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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法治专题

民事责任在人工智能发展
风险管控中的作用
杨立新
（ 天津大学法学院

天津

300072）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既给人们带来了生活 、生产便利，也给人们带来现实风险和可
能风险，民法应当在管控人工智能发展风险中发挥作用 。基于民法人与物二分传统格局和人工智
能产品是物的法理基础，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的现实风险和可能风险能够发挥重要的管控作用 。
首先应当区分人工智能产品致人损害 ，发生的是人的责任还是物的责任，根据其性质认定民事责
任主体，确定民事责任的归属。其次，对现实风险而言，适用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则，因人工智能产
品缺陷所致损害适用物的责任，因人的过失操作所致损害适用人的责任 。再次，对可能风险而言，
适用民事责任的一般规范，通过限制人工智能的无序发展以及禁止技术滥用规则进行事先防控 ，
防止人工智能发展出现危害人类的后果 。
关键词：人工智能

现实风险

可能风险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已经远远超

管控

民事责任

展的路径和方向，保证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生存

出了人们的预期，出现了从未预料的新情况。

和发展的方向发展。 在这其中，民事责任将发

在这些新情况中，存在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

挥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否能够发生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安全的现实
和可能的风险。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风险的担

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已经存在和可能发
生的风险

忧并非是“杞人忧天 ”，而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人工智能分为三个层次，即作为工具的弱

和客观性。对此，必须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对

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意识类似于人的强人工智

人工智能发展风险进行管控，规范人工智能发

能、超越人类的超人工智能。 当代社会已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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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人工智能时代，从智能机器人、智慧家居弱

人工智能发展形成不可控风险的主要原

人工智能，到无人驾驶、无人工厂等强人工智

因，是受现有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 人工智能

能，人工智能技术已被应用到社会生活和生产

技术自身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而技术

领域，改变我们的生活。人工智能在给社会带

的不确定性是由于人工智能的自主性越来越

来巨大便利，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会侵

强，“自主”就意味着人类对其“失控”。受样本

犯个人信息和隐私权，造成其他的社会风险，甚

空间大小的限制，人类的经验认知具有局限性，

至危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例如，有人正在研

大数据科学的发展和机器学习能力的提升，可

制人工智能的杀人机器人，被追杀的人几乎无

能会突破人类认知的局限，因此人工智能把技

法进行预防和抵抗，进一步发展，将会是人类毁

术失控推向了一个新高度。④

灭性的噩梦。① 因此，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强调指出： “人工智能是影响面广的
颠覆性技术，可能带来改变就业结构、冲击法律
与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私、挑战国际关系准则
等问题，将对政府管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乃
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② 总之，人工智能
技术虽肇始于人类智慧的发明创造，但是其风
险也来源于人类的管控不足与无法管控。 一方
面，人类受到现阶段科技水平的制约，容易管控
不足； 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远超人类的智慧

不仅如此，人类自己并非是都能约束自己
行为的整体，而是表现为各个有独立意志的个
体，每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人都有选择自己行
为的能力，当研究人员背离研究宗旨，脱离人
伦、道德、法律的约束，无序发展，或者恶意而
为，
利用机器学习的能力，创造出能够毁损人类
生存和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最终损害人类自
己的利益。目前出现的违法编辑人类基因的高
科技研究行为，就是最好的例证。⑤
（ 二） 人类将无法管控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水平，人类将无法管控。鉴于此，人工智能技术
发展存在现实风险与可能风险。对于这些存在
的风险，应当纳入民法规范的轨道。

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受历史条件的制约；
人工智能的能力是无限的。 对于“人工智能是

（ 一） 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管控不足

否能超过人类的智慧水平 ”这一问题，部分学

现阶段人工智能面临着技术和制度方面的

者持否定意见。 其主要论据在于机器是人造

风险，主要是安全保障技术的不完善、高密度的

的，
其性能完全是由设计者规定的。 因此，无论

关联风险增加、安全责任归责问题、技术标准不

如何其能力也不会超过设计者本人。 诚然，对

统一，与网络安全监管不匹配等方面。③ 笔者认

于不具备学习能力的机器而言，这种意见是正

为，只要管控不足，或引导不当，人工智能就会

确的。 对 具 备 学 习 能 力 的 机 器 而 言，仍 值 得

超出人类控制范围。 若任由人工智能盲目发

商榷。
学习是人类独有的智能行为，是人区别于

展，最终形成不可控的技术风险，必将损害人类
的根本利益。
①

动物的主要标识。 但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

李俊： 《26 国 AI 技术领袖上书要求联合国禁止“杀人机器人”的研发与使用》，载《计算机与网络》2017 年第 18

期。
参见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 2017） 35 号］。
③ 吴沈括、罗瑾裕： 《人工智能安全的法律治理： 围绕系统安全的检视》，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18 年第 39 期。
④ 张成岗： 《人工智能时代： 技术发展、风险挑战与秩序重构》，载《南京社会科学》2018 年第 5 期。
②

⑤

金振娅、
严圣禾： 《“基因编辑婴儿”涉嫌严重违背医学伦理、
学术伦理》，
载《光明日报》2018 年 11 月 27 日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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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机器学习的功能。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

利保护、政府管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严

科学，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计算机如何在经验学

重影响。

习中改善具体算法，通过经验自动改进计算机

可以预见的是，人工智能在更远的未来将

算法的研究，使用数据或以往的经验，优化计算

会远远超过人类的智慧，使人类的智慧所无法

机程序的性能标准。机器学习是研究如何使用

比拟。但若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陷入无序化状

机器来模拟人类学习活动的科学，是研究机器

态，必定会给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风险。

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能，并识别现有知识的学问。
就现在的发展趋势而言，具备机器学习功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始终存在着的巨大风
险，
既包括现实风险，也包括可能风险。 现实风

能的人工智能在应用中会不断地提高自身能

险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侵害隐私、

力，设计者本人也无法知晓它的能力能够达到

个人信息等侵害人的权利的已经发生或者正在

何种水平。因此，人工智能发展将会远远超过

发生的风险。可能风险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尚

人类智慧的水平。AlphaGo Zero 打败世界围棋

未发生，但是可能存在并且有可能发生的破坏

冠军的事实足以让我们知道，人工智能产品可

伦理、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安全的风险。 换言

以突破人类智慧的极限。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

之，现实风险是人工智能已经存在的一般风险，

生活的秩序将会被人工智能所打破。人工智能

而可能风险是人工智能将来可能发生的重大风

的发展具有无限的广泛性和不可预知性。 当人

险。对于人工智能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风险，必

工智能发展超出人类智慧水平时，人类将难以

须纳入法律特别是民法规范的轨道，接受民事

控制人工智能发展的风险。如何面临这种尴尬

责任的规制。

的局面，就需要我们正确设计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风险防控的法律安排。

二、民法在管控人工智能发展风险的基本
作用

（ 三）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的风险

私法调整市民社会的所有民事法律关系。

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在发展，这样的发展速

面对人工智能发展存在的风险，民法必须发挥

度和后果，已经引起人类社会颠覆性的改变。

其调整作用，将现实风险和可能风险进行民法

这既令人欣喜，也令人担忧。

的管控。例如，救济人工智能技术在实际应用

作为影响面特别广泛的颠覆性技术，目前

中造成的损害，确认人工智能产品的法律地位。

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改变就业结构，办

此外，“人工智能代理 ”、隐私和数据保护问题

公机器人的应用，将会影响数十人甚至数百人

等都给民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因此，不论是在

的就业问题； ⑥二是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例如

事前预防或者事后救济方面，民法必须充分发

将人工智能机器人登记为公民而混淆人与物的

挥在管控人工智能发展风险中的基础性作用。

界限、提供性爱机器人解决人的性需求； ⑦ 三是

（ 一） 民法事前预防人工智能发展风险

侵犯个人隐私，人工智能几乎无孔不入的能力，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民法能够发挥其预防

使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极容易被暴露。⑧ 因人

功能。一方面，对于不影响人类生存根本利益

工智能的应用而产生的这些问题，将对人的权

的人工智能，通过限制无序发展进行一般性预

⑥ 创新科技编辑部： 《办公替身机器人》，载《创新科技》2010 年第 12 期； 银昕： 《医生会被人工智能代替吗？》，载
《中国经济周刊》2017 年第 46 期。
⑦ 《沙特授予机器人公民身份，是惊喜还是惊吓？》，载《中国经济周刊》2017 年第 43 期。
⑧ 李玲、尤一炜： 《喜达屋酒店约 5 亿人次开房信息或泄露》，载《南方都市报》2018 年 12 月 1 日 A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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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另一方面，对于影响人类生存根本利益的人

人力将有所不及。

工智能，通过禁止技术滥用进行特殊性预防。

（ 二） 民法事后救济人工智能风险损害

第一，民法应当限制人工智能的无序发展。

人工智能风险已经部分转化 为 损 害。 对

当强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人的行为甚至情感时，

此，民法作为权利法，理应制裁侵权行为，以救

会挑战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秩序。 首先，人工智

济损害。

能没有道德观念，只能依据输入的算法和程序

第一，民法必须管控人工智能对个人信息

作出选择，如果出现算法偏差和算法错误，将会

和隐私的侵权行为。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对人类的自主性、公正性甚至生存造成威胁。

下，
许多互联网技术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实

其次，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有可能加剧人文精

现了信息的精准分发，通过算法了解用户需求，

神的衰落，如果用算法处理人类所有的行为、感
情、事件以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些人类所特
有的活动会逐渐丧失人性，可能会导致“数学
人类”的社会伦理风险出现。⑨ 伦理风险虽然对
人类而言并不是毁灭性的、颠覆性的风险，但其
对社会的稳定和平衡、人的价值观具有重要影
响。因而，民法应当对人工智能无序发展所引
发的伦理风险予以强烈关注。
第二，民法必须禁止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技
术滥用。正如学者所云，当技术成为社会的主
导力量时，技术滥用的危机会成为人类面临的
共同难题，人工智能技术将可能导致社会的变
革甚 至 是 对 文 明 的 颠 覆 和 对 社 会 格 局 的 重
甚至会成为人类的灾难，
瑠
影响人类的生存
整，瑏

和发展。例如，当年原子能技术的高速发展所

根据用户需求对其推荐信息或广告。 通过人工
智能技术，对数据和信息的广泛搜集与掌握，汇
聚成巨大的信息库、数据库，酝酿着信息泄露的
现实风险，不法分子只需要攻击数据库，就能够
瑏
瑡在某种程度上，
在人工智能
获得大量的信息。

技术面前，人们仿佛穿上了“透明衣 ”，毫无隐
私可言，个人信息也受到严重侵犯，数据收集过
程中的公开性、透明性和合法性更是受到了威
此外，
瑢
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制造者收集了
胁。瑏

消费者的海量个人信息，热衷于建设智慧城市、
智慧政府、智慧法院的公权力部门会求助他们
提供公民的信息，模糊了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
的边界，使政府监管的对象成为政府的合作伙
伴，
甚至成为实际控制者，个人隐私的防范对象

产生的原子弹、氢弹等，如果没有人类有理性的

瑏
瑣 人工智能技术
也从私主体扩大到权力机关。

防控，至今在世界上存在的原子弹和氢弹等将

还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肖

会毁灭人类几十次，甚至更多。 而在人类的理

像的保护、个人声音表情等人格利益的保护都

性控制下，只将其使用于对非正义战争的制止。

带来了挑战。如何从技术层面和法律层面规范

同样，如果非理性地研制杀人机器人而不加以

智能机器人搜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问题，是民

规范或者禁止，在发展到强人工智能甚至超人

法学面临的又一个新挑战。

工智能时，将会对社会造成威力巨大的破坏，而

第二，民法应当制裁人工智能发展中出现

⑨ 参见［美］卢克·多梅尔： 《算法时代： 新经济的新引擎》，胡小悦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9 页； 马治国、
徐济宽： 《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及法律防控监管》，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6 期。
瑠 马治国、徐济宽： 《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及法律防控监管》，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瑏

18 期。
瑡
瑏


刘宪权： 《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与刑法应对》，载《法商研究》2018 年第 1 期。

瑢
瑏


刘宪权、林雨佳：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风险的刑法应对》，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 5 期。
郑戈： 《人工智能与法律的未来》，载《探索与争鸣》2017 年第 10 期。

瑣
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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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型侵权行为。 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

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多年前出现的克隆

能只能根据设计和编程内容对外界刺激做出应

技术一样，只要全面分析、认真对待，用现行民

对，故只需要对产品研发者或使用者的行为进

法的基本制度进行适当调整，就可以管控人工

行规制即可。 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强

智能发展的风险，而不需要改变民法的基本理

人工智能产品可以产生自主意思和自我意志，

瑧
 比如，对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 确
念和规则。瑏

其可能会在设计和编程范围外实施行为，对人

认，对人工智能造成损害的责任承担等问题，都

类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人工智能技术的

 即
瑏
可以纳入现行民法体系中寻求解决办法。瑨

发展带来的新的侵权行为，究竟应当如何界定，

使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达到了超人工智能的

遵
瑤
如何对损害进行赔偿，可能成为法律难题。瑏

水平，只要正确应用现行民法的基本规则和理

守技术中立原则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怎样

念，人工智能引起的法律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才能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出现的新型侵权行
为予以制裁，维护被侵权人的利益和保障安全

三、充分发挥民事责任在管控人工智能发
展风险中的职能作用

秩序，仍值得研究。平衡各方利益时，除了要针
对特定人工智能类型引入强制保险制度来解决

（ 一） 民事责任制度管控人工智能发展风
险的法理基础

 更重要的是民法对新型侵权行为
瑥
归责问题，瑏

人工智能是科学，人工智能技术是人工智
能的应用，而人工智能的应用成果则是人工智

确定责任规则。
总之，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引发社会结

能产品。目前，人工智能产品的主要表现形式

构发生重大变化，引发贫富分化加重和失业率

是智能机器人等。民法对人工智能现实风险的

增加等其他社会秩序方面的风险，鉴于此，需要

管控，是针对人工智能产品所带来的损害； 民法

塑造风险社会的法律理念，建立多元互动的风

对人工智能可能风险的管控，是针对人工智能

险规制体系，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人工智能的积

的技术发展，禁止其危害人类的应用，但是其着

因而，
瑦
在人工智能发展给民法带来巨
极作用。瑏

眼点，仍然是未来人工智能产品所带来的危害。

大的挑战面前，民法应当勇立潮头，既能保障人

因而，民事责任制度是民法对人工智能成果进

工智能的发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又能拘束其

行管控的主要方法。其基本的法理基础在于人

有序发展而不伤害人类自身。

工智能成果的法律地位是物。

在此基础上，民法管控人工智能发展的风

人工智能成果的社会地位，是人工智能学

险，究竟是适用现行民法理念和规则，还是需要

界和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关于其法律

创设新的民法规则，同样值得思考。笔者认为，

地位，学界众说纷纭。目前形成三种主流意见，

瑤
瑏


高奇琦、张鹏： 《论人工智能对未来法律的多方位挑战》，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1 期。
党家玉： 《人工智能的伦理与法律风险问题研究》，载《信息安全研究》2017 年第 12 期； 张童： 《人工智能产品致

瑥
瑏

人损害民事责任研究》，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4 期； 齐恩平、曹一夔： 《人工智能视角下的民法问题分析》，载《天津商业
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 杨立新： 《人工类人格： 智能机器人的民法地位———兼论智能机器人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载
《求是学刊》2018 年第 4 期； 张清、张蓉： 《论类型化人工智能法律责任体系的构建》，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 年第 4
期； 房绍坤、林广会： 《人工智能民事主体适格性之辨思》，载《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5 期。
瑦 党家玉： 《人工智能的伦理与法律风险问题研究》，载《信息安全研究》2017 年第 12 期； 朱体正： 《人工智能时代
瑏

的法律因应》，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2 期。
瑧 杨立新： 《用现行民法规则解决人工智能法律调整问题的尝试》，载《中州学刊》2018 年第 7 期。
瑏

瑨
瑏


同注释
瑡。
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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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人、物及准人。 其分歧集中表现为对待

化，机器人的主体地位在逐步显现，其与自然人

传统民法人与物二分格局的态度，即是否构成

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应正视这一伦理现

对民事主体制度的挑战。

象，考虑赋予人工智能以恰当的法律资格与地

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越来越智能化，与人

位，制定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但同时要肯

类的差别逐渐缩小，将来可能会拥有生物大脑，

定的是，人工智能不可能获得完全的、不受限制

而且从法律系统的发展史看，赋予人工智能法

的、与自然人平等的主体地位，在与自然人利益

瑩
瑏 实质
律主体地位符合权利发展的历史规律。

冲突时保障自然人利益是原则，人工智能取得

上，这种观点针对的是具有自主意识的强人工

的是有限制的主体地位。这样的意见是对传统

智能或者超人工智能。 即使是智能机器人，也

民法人与物二分格局提出的尖锐挑战，认为人

未将其作为工具机器对待，而是根据强人工智

工智能机器人享有有限的人格，在一定范围内

能或者超人工智能的特性，赋予其主体地位。

具有主体地位、享有部分权利义务，而这个范围

这种意见虽然还没有否定传统民法的人与物二

瑐
瑢 也有学者提出，
要跳出
需要法律来规定标准。

分格局的基石，但是却扩大了“人 ”的范畴。 将

法律主体的类型化思维，采用全方位的方法思

不具有自然生命的“物”移转到“人”的范畴。

考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通过制定法律做出相

再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运行是

瑐
瑣因
应调整，架构一种二元化的法律主体类型。

由算法决定，尚不具有自主意识，也不能独立享

此，坚守人与物二分格局的传统民法不能适应

有权利、承担义务，所以仍应该将人工智能纳入

当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要求，应当被打破，在

法律客 体 范 围，不 赋 予 其 独 立 的 民 事 主 体 地

人与物之间设置第三种市民社会的物质存在形

也有学者认为，
瑠
智能机器人的智慧体现的
位。瑐

式，即贴近民事主体的准民事主体制度，形成

是一种演绎智慧，它只能对符号进行一种形式

人、准人和物的三分法格局。

化的加工，是一个受特定算法支配从而接受人

这种意见在讨论对动物的法律保护时也出

类指令为人类服务的工具，故强人工智能的出

现过。有学者提出了动物人格权的理论，即动

现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没有必要讨论是否应

物既不是人，也不是物，而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

瑐
瑡 这种意见的主
给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

第三种市民社会物质表现形式，传统的民法人

旨在于人工智能机器人仍然是机器、是物，并不

与物二分格局应当打破，将民法改变为三分格

具有人格。

瑐
瑤 对此，
笔
局，动物是人与物之间“准人 ”范畴。

不过，也有学者突破性颠覆传统民法人与

者曾撰文进行反驳，即动物的本质属性仍然是

物二分格局认为，人工智能正在迈向高度智能

物，
只需要对其加强法律保护即可，而不必通过

张玉洁： 《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人权利及其风险规制》，载《东方法学》2017 年第 6 期。
参见杨立新： 《人工类人格： 智能机器人的民法地位———兼论智能机器人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载《求是学刊》
2018 年第 4 期。

瑩
瑏
瑠
瑐

瑡
瑐


房绍坤、林广会： 《人工智能民事主体适格性之辨思》，载《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5 期。
参见杨立新： 《人工类人格： 智能机器人的民法地位———兼论智能机器人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载《求是学刊》

瑢
瑐

2018 年第 4 期。
瑣
瑐

瑤
瑐


王勇： 《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主体理论构造———以智能机器人为切入点》，载《理论导刊》2018 年第 2 期。
蔡守秋： 《从对＜德国民法典＞第 90a 条的理解———展开环境资源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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瑥
瑐
打破民法的二分格局的方式来保护。

尽管民事责任可以分为侵权责任、违约责

笔者认为，面对人工智能特别是智能机器

任、其他责任等不同种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分

人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在当前，即使在可以预

析，则可 以 将 民 事 责 任 分 为 人 的 责 任 和 物 的

期的 将 来，人 工 智 能 机 器 人 不 仅 不 会 成 为

责任。

“人”，而且也不会成为“准人 ”，其所具有的人

首先，人的责任就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

瑦 例如，
瑐
工类人格只能是类似于人格的“物格 ”。

造成的后果所负的责任。 在侵权行为中，人的

最具有人格特点的沙特“公民 ”索菲娅，它也不

行为直接加害于被侵权人———例如殴打、诽谤、

过是不具有自然的生命和人脑的机器而已。 即

瑐
瑨—
——造成了被侵
侵占等，都是人的直接行为 

使在将来，这种人工智能的产品也不会转变为

权人的人身损害、精神损害或者财产损害时，行

人的范畴。换言之，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结

为人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就是自己责任、直接责

晶的强人工智能或者超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永

任。在合同领域，债务人的违约行为造成债权

远是人工制造的机器，仍然属于物的范畴，不会

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完全实现的后果，使债权人

成为市民社会的第三种物质表现形式。 故传统

的利益受到损害，也是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民法的人与物二分格局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

承担的违约责任也是人的责任。
其次，物的责任则是在人管领下的物，因管

义，能够将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风险纳入自己

领人的疏忽而造成他人损害时，管领人应当承

的管控范围，成功进行管控。
（ 二） 民 事 责 任 对 人 工 智 能 现 实 风 险 的

担的责任。无论是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其他设
施及其悬挂物、搁置物脱落、坠落、倒塌、陷落造

管控
1． 划清人工智能应用中人的责任与物的责

成损害，还是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缺陷产品致人

任的界限。在人与物二分格局的民法逻辑基础

损害等，都是人对于物的管领存在疏忽等过失，

上产生的权利、义务、责任的三段逻辑结构，是

而由物直接造成了被侵权人的损害。 这样的行

瑐
瑧 市民社
确认民事责任社会职能的逻辑起点。

为是间接行为。管领人对自己管领下的物造成

会的人与物是其基本物质构成，其运行模式是

的损害承担的物的责任，是替代责任、间接责

人支配物，物受人的支配。 人在支配物的时候

任。即使在违约责任中，加害给付责任中的履

发生民事权利，只有享有权利才能够对物进行

行债务行为，基本上也是给付的合同标的物存

支配，而无权支配该物的人，对权利人的权利负

在缺陷或者瑕疵，而由物直接造成的损害，承担

有不可侵义务。 当违反义务的行为出现时，违

的责任也是交付标的物的债务人承担的物的

反义务的行为人侵害了权利人的权利，破坏了

责任。

市民社会的秩序，因而产生民事责任，法律强制

当然，无论是人的责任还是物的责任，最终

违反义务、侵害他人权利的人承担责任，保障权

都是人来承担责任，绝不会出现由物自己承担

利人的权利实现，进而维护正常的市民社会秩

责任的情况———因为物在市民社会中，只是法

序。这样的逻辑推演，从侧面说明了民事责任

律关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只不过人的责任

基本的社会职能。

是人对自己的直接行为承担责任，而物的责任

瑥
瑐

瑦
瑐

瑧
瑐

瑨
瑐


参见杨立新、朱呈义： 《论动物法律人格之否定———兼论动物之法律“物格”》，载《法学研究》2004 年第 5 期。
参见杨立新、朱呈义： 《论动物法律人格之否定———兼论动物之法律“物格”》，载《法学研究》2004 年第 5 期。
参见魏振瀛： 《民事责任与债分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5 ～ 236 页。
关于直接行为和间接行为的划分，参见杨立新： 《简明侵权责任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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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力来自于物，而不

此，
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可能造成损害，而是人工

是人的直接行为所致。

智能发展失去控制或者发生错误，依照这种人

2． 确定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民事责任主体。

工智能制造出来的产品会造成损害，人工智能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主要的民

的现实风险就直接转化为损害。人工智能产品

事主体是设计者、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 在

造成损害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人工智能产品存

这些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既有侵权

在缺陷，因该缺陷而造成损害； 二是人工智能产

责任关系，也有违约责任关系。

品不存在缺陷，是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而是使

设计者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研发者。 设

用人工智能产品的人的过错所致损害。 前者是

计者通过研究人工智能软件推动人工智能的发

物的责任，后者是人的责任。 即使在人工智能

展和应用。人工智能软件既是人工智能的表现

发展领域存在的违约责任中，也存在这样的划

形式，又是人工智能应用的技术基础。

分： 在设计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委托研发合同，违

生产者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实践者。 生

约行为是债法领域中的人的责任； 在制造人工

产者通过设计者提供的人工智能软件，安装在

智能产品的生产合同，交付的人工智能产品存

产品之上，构成一体，形成人工智能产品，并且

在缺陷，则是加害给付的违约行为，因缺陷或者

推向市场，为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

瑕疵的人工智能产品致害，则为物的责任。

销售者是人工智能成果的推广者。 销售者

第二，根据人的责任还是物的责任确定应

通过自己的行为，将生产者生产的人工智能产

当承担责任的责任主体。人工智能产品形成的

品推向市场，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中，使其发

人的责任，其责任人是有过错的人工智能产品

挥效益，创造新的财富，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

的使用者。自动驾驶机动车不存在缺陷或者瑕

需求。

疵，是购买、使用自动驾驶机动车的人因其错误

使用者是应用人工智能产品的民事主体。

使用而致损害发生，就是人的责任。 例如驾驶

之所以使用“使用者 ”而不使用“消费者 ”的概

三级自动驾驶机动车处于自动巡航过程中，如

念，是因为为生产所需购买商品的人不属于消

果自动驾驶机动车的驾驶人昏睡，而导致自动

费者。无论是为生产还是为生活需要，购买人

驾驶机动车在不能自动识别缓慢移动的清扫车

工智能产品使用，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可以称为

的情况下，致使自动驾驶机动车撞上清扫车而

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者。

酿成机动车交通事故。如果该交通肇事的原因

3． 认定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民事责任的基

在于机动车驾驶人的疏忽，而处于三级自动驾

本规则。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风险，集中在人

驶的自动巡航中的自动驾驶机动车所存在的上

工智能产品之上，例如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

述不足，是生产者反复警示、说明的合理危险，

车等，如果不发生损害，人工智能的现实风险就

不属于缺陷，因而驾驶三级自动驾驶的机动车

没有发生； 一旦发生损害，即产生人工智能现实

驾驶人，在必须时刻准备接管机动车的掌控进

风险的责任归属问题。

行人工驾驶避免危险时没有及时掌控驾驶，所

民事责任管控人工智能发展现实风险，根

致损害是人的责任，是驾驶人自己的责任。 反

据人的责任还是物的责任的不同，基本规则是：

之，如果自动驾驶机动车存在缺陷，并且因该缺

第一，确定人工智能产品所致损害是人的

陷而造成交通肇事发生责任，则为物的责任。

责任，还是物的责任。人工智能发展的结果，最

同样，接受委托进行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设计

终凝结在产品之中，物化为人工智能产品。 因

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就是合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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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研究者提供的人工智能技术软件存在缺陷，

能技术发展风险发挥了职能作用。

违反了研发合同的要求，构成人的责任，违约人
即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的人，应当

（ 三） 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发展可能风险
的管控
在民法人与物二分法的基本格局中，民事

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准确确定责任主体承担的民事责任。

责任制度是在其基础上产生管控市民社会风险

民事责任归责的最终结果，是责任人承担损害

的调整器。基于人与物二分格局产生的民事责

后果。在人工智能产品造成损害，确定了责任

任体系能够管控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风险。

的性质属于人的责任还是物的责任之后，按照

可能风险作为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

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规则，就要将责任归咎于

尚未转换为现实性的损害，似乎民事责任的管

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使其受到制裁。 例如，在

控鞭长莫及。但这并不妨碍民事责任对人工智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中，确定人的责任是交通

能技术发展中的风险防控。不同于民事责任对

事故责任规则，由有过错的机动车驾驶人或者

现实风险防控中的“对号入座 ”模式，民事责任

所有人承担侵权责任； 如果机动车有缺陷而造

是用一般性规范防控可能风险，也即通过《民

成损害，确定物的责任是产品责任。 在自动驾

法总则》所规定民事责任的一般条款规范人工

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中，同样如此：

智能技术发展的路径和方向。

如果是人的责任，则现有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第一，将人工智能发展纳入民法和民事责

任规则完全可以对其进行规制，确定具有过错

任塑 造 的 正 确 管 道。 民 事 责 任 居 于 民 法“权

的驾驶人承担责任； 如果是自动驾驶机动车存

利———义务———责任 ”三 段 逻 辑 结 构 的 终 点，

在缺陷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则是物的责

保障了人的行为自由，加强了对行为人的责任

任，由有缺陷的自动驾驶机动车的生产者、设计

管控。行使权利，权利人享有自我决定权，在法

者和销售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前文提及的

律的范围内自由为之，但其前提是遵守和履行

驾驶人在驾驶三级自动驾驶机动车中发生的交

自己的义务。 违反义务者，民事责任即对其发

通事故，就是人的责任，是因其驾驶中睡眠而引

生强制拘束力。 这就是《民法总则 》第 176 条

起的，因此应当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76

关于“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

条规定确定交通事故责任； 如果是自动驾驶机

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 ”的立法本意，严

动车存在制造缺陷，则生产者应当依照《侵权

格遵循了民事责任和民事义务区分的民法原

责任法》规定的产品责任规则，确定和承担赔

瑩
瑐
理，确立了“义务———责任”的立法逻辑关系。

偿责任； 如果是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者即自动驾

发展人工智能，造福于人类，自然属于自由行使

驶机动车的软件设计者提供的软件存在缺陷，

权利的范畴，但是必须遵守其应当遵守的不得

则自动驾驶机动车的生产者、设计者应当按照

危害人类的义务。 一旦违反这样的义务，就将

《侵权 责 任 法 》第 43 条 规 定 承 担 不 真 正 连 带

要受到民事责任的强制拘束。如果在研究人工

责任。

智能发展并将其物化为产品中无序进行或者技

总之，依照法律的规定一一对号入座，明确

术滥用，脱离民法规范的管道，违反了应当履行

民事责任时，不仅制裁了违法者，也警示了同行

的义务，民事责任将强制其纠正错误，回到民事

从业者和所有人。民事责任自然对管控人工智

责任规范的轨道之中向前发展，决不允许人工

瑩
瑐


陈甦主编： 《民法总则评注》（ 下册）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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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后果。 例如，在人工编辑人类基因的高

智能的无序发展和技术滥用。
第二，民事责任必须保持对人工智能发展

科技应用中，不仅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而且也

的可能风险，施加强大的遏制力。事实上，义务

面临着法律责任其中就包括民事责任的制裁可

就是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的必要性，在法律上

能。民事责任的这种普遍的警示性，正是管控

瑠 不过义务的强制性是以民事责
瑑
具有强制性。

人工智能发展可能风险的基本力量。

任的强制性为后盾的，如果没有民事责任作为

通过以上分析，民法的民事责任制度实际

民事义务的后盾，义务的强制性就无从谈起。

上塑造了一个管控人工智能发展的管道，这个

因此，民事义务的强制性来源于民事责任的不

管道规范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路径和方向，

可避免性与强大遏制力。民事责任不仅可以制

让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在这个管道中健康进行。

裁现实发生的违反义务的违法行为和违约行

对于超越管道的人工智能的无序发展和技术滥

为，同样可以以其不可避免性和强大遏制力发

用者，就要让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强制其回到

挥阻吓作用，吓阻违法行为人，防止违法行为的

这个管道之中； 对于在这个管道中正常进行的

发生。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研发单位和人员如

人工智能发展研究和应用，民事责任对其不加

果违反应当遵守的义务，进行违反促进科技发

以拘束，而是任其自由发展，取得更大的成果。

展、造福于人类目的的行为，就是违反了应当遵

在这样的管道的管制下，民事责任与其他法律

守的义务，就必将接受民事责任的制裁，承受对

责任一道，就能构成一个管控人工智能发展的

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 如此而言，民事责任就

完整体系，能够实现管控人工智能发展可能风

是悬在人工智能研发人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

险的目标。

剑，约束他们只能将人工智能发展应用于造福

归根究底，人类社会涉及的人的地位、财产

人类的用途，而不能用于相反的目的。 从这个

流转等问题，都须要纳入民事法律关系之中，接

意义上说，民事责任是民法为人工智能发展正

受民法的规范，接受民事责任的管控。 人工智

确管道的钢铁壁垒，触犯者必将承受严重后果。

能的发展只有在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之下，接

第三，民事责任绝不是仅仅针对民事违法

受民事责任的规制，才能健康有序地进行。 如

者、
违约者单个的人，而具有警示社会的作用。

果人工智能发展离开了民事责任管控的管道，

当然，民事责任首先针对的是违法、违约者个人

就强制其接受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正是用这种

的违法、违约行为，让其承担不利后果。 但是，

最强有力的方法，强制人工智能发展接受民法

这是民事责任的特殊预防作用。民事责任在市

规定的路径和方向，防控可能出现的可能风险。

民社会中，更具有一般预防作用，用其强制力和

四、结语

遏制力以及不可避免性，昭告全体民事主体，凡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存在着现实风

是不履行义务或者不正确履行义务的人，必将

险甚至是可能风险。 就目前状况而言，现实风

受到民事责任的制裁。这种一般预防作用完全

险已经出现或者正在出现，民事责任的管控具

适用于每一个人，包括人工智能的研发单位和

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对人工智能产品造成的损

个人，以及相关的责任者。 任何人在研发人工

害，
通过人的责任和物的责任的划分，确定民事

智能中试图离开民法规范的管道，就必然碰在

责任的承担主体以及承担方式，既能够规范人

这个管道周围的钢铁壁垒之上，承受承担民事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又能够对现实风险造成的

瑠
瑑


杨立新： 《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第 2 版，第 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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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予以填补，并制裁违法行为人，警示社会。

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风险，规范人工智能发展

另外，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可能风险具有存在

的路径和方向。 总之，我们必须对人工智能技

的客观可能性，尽管可以预测其并非必然存在

术发展保持清醒的认识，正确设计人工智能技

颠覆人类社会根本秩序的可能，但绝不可以低

术发展风险防控的法律安排。

估其影响。民法应通过民事责任的适用，管控

On the Ｒole of Civil Liability in Ｒisk Contro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Yang Lixin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not only brings people
production and life convenience，but also brings us real risks and possible risks． Civil law should
play a functional role in controlling the development ris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the dichotomy between man and object in civil law and the legal statu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as object，facing the development ris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ivil liability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trolling the real risk and possible risk of
its existence． First of all，we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human responsibility or the responsibility
of object，according to its nature to identify the subject of civil liability，determine the attribution
of civil liability． Secondly，for the real risk，the specific rules of civil liability should be applied．
If damage is caused by defect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we should apply the rules of liability of the object． If damage caused by the person’s fault operation，we should apply the rules
of human liability． In this way，we can sanction the perpetrators and protect the rights holders． Finally，in the case of possible risks，the general norms of civil liability should be applied． Civil liability prevents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being harmful to human beings by
restricting the disorderly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rohibiting the rules of technology abuse in advanc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ivil law incorpo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the civil legal system through civil liability，not only can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ris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ut also encourag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o achieve better results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al risks； possible risks； control； civil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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