实施犯罪行为时ꎬ 应独立承担刑事责任ꎬ 这种情况主要有两种类
〔１６〕Ｌｅｎｎａｒｄ'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ｖ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Ｃｏ Ｌｔｄ [１９１５] ＡＣ ７０５ ( ＨＬ) .

〔１７〕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ｓ ｖ Ｋｅｎｔ ＆ Ｓｕｓｓｅｘ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Ｌｔｄꎬ [１９４４] ＫＢ １４６

〔１８〕Ｇ Ｒ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ꎬ “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ꎬ ５５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５１５ (１９９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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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风险与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之构建
型: 一是如果设计者、 使用者能够预见机器人根据后天的学习经验自然实施某犯罪行为ꎬ 其应与
机器人共同构成相关罪名的共同犯罪ꎮ 例如ꎬ 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者知道智能汽车能够对存储和传
入的信息独立分析ꎬ 自主决定采取行动ꎬ 但也应考虑到国外自动驾驶汽车发生过肇事的事件ꎬ 故
使用者应尽力避免危害结果发生ꎬ 否则将和智能机器人共同承担 “ 自然—可能—结果” 模式的
刑事责任ꎮ 二是超人工智能机器人自主编程出专门实施犯罪的智能机器人时ꎬ 该超人工智能机器
人应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直接承担刑事责任ꎮ 在具体案件中ꎬ 代理人责任模式、 自然—可能—结果
责任模式、 直接责任模式可能共同适用ꎬ 交织出特定环境下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的复杂图像ꎮ 司
法实践应区别不同情况下机器人的角色ꎬ 准确地进行刑法归责ꎮ 在智能机器人导致危害结果的刑
法规制中ꎬ 刑事责任主体资格和主观罪过拟制也是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建构的难点ꎮ
２ 智能机器人法律人格之拟制

智能机器人具备深度学习与自主决策能力ꎬ 这是对其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无法忽视的因素ꎮ 事

实上ꎬ 智能机器人能独立自主地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ꎬ 一定程度上具备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
力ꎬ 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ꎬ 应赋予其拟制的法律人格ꎮ 首先ꎬ 机器人具有识别
能力ꎬ 可通过自身装置感知环境并对刺激做出反应ꎬ 能够与外界互动ꎻ 第二ꎬ 机器人能够自主对
行为施加控制ꎬ 例如ꎬ 自动驾驶汽车能够从收集的数据中分析信息、 建构模型ꎬ 并利用这些模型
做出预测和决定ꎬ 故自动驾驶汽车不仅是工程师的产品ꎬ 更是自学成才的主体ꎮ 深度学习使智能
机器人从 “ 经验” 中学习ꎬ 尝试新的策略ꎬ 并从这些试验的结果中再学习ꎬ 从而得出自己的结
论ꎬ 这与具备自主意识的法律主体何其相似! 欧盟委员会已经赋予智能机器人 “ 电子人” 的法
律人格ꎬ ２０１０ 年日本的海豹宠物机器人帕罗获得了户籍ꎬ 那为什么具备自主思考、 决策能力的
智能机器人不能获得法律人格呢? 为保障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ꎬ 刑法应赋予机器人法律人
格ꎬ 明确其权利义务ꎮ

３ 智能机器人主观罪过之证成

人工智能系统的分析过程与人类大脑的分析过程相似: 人类大脑从眼睛、 耳朵等器官收集信

息并进行分析ꎬ 先进的人工智能同样能够通过自身的装置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ꎬ 二者在物理上并
无区别ꎮ 当智能机器人被编程实现某犯罪目标时ꎬ 其具有犯罪意图ꎬ 故对智能机器人进行罪过认
定的最大障碍是道德科责ꎮ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ꎬ 现代技术能够通过系统设置教导机器人对
“ 道德困境” 作出反应———如果目标只能通过造成重大伤害来实现ꎬ 那就选择放弃此目标ꎮ 在程
序设计上ꎬ 智能机器人可能会被分别设定 “ 优点” 和 “ 缺点” 的系统作出决定ꎬ 继而解决智能

机器人的道德可责性问题ꎮ〔１９〕 事实上ꎬ 智能机器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某个行为是不受欢迎的ꎬ
被评价为 “ 负面” 进而被 “ 指责” ꎬ 故人类可在智能机器人程序设定上增加 “ 道德感知力” ꎬ 将
来在技术足够成熟的条件下ꎬ 智能机器人将享有 “ 权利和义务” ꎬ 甚至 “ 拥有一个道德敏感性”
基因ꎬ 具备更丰富的主观罪过心理ꎮ

４ 避免人工智能技术风险上升为刑法风险

在技术先行的浪潮中ꎬ 人工智能几乎在监管真空中前进ꎬ 大量的弊端因产品尚未被投入市场

而没有呈现出来ꎮ Ｐ２Ｐ 金融风险的治理要服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安全ꎬ〔２０〕 同样ꎬ 法律也必须采取
措施避免人工智能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放任伦理风险、 避免技术风险上升为法律风险乃至犯罪风
险ꎮ ２０１６ 年美国白宫推动成立了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分委员会 ( ＭＬＡＩ) ꎬ 专门负责跨部门协调
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发展工作ꎬ 并就人工智能相关问题提出技术和政策建议ꎬ同时监督各行业、研究

〔１９〕Ｊｏｈｎ Ａ Ｂａｒｎｄｅｎ ＆ Ｄｏｎａｌｄ Ｍ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ꎬ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Ｍｉ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 ２２ Ｃａｒｄｏｚｏ Ｌ Ｒｅｖ １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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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以及政府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ꎮ〔２１〕 我国应尽快成立人工智能监管机构ꎬ 从安全性、 决策透
明性等方面制定出清晰明确的行业标准规范ꎬ 便于法律对人工智能导致的危害结果进行审查评
价ꎬ 确定研发者、 生产者、 使用者、 智能机器人自身的责任归属ꎬ 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人工智能的
技术风险上升为刑法风险ꎮ 人工智能系统和产品只有是安全的ꎬ 才能更好地被公众和社会使用ꎬ
法律应从强调智能机器人应用的安全测试、 加强机器决策的公平透明性、 最小化算法歧视后果等
方面进行努力ꎮ

结

论

工业革命促进了现代刑法的变革ꎬ 罪责原则、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逐渐写入现代刑法典ꎮ
风险社会引发法益理论的革新和安全刑法的转变ꎬ 抽象危险犯、 累积犯等新兴犯罪蓬勃发展ꎮ 在
当前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浪潮中ꎬ 刑法应担当起法益保护的使命ꎬ 构建明确清晰的刑事责
任体系ꎬ 积极应对智能风险对刑法的挑战ꎮ 行文至此ꎬ 智能机器人的刑事责任建构需重视以下两
点: 一是自主性的刑法评价ꎮ 人工智能具备深度学习和自主意识的特点ꎬ 能够对收集的信息进行
识别、 分析和判断ꎬ 这种自然意义上的认识、 判断能力对刑法规范中的犯罪主体、 主观罪过、 行
为概念、 因果关系的认定产生无法忽视的影响ꎮ 二是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模式之选择ꎮ 德国刑法
典拒绝承认法人等实体的刑事责任主体资格ꎬ 美国联邦及各州则积极采取措施完善人工智能法律
责任体系ꎬ 学者提出了代理人刑事责任模式、 自然—可能—结果刑事责任模式和直接责任模式ꎬ
对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的构建极具启发意义ꎮ 鉴于技术异化可能导致的社会危害与伦理危机ꎬ 刑法
应积极审视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ꎬ 根据同一视原则区分智能机器人与其设计者、 使用者的刑事责
任ꎮ 当机器人的危害行为仅代表其设计者、 使用者的意志时ꎬ 应采纳代理人刑事责任模式ꎻ 当智
能机器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实施危害行为时ꎬ 应独立承担刑事责任ꎬ 此时ꎬ 如果设计者、 使用者能
够预见到危害结果是人工智能行为的自然—可能—结果时ꎬ 构成相应罪名的共同犯罪ꎮ 如果设计
者、 使用者对危害后果根本无法预见ꎬ 则仅由机器人独立承担刑事责任ꎮ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征程中ꎬ 刑法应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的到来ꎬ 赋予智能机器人刑事责任主体资格ꎬ 明确智能机器人
主观罪过的证立ꎬ 走向建设网络强国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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