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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范下算法的监管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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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时代，由源源不断的数据驱动的算法已经成为新的权力代理人。然而，对算法的
监管仍依照传统路径，在结果监管的思路指导下，进行事后的内容审查，由网络平台承担法律责任。
机器深度学习和自动决策技术的发展超越了结果监管思路的制度假设，给传统监管路径带来严重冲
击。应及时树立以风险防范为目的的监管思路，实行内容与算法并重的双轨审查机制，以及设立平台
责任与技术责任双轨并行的责任体系，并对算法的生产性资源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进行合理限制。
关键词 算法监管 平台责任 风险防范 技术责任

一 、问题的提出 ：假新闻事件凸显算法监管紧迫性
２０１６年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遭到社会广泛指责，认为其造成了假新闻泛滥进而对本届美国总统选举
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本文系中国法学会部级项目
“新闻传播中社交媒体的法律规制———以公共利益为视角”［ＣＬＳ（２０１６）Ｃ１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信息法
基础”（项目编号：１６ＺＤＡ０７５）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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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巨大影响。〔１〕 然而，２０１７ 年数项研究成果显示，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的假新闻数量仅有 １％ 而
已。〔２〕 原因在于，算法主宰了社交媒体对用户的新闻投放，其推送标准是用户的点击率和转发率而
非新闻的真实性。因此颇具噱头的假新闻被用户高频点击或转发，并进一步被算法推送而广泛传播。
美国大选中的假新闻事件引起了对算法如何进行监管的关注和忧虑。算法已经主导和控制
了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如《纽约时报》数字版使用“非常前沿和复杂的算法”挑选文章推送，将
用户点击率提高了３８倍。〔３〕 学者们担心，社交媒体的算法过度利用了用户偏好数据推送信息，
制造了信息“过滤泡沫”，造成用户接受的观点越来越极端。〔４〕 不仅如此，算法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对公众日常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人们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知识和商业信息，通过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微博社交
和获取新闻，通过评价类的社交媒体知晓餐馆评价，通过约会类的社交媒体结识伴侣。算法甚至
开始逐渐被用于公共部门管理影响公民权利。如何对算法进行有效的监管，是人工智能时代法律
制度急需应对的挑战。
算法的定义从 Ｔａｒｌｅｔｏｎ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的假设开始，即“算法不需要是软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
们是基于指定计算将输入数据转换为期望输出的编码过程。这个过程既指出了一个问题，也指出
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５〕 因此，算法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或者达成一个明确的结果而
采取的一系列步骤”〔６〕。具体到社交媒体算法，算法的目标是获得和保持用户的数量，并且尽量
提高用户的参与度。所以，它收集社交媒体用户数据，预测用户的偏好进行推荐，而用户对于推荐
内容的刺激和反馈可以为下一步的推荐提供数据。
本文无意进行人工智能时代法律制度的宏大叙事，而是以社交媒体的算法作为切入点，分析
算法技术发展带来的监管挑战，并梳理现有法律制度对算法发展应对的缺陷和不足，提出应对人
工智能的技术挑战，应以风险防范为目的，对算法同时进行事先与事后监管，主体与技术监管，以
期用法律化解风险。
〔１〕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假新闻影响选举的指责，从２０１６年 ９ 月就开始被多次报道。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美国 《财
富》杂志刊文指责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称，尽管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没有散播怂恿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新闻，但是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流传
着关于美国政治虚假的小道消息使得选举的天平向特朗普倾斜。《赫芬顿邮报》也放出调查报道称，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热
门话题板块上针对希拉里的谣言数量尤为突出 ，并借此质疑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对这类谣言的整治不力 。《纽约杂志 》
也发文称 ，数千万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用户都有预谋或者情绪性地分享了针对希拉里的虚假新闻 。 此外 ，纽约大学
新闻系教授 ＪａｙＲｏｓｅｎ、社会学家 ＺｅｙｎｅｐＴｕｆｅｋｃｉ、尼曼新闻实验室负责人 ＪｏｓｈｕａＢｅｎｔｏｎ 也在近日分别撰文
称 ，希拉里败选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传播的虚假消息关系密切 。 参见 《美国主流媒体与扎克伯格激辩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
假新闻到底帮没帮特朗普胜选？》，载搜狐网 （ｈｔｔｐ：／／ｉｔ．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６１１１４／ｎ４７３１３８９５１．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
间 ２０１８ ０２ ２５）。
〔２〕 史安斌、王沛楠：《作为社会抗争的假新闻———美国大选假新闻现象的阐释路径与生成机制》，载 《新闻
》
记者 ２０１７ 年第６期，第 ４～１２页。
〔３〕 ＳｈａｎＷａ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ＢｕｉｌｔａＳｌａｃｋＢｏｔｔｏＨｅｌｐＤｅｃｉｄｅＷｈｉｃｈＳｔｏｒｉｅｓｔｏＰｏｓｔｔｏ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ＡＵＧ．１３，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ｅｍａｎｌａｂ．ｏｒｇ／２０１５／０８／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ｂｕｉｌｔ ａ ｓｌａｃｋ ｂｏｔ ｔｏ
ｈｅｌｐ ｄｅｃｉｄｅ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ｐｏｓｔ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３ ２０）。
〔４〕 ＥｙｔａｎＢａｋｓｈｙ，ＳｏｌｏｍｏｎＭ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ｄａＡ．Ａｄａｍｉｃ，“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ｖｅｒｓｅＮｅｗｓａｎｄ
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３４８ （６２３９）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３０ １１３２ （２０１５）．ＤａｖｉｄＬａｚｅｒ，“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３４８ （６２３９）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９０ １０９１ （２０１５）．
〔５〕 Ｔａｒｌｅｔｏｎ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ｎＴ．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Ｐ．Ｊ．Ｂｏｃｚｋｏｗｓｋｉ，ａｎｄＫ．Ａ．Ｆｏｏｔ
（ｅｄｓ．），犕犲犱犻犪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犲狊牶犈狊狊犪狔狊狅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犕犪狋犲狉犻犪犾犻狋狔，犃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ｐ．１６７ １９４．
〔６〕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Ｄｉａｋｏｐｏｕｌｏ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３（３）Ｄｉｇｉｔ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３９８ ４１５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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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有的算法监管路径 ：法律框架与制度假设
当前，我国并没有任何直接对算法监管的法律规定。应对算法造成的不利法律后果，我国采
取结果监管的法律规制路径。具体言之，通过事后的内容审查发现算法造成的不利法律后果，进
而将这种不利后果的法律责任分配给开发者或使用者———网络平台。本部分对现有的有关算法
的监管路径进行梳理与分析。
（一）算法监管的法律框架：结果监管下的内容审查与平台责任
大数据时代到来后，网络信息传播呈指数级增长，算法被广泛应用。相对于网络平台，国家权
力在网络空间影响力日益减弱。为此各国普遍加强了对于网络信息内容的监管，并要求网络平台
对网络信息非法内容的传播承担平台责任。
１．结果监管路径：内容审查范围的扩大
各国对算法造成的不利后果进行内容审查的范围近年来普遍扩大。以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
泛滥为例，各国普遍加强了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查，不仅对恐怖、色情、仇恨等侵害公共利益的非法
内容严加监管，对诽谤的侵害私权利的内容也加强了监管。〔７〕
我国一直重视互联网传播内容的政府监管。２０００年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作为基础性
法规，规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的八项内容，涵盖“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
本原则的”“危害国家安全”等非法内容，并设定了一个兜底条款 “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
容”。〔８〕 近一两年，新规密集出台，〔９〕将内容审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如侵害私权利的“侮辱或者诽
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以及模糊的道德性规定“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等。〔１０〕 并且，对内容审查也提出了倡导性要求，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１１〕对算法的监
管通过事后对内容进行审查的方式进行，审查范围的扩大也意味着对算法结果监管的加强。
２．法律责任承担：平台监控责任的加强
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如算法造成的不利法律后果，如内容分发的算法造成了侵害著作权的法
律后果，则由网络平台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一般网络平台可以主张不提供内容或尽到合理注意义
务而通过“避风港”规则免责，这一原则也被世界多国立法采纳。〔１２〕
〔７〕 为加强网络言论管理，德国联邦议会周五通过了新的网络管理法，新法将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正式实施。在
此法律下，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社交媒体未能在２４小时内删除“显而易见的非法内容”———包括仇恨性言论、诽谤及煽动暴
力等，将面临德国监管部门的罚款（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ｒｏｌｌ／２０１７ ０７ ０１／ｄｏｃｉｆｙｈｒｙｅｘ５６６７７９８．ｓｈｔｍｌ，最
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５）。印尼要求社交媒体关闭宣扬极端言论的账户。印尼通信部长警告社交媒体不关闭激
进内容账户将被阻止共享（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ｒｏｌｌ／２０１７ ０７ ０１／ｄｏｃｉｆｙｈｒｙｅｘ５６６７７９８．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
间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２）。
〔８〕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 １５条。
〔９〕 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入立“法”密集期，“微信十条”“账号十条”和“约谈十条”先后出台。
〔１０〕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
〔１１〕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１２〕 ２０００年，欧盟发布《电子商务指令》移植了避风港原则和红旗标准，其第１４条规定，除用户受控于平台或
依平台指令实施的侵权行为外，平台不知道用户的行为违法，或在知悉违法行为或事实后删除该违法信息或采取
措施阻止该违法信息的传输，不承担侵权责任。《指令》第１５条明确了平台原则上不负有积极查找平台内违法行
为和信息的义务，除非基于保护国家安全、国防和公共安全以及为防止、追查、侦破和惩治刑事犯罪的需要而要求
采取有针对性、临时性的监控措施。《新加坡电子交易法》进一步细化了红旗标准。《新加坡电子交易法》（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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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早在
３〕 ２０００年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就强调平台对用户发布的不法内容有避免传播
的义务，处理措施包括停止传输，保存记录与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１３〕 它为网络平台设立了合理

注意义务，在其“发现”不法内容时要及时采取措施，否则网络平台要承担不法信息传播的责任。
近两年，国家网信办密集立法并明确提出，对于虚假信息采取“强双责”的方针———强化网络平台
的主体责任与社会责任。〔１４〕 不仅要求网络平台在明知不法信息的情况下承担责任，更是将对信
息的主动监控义务加诸网络平台。〔１５〕 在这种制度框架下，网络平台承担了违法内容造成不利法
律后果的民事责任，并且开始逐渐承担普遍性的信息主动监控责任。
（二）现有算法监管路径的制度假设
网络技术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而网络信息传播的法律规制隐含着立法者对于技术的理解。对
于结果进行监管的路径包括内容审查与平台责任，其隐含着如下制度前提：
１．内容审查：开发者的“全能性”假设
对于网络不法信息传播的内容审查范围日趋扩大化，隐含着立法者假设网络平台等软件的开
发者和使用者可以完全控制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并具有对网络信息审查的“全能”的能力和权限。
因此，对不法信息审查的内容范围不仅局限于违法信息，也包括对私权利侵害的审查，甚至涵盖对
道德标准的审查。例如２０１７年的阿里云案件，虽然阿里云发布声明，称其作为云服务提供者并没
有权限和能力审查租用网络空间的用户数据，但法院仍判定其涉嫌共同侵权。〔１６〕 法院的理由是，
〔１３〕）第２６条：“仅提供接入、存取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站内第三方制作、发布、传播或散布的侵权信息，
（接上页
除违反合同特别约定，或违反成文法规定的监管要求，或者是违反成文法或法院的删除、阻止、限制访问的要求外，
不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巴西网络民事基本法》第１９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网络服务提供者仅在接到法
院令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删除或屏蔽侵权信息时，才对站内用户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１３〕 参见《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１６条：“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发现其网站传输的信息明显属于本
办法第十五条所列内容之一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
〔１４〕 见《强化网站主体责任正当时》，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ａｃ．ｇｏｖ．
ｃｎ／２０１６ １２／２２／ｃ＿１１２０１６６４４１．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５）。
〔１５〕 参见《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 ７ 条：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主体责任，配
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健全信息审核、信息安全管理、值班巡查、应急处置、技术保障等制度。提供互联
网新闻信息直播服务的，应当设立总编辑。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直播内容审核平台，根据互联网直播
的内容类别、用户规模等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对图文、视频、音频等直播内容加注或播报平台标识信息，对互联网新
闻信息直播及其互动内容实施先审后发管理（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７ ０９／０７／ｃ＿１１２１６２４２６９．ｈｔｍ）。参见《互
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１１条：“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加强对本平台公众账号的监测管理，发现有发
布、传播违法信息的，应当立即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传播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参见
《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第８条：“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对发布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信息内容
的，应当及时采取警示、拒绝发布、删除信息、限制功能、暂停更新直至关闭账号等措施，并保存相关记录。”（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７ ０８／２５／ｃ＿１１２１５４１８４２．ｈｔｍ）
〔１６〕 参见２０１７年阿里云服务器一审败诉的案件。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阿里云被诉侵权案做出一审判
决。法院认定被告阿里云公司构成侵权，需赔偿乐动卓越公司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约２６万元。２０１５年８月，乐动卓
越公司发现某网站提供的《我叫 ＭＴ畅爽版》涉嫌非法复制其开发的《我叫 ＭＴｏｎｌｉｎｅ》的数据包。乐动卓越公司通过
ｗｈｏｉｓ域名查询系统、域名备案系统等，均没有查到涉案网站经营人的相关信息。但他们发现《我叫 ＭＴ 畅爽版》的游
戏内容存储于阿里云公司的服务器，并通过该服务器向用户提供游戏服务。接着，乐动卓越公司两次致函阿里云，要
求其删除涉嫌侵权内容，并提供服务器租用人的具体信息，阿里云并没有予以积极回应。乐动卓越公司便以阿里云
涉嫌共同侵权为由，向北京市石景山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阿里云公司断开链接，停止为《我叫 ＭＴ 畅爽版》游
戏继续提供服务器租赁服务，并将储存在其服务器上的《我叫 ＭＴ 畅爽版》游戏数据库信息提供给乐动卓越公司；赔
偿经济损失共计１００万元。随后阿里云就此事发布声明，称作为云服务器提供商，阿里云无权审查任何用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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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技术开发者和使用者有能力知晓非法内容的存在，不能声称自己无法控制信息的传播。因
此对造成的社会危害不能够逃脱责任。 同样的立法精神也体现在了 ２０１６ 年轰动全国的快播
案中。〔１７〕
２．平台责任：算法的“工具性”假设
网络平台承担民事责任，以及对内容承担普遍的主动监控义务，隐含着立法者对平台与算法
关系的假设。即算法是网络平台的工具，网络平台作为算法的开发者和使用者，从对算法的运行
和算法的决策，都具有类似对“工具”的控制能力。例如，对于网络平台上的算法进行的新闻分发
和推荐，假设平台与传统媒体有相同的管理和控制能力，进而要求网络平台新闻服务提供者与传
统媒体一样承担看门人的法律责任。〔１８〕
这种算法工具性假设还意味着，网络平台对于算法的运行结果有充分的预测能力。因此监管
者对于算法产生不利后果的技术原因并不感兴趣，无论在算法运行的“黑箱”中发生了什么，只要
在法律对网络平台能力假设中此种后果可以被避免，平台即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通过对算法造成的结果进行监管，事后追究责任是传统的法律规制手段。由于算法一直被认
为是不应公开的商业秘密，这种监管路径可以避免立法者和司法者介入算法运行的内部结构，陷
入司法者并不了解的技术领域。追究事后责任是较为稳妥的规制方法，可以避免司法机构过于依
赖专业知识，而仅仅处理纯粹的法律问题。然而，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的技术发展和角色转变都给
传统监管路径带来了新的挑战。

三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监管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迅速发展出全新特性，超出了公众对于算法与其开发者和使用者关系的
认知，为传统的监管路径带来了巨大挑战。
（一）算法机器深度学习技术：开发者“全能性”的否认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的功能不再局限于处理数据并按照设计的特定目的决策和行动，而是发
展出了利用数据进行机器学习，进行自我深化发展的功能。机器学习，多层神经网络等技术的发
展，使得人类愈发无法了解和还原算法决策的内在运行机制，进而使得已经饱受诟病的 “监管黑
箱”的不透明性进一步深化。
社交媒体上算法尤其具有代表性。这种算法本质是推荐算法，即用户不需要提交任何查询的
兴趣偏好，系统就可以自动化算法来进行信息推送。比如对于新闻推荐，算法根据文本内容、关键
词、用户的点击、收藏和转发行为获得用户的反馈信息进行信息推荐。这种反馈信息包括显性的
评分、评论，也包括隐形的停留时间、点击次数等。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为社交媒体的推荐算法提
供了深度学习完善自身的条件，社交媒体平台的两个关键特征又为机器学习提供了最佳的机会。
第一，社交媒体信息的量级和细节程度。社交媒体拥有用户个人的及其与好友互动的大量信息，
〔１７〕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３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深圳快播科技公司及其主管人员王欣等四名被告人涉嫌传
播淫秽物品牟利案进行了一审宣判。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相继开发了 “快
播”服务器软件和“快播”网页播放器，却被控用来大量传播淫秽色情视频。本案否定了软件开发者“技术中立”地
位，强调了软件开发者和运行者对用户上传内容的监管义务。
〔１８〕 参见《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第８条：“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对发布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
定的信息内容的，应当及时采取警示、拒绝发布、删除信息、限制功能、暂停更新直至关闭账号等措施，并保存相关
记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７ ０８／２５／ｃ＿１１２１５４１８４２．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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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息不仅细节丰富，并且与个人用户的历史具有对应性。第二，社交媒体为算法提供了可以
即时反馈的机制，即算法可以通过用户的反馈，及时更改调整，探索有助于其优化目标的策略。〔１９〕
机器深度学习使得算法可以自动将各种低层次特征计算为更加抽象的高层特征。例如将色
彩选择，图片上传时间，打字速度等抽象为更高层的特征，基于此而发展更加智能的决策方式。这
种深度学习使得算法输入可以为提取得到的多种特征，输出可以为目标任务的标签或者数值，本
质上构建了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变换。〔２０〕换句话说，算法自动学习向深层架构发展，它的规则和运
作方式很可能开发者都无法理解。
算法的输出目标一旦被设立，就会自动通过深度学习接近这一目标。大部分深度学习推荐算
法将数据变换到一个隐含空间，在这个隐含空间可以计算推荐物品与用户的相似性，但是很难提
供直接的决策理由。〔２１〕 例如，Ｇｏｏｇｌｅ的 ＡｌｐｈａＧｏ项目设计的视频游戏算法，算法通过学习发展
的策略不仅胜过了顶级的人类玩家，而且通过数据来优化自身，最后算法学会了利用游戏设计中
的弱点，将对手逼入角落赢得胜利。〔２２〕 然而开发者并无法具体解释这一过程是如何达到的。机
器学习的发展使得算法的开发者和使用者对于算法完全了解和掌控的假设不再成立。算法的不
透明性不再仅仅对技术领域之外的人，其内部机制和决策过程甚至对其开发者和使用者不再完全
透明，更遑论“全能性”的掌控。
（二）算法自动决策的应用：“工具性”特质的超越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的角色逐渐超越了网络平台的“工具性”角色，而成为信息配置的基本规
则。算法的自动决策逐渐在人类社会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开始独立拥有巨大的资源配置权
力。最初，策展人算法仅仅是左右了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流动，决定了用户的阅读内容，帮助保险公
司和招聘单位决定保险价格和筛选雇员。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算法具有智能性，开始主动对用
户实施影响展开操纵行为。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情感蔓延”项目通过控制对５０万名用户的新闻投放，
用积极或消极的语言来表述新闻，来使用户受其影响而自己发出积极或者消极的消息。〔２３〕 美国
电子隐私信息中心敦促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公布平台推送新闻的算法，并对公众公开
算法细节。〔２４〕 现在，算法下的自动化决策已经进入许多国家公共部门，在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公
职人员监督和司法系统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美国许多法院使用计算机程序来评估重复犯
〔１９〕 ＳａｍｕｅｌＡｌｂａｎｉｅ，Ｈｉｌｌａｒｙ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ａｎｄＴｏｍ Ｇｕｎｔｅｒ，“Ｕｎｋｎｏｗａｂｌ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ｓ：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ａｒＸｉｖ：１７０１．０４８９５ （２０１７）．
〔２０〕 赵鑫：《深度学 习 在 推 荐 算 法 上 的 应 用 进 展 》，中 国 人 工 智 能 学 会 通 讯 第 ７ 期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ｙｕｎｚｈａｎ３６５．ｃｏｍ／ｂａｓｉｃ／２５４８９６８０．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９）。
〔２１〕 ＡｄｎａｎＭａｓｏｏｄ：《深度神经网络的灰色区域：可解释性问题 》（２０１５ ０８ １８０８：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ｓｄｎ．ｎｅ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５ ０８ １７／２８２５４７１，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７ ２０）。
〔２２〕 ＤａｖｉｄＳｉｌｖｅｒ，ＡｊａＨｕａｎｇ，ＣｈｒｉｓＪ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ＡｒｔｈｕｒＧｕｅｚ，ＬａｕｒｅｎｔＳｉｆｒｅ，ＧｅｏｒｇｅＶａｎＤｅｎＤｒｉｅｓｓｃｈｅ，
ＪｕｌｉａｎＳｃｈｒｉｔｔｗｉｅｓｅｒ，ＩｏａｎｎｉｓＡｎｔｏｎｏｇｌｏｕ，ＶｅｄａＰａｎｎｅｅｒｓｈｅｌｖａｍ，ＭａｒｃＬａｎｃｔｏｔ，ｅｔａｌ．，“Ｍａｓｔ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ＧａｍｅｏｆＧｏ
ｗｉｔｈＤｅｅｐ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ＴｒｅｅＳｅａｒｃｈ”，５２９（７５８７）Ｎａｔｕｒｅ４８４ ４８９ （２０１６）．
〔２３〕 Ｇ．Ｓ．ＭｃＮｅ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ｏｖ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ｗｓａｎｄ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Ｂｅｃｏｍｅｓ
ＭｏｒｅＣｌｅａｒ，Ｆｏｒｂｅｓ（２０１４，Ｊｕｎｅ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ｒｂｅｓ．ｃｏｍ／ｓｉｔｅｓ／ｇｒｅｇｏｒｙｍｃｎｅａｌ／２０１４／０６／３０／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ｏｖｅｒ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ｗｓ ａｓ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ｍｏｒｅ ｃｌｅａｒ／，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０５ １７）。
〔２４〕 ＡｄａｍＤＩＫｒａｍｅｒ，ＪａｍｉｅＥＧｕｉｌｌｏｒｙ，ａｎｄＪｅｆｆｒｅｙＴＨａｎｃｏｃｋ，“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ｓｓｉｖｅＳｃａｌ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１１１（２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８７８８ ８７９０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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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风险，这已被证明是“偏向黑人”。〔２５〕 甚至在我国的大学食堂，学生家庭情况的识别和贫困生
补助工作也得到了算法的技术支持。〔２６〕 正如劳伦斯 · 莱斯格告诉我们，“代码是一种法则”———
系统的架构，使之运营的代码和算法，将会对自由造成深远影响。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专业性，人们容易认为算法更为客观并日渐依赖算法的自动决策。算法
既会审查并撤下越南战争的经典新闻照片，〔２７〕也可能拒绝求职者或者健康保险。用户暂时仍没
有权利要求算法给出合理解释，或者说即使有权利算法的开发者可能也无法给出解释。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社交媒体上信息流动的规则由算法控制，而算法由私人公司创设。这些规则主宰了网
络空间的信息流动，却不像法律一样接受公众的质询和监督。算法的地位早已超越了平台的“工
具”。我们生活在一个算法越来越对公民生活享有裁决权的世界，由源源不绝的数据驱动的算法
俨然已成为新的权力代理人。
具有智能的算法是否应该成为法律主体留待哲学家们讨论，但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法律挑战
却是迫在眉睫的。尤其是在全球各国百舸争流发展人工智能的时候，制定相关法律政策既要保护
产业创新机制不受到抑制，又要保护网络用户权利不受到过度损害。当前算法技术的发展亟待法
律规制思路的转化与具体规则的完善。

四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监管的完善 ：
风险防范下的双轨制监管路径
２０１６年联合国发布《人工智能政策报告》，表达了对人工智能的关注，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带来的各种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途径。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迅猛发展并未给法律制
度的应对留下足够的时间。对于当前算法发展带来的法律风险和监管挑战，匆忙应对的立法难免
存在缺陷与不足，而行政法规与政策则具有较强的灵活性。短期内应对法律风险最为关键的是转
化结果监管的基本思路，并以此为指导进行基本规则的设计。
（一）算法监管基本思路的转化：从结果监管到风险防范
由于网络传播的特性，算法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往往十分严重。一方面，算法在人类社会日
益扮演重要角色，其造成的损害往往十分严重；另一方面，网络传播速度使得算法造成的损害难以
挽回，而且这种损害无法用传统方式进行计算，更无法移转至加害人。正如王泽鉴先生指出，“对
于损害，传统侵权行为法系采取移转方式，而现代侵权法系采分散方式，其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不
是加害人之行为在道德上应否非难，而是加害人是否具有较佳之能力分散风险”。〔２８〕 因此偏重于
结果监管往往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对算法监管的基本思路应在结果监管的同时，更将重点转移
至风险的防范。诚如吴汉东教授所言，“对于现代各国而言，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考量，其实是基
于风险的制度选择和法律安排，我们应通过法律化解风险，通过法律吸纳风险，将风险社会置于法
〔２５〕 ＡｎｕｐａｍＣｈ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ａｃｉ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１１５Ｍｉｃｈ．Ｌ．Ｒｅｖ．１０２３ （２０１６）．
〔２６〕 据报道，中科大采用算法，根据学生的消费频率、消费金额来识别贫困生并进行隐形资助。而未曾在学

校食堂经常用餐却消费很低的学生也由算法判断不符合资助标准。参见《暖心！这所大学竟用这种方式，偷偷资
助“不舍得吃饭”的学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１５７３９７３８１＿２５２５２６，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０８ ２０）。
〔２７〕 张耀升：《制造假新闻删越战照片政要媒体围攻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算法》，见搜狐新闻（ｈｔｔｐ：／／ｍｅｄｉａ．
ｓｏｈｕ．ｃｏｍ／
２０１６０９１３／ｎ４６８３５９５２７．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８ １５）。
〔２８〕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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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社会的背景之中，即对智能革命时代的法律制度乃至整个社会规范进行新的建构。”〔２９〕对于算
法带来的风险，除了对结果进行监管，更应注重建立一套完整的以风险防范为目的的制度。
首先，风险防范始于预防。结果监管指向内容审查，而对预防性监管则必然指向对算法本身
进行审查。这就意味着监管审查的对象，从单轨的内容监管应转化为内容与算法的双轨制监管。
这种监管以算法安全为目的，以预防技术产生的负面效应或副作用。算法的研发与设计应遵循道
德标准和设计的规则、运行阶段应充分对用户公开透明其设计目的和策略议程，以上均应当接受
监管部门的审查，建立标准审核流程。归根结底，以算法为审查对象目的在于增强算法对公众的
透明度，以预防风险的发生。
其次，算法的风险防范制度，还应建立一套算法的责任制度。平台责任假设算法作为工具，而技
术责任则将算法作为法律客体进行规制，围绕算法建立法律责任与伦理责任。以风险防范为目的的
责任体系，应从单轨的平台责任，转化为平台责任与技术责任的双轨责任制。此类责任对应的是用户
的权利，使利害关系人知晓算法的决策过程，既是对算法设计者的制约，也是赋予算法利害关系人免
于受到算法不利结果反复损害的权利。算法的开发者和使用者承担双轨制的技术责任和平台责任，
实质上是通过双轨制对算法造成的责任进行合理的分配。法律这样分配风险有助于形成人对算法自
动化决策的基本信任，而工业的发展、科技的研发等都需要一种信任模式的建立和良性运作。〔３０〕
最后，算法的风险防范制度，应以算法运行机制为基础。数据是算法发挥作用的必备要素，或
者说，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算法和数据的利用。以社交媒体为例，其算法带来的风险简要来说基
于社交媒体提供的关键资产———数据。这些数据既包括用户自身提供的内容也包括用户根据社
交媒体的反馈机制产生的数据。对用户数据收集进行合理程度的保护和限制，这也将会对隐私权
保护、机器学习数据来源、用户操纵行为等产生系列影响，如算法收集的敏感数据数量下降会进而
减少机器学习的深化程度和用户操纵行为的精准程度。
算法监管机制应以风险防范为基本思路，实行包括内容审查与算法审查并重，平台责任与技
术责任并行的双轨制监管思路。同时，应基于算法的运行机制，对算法的生产资源———数据进行
管理，对算法造成的消极后果进行风险防范。以下部分将予以详述。
（二）风险防范下监管对象的双轨制：内容监管与算法监管
算法由编程者设计，进而给网站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因此其本质上是具有商业秘密属性的
智力财产。基于此理念，早期各国均不主张对算法进行直接监管，而由技术优势而生的先进算法
是互联网公司在商业竞争中的法宝。〔３１〕 尤其计算机程序的复制非常容易且难以证明侵权行为，
所以互联网公司一直坚持发布算法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危害。〔３２〕 算法的直接审查既存在着商业秘
密方面的顾虑，也存在着技术上的壁垒。
然而，算法已经不仅是导致非法内容的原因，而且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规则的时候，就应该像
〔２９〕 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载《法律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３０〕 龙卫球：《我国智能制造的法律挑战与基本对策研究》，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１３页。
〔３１〕 Ｓｅｅ“ＴｒａｄｅＳｅｃｒｅｔｓ：１０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Ｆａｍｏｕｓ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Ｇｏｏｇ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ｔｏｒｅｆｉｎｅｉｔ．Ｓｏｍ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ｒｅ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ｂｕｔｍａｎｙａｒｅｎｏｔ．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ｔｏｍｏｄｉｆｙｉｔｓｔｏｐｓｅｃｒｅ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ｏｋｅｅ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ｆｒｏｍｇａｍｉｎｇ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ｔｉｓｔｈｅｔｏｐｓｅａｒｃｈｅｎｇｉｎｅｔｏｄａｙａｎｄｓｈｏｗｓｎｏ
ｓｉｇｎｓｏｆｇｉｖｉｎｇｕｐｉｔｓｐｌａｃｅ．”Ｇｏｏｇｌｅ公司开发和不断改进的排名算法是其在商业竞争中制胜的主要原因（ｈｔｔｐｓ：／／
ｉｎｆｏ．ｖｅｔｈａｎｌａｗ．ｃｏｍ／ｂｌｏｇ／ｔｒａｄｅ ｓｅｃｒｅｔｓ １０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ａｍｏｕ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８ ２０）。
〔３２〕 ＭａｘｉｍｅＣａｎｎｅｓｓｏｎ，ａｎｄＳｔｅｖｅｎＬ．Ｓｈａｆｅｒ，“ＡｌｌＢｏｘｅｓＡｒｅＢｌａｃｋ”，１２２ （２）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
３０９ ３１７（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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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一样具有公开性和可预测性，接受公众的审查和质询。而算法开发者和使用者主动接受公众
的质询也是自我澄清和保护的手段。在引言中谈到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在美国大选中受到舆论的广泛指
责，甚至参议员致信要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澄清“热门话题”中的新闻是否存在主观性时，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创始
人扎克伯格不仅撰文驳斥，甚至发布了一个２８页的内部编辑指南，详细介绍了编辑者和算法如何
在网站上选择“热门话题”的过程。〔３３〕 对算法的审查和质询将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１．算法监管的内容和限度
应对算法的哪些方面进行审查？限度在哪里？算法的审查应以用户权利的保护为必要限度，
不应要求源代码和算法内部运算透明，否则殊无必要且抑制私营公司的创新效应。算法应该向公
众予以公开的是在编码决策过程中，设计者设置的算法的目的和政策议程。
按照设计者设置的算法是否有特定的目的和政策议程，我们可以将算法分为 “中性算法”和
“定向算法”。〔３４〕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在设置“热点新闻”的时候仅仅根据点击率进行
排名，那么这种算法就是中性算法。而如果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新闻排名算法优先推送不利于某个候选
人的新闻，就是定向算法。仅仅根据数据进行运算得出结果的算法，即使产生了某些不公平的后
果，往往是由于现实社会的偏见造成的。例如，美国著名的约会社交软件 Ｂｕｚｚｆｅｅｄ利用算法对用
户进行自动匹配。由于算法追求更高的匹配成功率，最后匹配的结果绝大部分是将相同种族的人
进行匹配推荐。而这并不是由设计者的种族主义偏见造成的，而是人们潜意识地喜欢与自己同一
种族的人约会。〔３５〕 而如果算法特意设置了政策导向，为了推进种族之间的融合而忽略这一偏好
事实，向用户推荐不同种族的约会对象，这样的算法就是具有目的的定向算法。尤其需要指出的
是，在技术上区分二者较为容易，但在法律上势必无法给予二者明确的界定。一个算法是否带有
定向性不是泾渭分明的二分法，而是呈现一个频谱，即使是中性算法可能也不免受到设计者价值
观的影响，而定向算法的目的性和策略也有强弱之分。
２．算法监管应建立信息披露义务
针对算法的监管，应为算法的开发者和使用者建立信息披露义务。当算法的设计目的是为了
推进预定义的策略议程，而有针对性地设计策略定向算法时，算法的设计必须遵循道德标准和设
计的规则，应当接受监管部门审核，审核内容包括设计目的和策略议程。如果搜索引擎决定清除
搜索结果清楚的明显的偏见和歧视，应该让用户知道他们正在看到一个修剪整齐的版本。事实上
在具体案件上监管部门已经开始实行这一政策。例如，在魏则西事件后，联合调查组要求百度采
用以信誉度为主要权重的排名算法并落实到位，严格限制商业推广信息的比例对其逐条加注醒目
标识，并予以风险提示。〔３６〕 在社交媒体上，算法编辑必须对于用户来说可见，可审阅和发布明确
声明。用户有权知道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内容是否政策中立。否则，即使意图是高尚的，社
交媒体也会因没有充分的透明度而陷入困境。
〔３３〕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ｒ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Ｍａｙ１１，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ｆｂ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ｕｓ．ｆｉｌｅｓ．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２０１６／０５／ｆｕｌｌ ｔｒ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ｐｄｆ，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８ ２０）。
〔３４〕 ＯｍｅｒＴｅｎｅ，ａｎｄＪｕｌｅｓＰｏｌｏｎｅｔｓｋｙ，“ＴａｍｉｎｇｔｈｅＧｏｌｅｍ：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ｏｆＥｔｈｉｃ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２０１７）．
〔３５〕 ＫａｔｉｅＮｏｔｏｐｏｕｌｏｓ，“ＴｈｅＤａｔｉｎｇＡｐｐＴｈａｔＫｎｏｗｓＹｏｕＳｅｃｒｅｔｌｙＡｒｅｎｔＩｎｔｏＧｕｙｓ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Ｒａｃｅｓ”，
ＢＵＺＺＦＥＥＤ，Ｊａｎ．１４，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ｕｚｚｆｅｅｄ．ｃｏｍ／ｋａｔｉｅｎｏｔｏｐｏｕｌｏｓ／ｃｏｆｆｅｅ ｍｅｅｔｓ ｂａｇｅｌ ｒａｃｉ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７ｌ５ｚＫＰｂ２）．
〔３６〕 参见 《国信办联合调查组结果：百度竞价排名影响魏则西选择百度：从 ６ 方面整改》（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６＿０５＿０９＿３５９６１７．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８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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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监管的内容、流程，以及加诸互联网企业的强制披露义务，均为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领
域。因此应设立专业的监管部门进行算法监管，根据算法的功能进行层次不同的信息披露机制的
设计。这种内容与算法的双轨制监管，是建立平台、数据和算法的监管体系的核心制度。现在网
络治理的模式以平台责任作为起始点，数据和内容作为平台责任的支撑，其中包括监管平台在数
据的收集、使用过程中的责任，也包括平台在内容发布和监管中的责任。现行监管体系中缺失对
于算法的监管。算法以数据作为资料生成内容，实际上是网络治理模式中的核心要素。及时建立
对于算法的监管审查制度，对平台责任以及网络空间治理具有关键意义。
（三）风险防范下责任承担的双轨制：平台责任与技术责任
对算法的责任应从单轨的平台责任，转化为平台责任与技术责任并重的双轨责任体制。技术
责任意指机器伦理，法律责任的设置应围绕技术的运行，而非不论网络平台与算法的关系，一味由
平台承担责任。在算法的技术发展下，平台与算法的关系已远非“工具”一词可以概括，故应该对
责任承担的制度设计予以调整。
１．技术责任之一：赋予相对人的算法解释权
算法的技术责任即意味着相对人的权利。赋予相对人算法解释权即是加诸算法开发者和使
用者的技术责任。算法解释权是指在因算法的机器学习和自动决策而认为自己可能或已经遭受
损害的人，并有权要求知晓任何自动个人数据处理的逻辑，可以向算法做出的决定提出异议，并要
求算法更正其错误。算法解释权是典型的人工智能时代新型的救济权利。它与行政相对人请求
复议的权利相似，只不过行政复议请求的对象是掌握公权力的政府，而算法解释权请求的对象是
掌握着技术权力的算法设计者和使用者。
算法日益渗入日常生活不可避免会出现错误。例如美国航空公司的一位资深驾驶员称，由于计
算机算法将他与一位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混淆，使得他先后８０次在机场遭到拘禁。〔３７〕 而由于人们
对于算法客观性和可靠性的盲目信任，这种对算法决策结果的挑战和更正尤为艰难。各国逐渐展开
了和算法解释权相关的立法工作。如英国的《数据保护法案》（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ｔ）规定，人们有权对
人工智能做出的决定进行挑战。欧洲２０１６年通过的新的《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ＧＤＰＲ）提出，“每
个数据主体应该有权知道和获取通信，特别是关于任何自动个人数据处理中涉及的逻辑，至少是在基
于分析的情况下，这种处理的后果”。〔３８〕 《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ＧＤＰＲ）中也提出，“应该采取适
当的保障措施，其中应包括数据主体的具体信息和获得人为干预（而非数据干预）的权利，以表达
其观点，已获得对此类评估之后达成的决定的解释，并对决定提出质疑。”〔３９〕
〔３７〕 见《应建立第三方机构以管控作出糟糕决定的人工智能》，载搜狐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１２５３２２８６１＿
４６５９１５，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８ ２１）。
〔３８〕 “Ｅｖｅｒｙｄａｔ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ｋｎｏｗａｎｄｏｂｔａ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ａｎｙ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ｔｌｅａｓｔｗｈｅ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ｓｕｃｈ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２０１６／６７９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
２７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ｃｈｄａｔａ，ａｎｄｒｅｐｅａｌ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９５／４６／ＥＣ （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９〕 《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ＧＤＰＲ）中在第７１条明确提出了解释权，表述为被自动决策的人应该具有适
当的保护，具体应包括数据主体的特别信息和获得人类干预，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有权获得评估决定的解释，并
对决定提出质疑。“Ｒｅｃｉｔａｌ７１，ａｐｅｒｓｏｎｗｈｏｈａｓｂｅｅ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ｄａｔ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ｈｉｓｏｒｈｅｒ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狋狅狅犫狋犪犻狀犪狀犲狓狆犾犪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犱犲犮犻狊犻狅狀狉犲犪犮犺犲犱犪犳狋犲狉狊狌犮犺
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ａｎｄｔｏ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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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层面来说，有很多研究力量投入到了和决策策略有关的深层神经网络的理解中，如对
随机扰动技术、〔４０〕不变形分析、可视化和维度降低，〔４１〕但是显然这种技术上的可解释性并非法律
上的可解释性所指的“有法律意义的信息”。而对权利人有法律意义的解释内容可能分为两个层
面：其一，解释的对象是系统功能，例如该自动决策系统的逻辑、意义、算法设定的目的和一般功
能，包括但不限于系统的需求规范、决策树、预定义模型、标准和分类结构等。其二，解释的对象是
具体决策，及特定自动决策的理由、原因、产生决策结果的个人数据，例如每种指标的功能权重，机
器定义的特定案例决策规则，起参考辅助作用的信息等。〔４２〕这些信息都可以解释自动决策产生的
原因。举例而言，很多互联网信贷公司借助用户的社交媒体和购物记录等信息来对用户进行信用
评级发放小额信贷。这种自动的信用评分系统，用户可以申请信贷公司或算法提供者解释算法的
功能，和通用的逻辑（比如参与决策的数据类型和特征，以及决策树的类别），算法的目的和意义
（进行信用评分以发放贷款），和设想的后果（可能影响信用记录，影响利率）。在第二个层面，用户
可以要求解释具体决定的逻辑和个人数据的权重，例如用户的信用评分结果参考了哪些数据以及
这些数据在决策树或者模型中的权重。
第一个层次的信息类似行政复议中对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审查，通过对算法的决策基本情况的
了解，用户有权知晓算法是否合法，是否包含歧视因素，等等。而第二个层面的审查类似行政复议
中对行政决定的合理性审查，否则，如果一个人被互联网信贷公司拒绝，他被告知，算法充分考虑
了他的信用记录、年龄和邮政编码，但此人仍然不清楚申请被拒的原因，解释权便形同虚设。虽然
欧盟有法律提出相对人应享有“拒绝接受数字化决策，要求人为干预”的权利，但其仍停留在学理
讨论阶段。〔４３〕 不仅应建立风险防范的事前审查机制，〔４４〕同时应重视类似算法解释权等应对损害
的事后解决机制，算法解释权意在如何分配风险以求得全社会利益最大化。
２．技术责任之二：机器伦理的发展
算法解释权的行使面临着重大限制，原因是各国政府更加倾向于保护科技产业的发展而避免
发展技术责任。一直到现在，对于数据控制者必须对用户披露的信息类型，以及适用于自动化决
策的算法访问权限的限制，尚未在欧洲各地的法院的判例中得到普遍的明确范围。〔４５〕例如德国数
据保护法规定，数据控制者必须在决策的“评估”中向用户通报其所考虑的因素，但不必揭示给予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Ｄ Ｚｅｉｌｅｒａｎｄ ＲｏｂＦｅｒｇｕｓ，“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
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犆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狅狀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犞犻狊犻狅狀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４），ｐｐ．８１８ ８３３．
〔４１〕 Ａｒａｖｉｎｄｈ Ｍａｈｅｎｄｒａｎ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ａＶｅｄａｌｄｉ，“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ＤｅｅｐＩｍａｇ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Ｉ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Ｉｎ２０１５ＩＥ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ＶＰＲ），ＩＥＥＥ，２０１５，ｐｐ．５１８８
５１９６．
〔４２〕 ＢｒｙｃｅＧｏｏｄｍａｎ，ａｎｄＳｅｔｈＦｌａｘｍ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ａ
Ｒｉｇｈｔｔｏ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１６ＩＣＭ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Ｈｕ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Ｙ：
ＡｒＸｉｖｅｐｒｉｎｔｓ．
〔４３〕 Ｉｂｉｄ．
〔４４〕 司晓、曹建峰：《论人工智能的民事责任：以自动驾驶汽车和智能机器人为切入点》，载 《法律科学：西北
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第１６６～１７３页。
〔４５〕 “
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ｄｅｂ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ＵＫＨｏｕｓｅｏｆＬｏｒｄ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ｌｏｇｉｃ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ｅｃｒｅｔｓ’ｉｎｔｈｅ１９９８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ｔ：Ｇｒａｎｄ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ｉｌｌ，‘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ｉｌｌ［ＨＬ］’（犎犪狀狊犪狉犱，２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９９８）”（ＵＫ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Ｈｏｕｓｅｏｆ
Ｌｏｒｄｓ１９９８）（ｈｔｔｐ：／／ｈａｎｓａｒｄ．ｍｉｌｌｂａｎｋ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ｍ／ｇｒａｎｄ＿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９８／ｆｅｂ／２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５ＬＶ０５８６Ｐ０＿１９９８０２２３＿ＧＣＲ＿１，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０８ ０２）。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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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因素的精确重量 （即在自动化决策过程中使用的版权保护算法）。〔４６〕 根据几位评论家的观
点，〔４７〕德国 ＳＣＨＵＦＡ５９判决 〔４８〕显示，用户没有权力彻底调查自动处理系统（在判例中是信用评
分）的准确性，因为基础公式受到商业秘密的保护。
面对算法解释权的限制，发展机器伦理作为替代规则成了必然选择。解释权不是在算法决策
中实现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唯一途径。〔４９〕 立法者可能需要通过对算法通过道德审查标准，来防止
对用户的操纵或产生不公平的后果。在敏感性和风险较高的算法决策领域更适用伦理性的审查
要求。当然，目前这种方法面临着许多挑战。在短期的具体规则中，可以采用人工筛查的手段，预
见性地将算法可能出现的歧视问题等进行解决。算法本质上是“以数学方式或者计算机代码表达
的意见”，设计者很容易将自己的偏见嵌入算法系统中。例如，美国一些法院使用的一个犯罪风险
评估算法 ＣＯＭＰＡＳ被证明是对黑人造成了系统性歧视。发展机器伦理要求社会学家、法学家等
共同设计伦理框架，在算法设计阶段就为算法的研发和应用提供道德准则。
以算法解释权为核心的技术责任必然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亟待深入研究的主题。算法解释
权制度中，权利人的资格要求，行使的前提，行使的程序等，以及机器伦理的道德标准等都需深入
研究，本文篇幅所限不再展开。需要指出的是，平台责任与技术责任并非一定泾渭分明，某些情况
下可能存在交叉。平台在很多情况下本身就是算法的开发者与算法运行的维护者，技术责任的承
担主体可能就是平台，例如算法解释和机器伦理的考察可能都指向平台。 例如，上文中提到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情感蔓延项目，当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收集较多的用户数据用情感操纵算法进行处理后，美国
ＦＴＣ 要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平台公布算法，这同时体现了公权力通过对平台的监管来实现内容和算法的
双重监管。然而，平台责任和技术责任评价对象不同，算法的设计者和使用者也并不必然重合，这
两点决定了平台责任和技术责任需做出区分。
（四）风险防范下的生产性资源保护：数据资产收集与使用的限制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的体量和质量决定了算法是否足够“聪明”。数据对于算法造成的风
险防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从数据体量入手，限制数据的收集可以防范算法造成的用户
隐私泄露的风险；另一方面，注重数据收集的质量，可以避免算法以歧视性的数据作为自动决策的
依据，造成歧视性后果。需要注意的是，数据的收集以及使用无法回避平台在数据收集和管理方
面的责任。算法监管的体系性和有效性，亟待完善数据管理方面的平台责任制度。
１．敏感数据收集的合理限制
数据的范畴和形式在不断进行扩张。以社交媒体为例，其数据量大，更新快，且具有难得的多
〔４６〕 ＤｏｕｗｅＫｏｒｆｆ，“Ｎｅｗ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ｏ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ＧＪｕｓｔｉｃ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１０），４８（ｈｔｔｐ：／／ｐａｐｅｒ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ｓｏｌ３／ｐａｐｅｒｓ．ｃｆ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
１６３８９３８，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０７ １５）。
〔４７〕 ＢｒｕｔｉｇａｍａｎｄＳｃｈｍｉｄＷｕｄｙ （ｎ３５）６２；ＪｅｎｓＨａｍｍｅｒｓｅｎａｎｄＵｌｒｉｃｈＥｉｓｅｎｒｉｅｄ，“ＩｓｔＲｅｄｌｉｎｉｎｇ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ｅｒｌａｕｂｔ？ＰｌｄｏｙｅｒｆüｒｅｉｎｅｗｅｉｔｅＡｕｓｌｅｇｕｎｇｄｅｓＡｕｓｋｕｎｆｔｓａｎｓｐｒｕｃｈｓ”［２０１４］ＺＤ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
Ｄａｔｅｎｓｃｈｕｔｚ３４２．
〔４８〕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ｕｒｔＢｕｎｄｅｓ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ｈｏｆ２８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ＶＩＺＲ１５６／１３．ＬＧＧｉｅｅｎ
６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１Ｓ３０１／１２．Ａｌｓｏ，ＡＧＧｉｅｅｎ１１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 ４７Ｃ２０６／１２．
〔４９〕 Ｆｏｒ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ＧＤＰＲ，ｓｅｅ：ＤｉｍｉｔｒａＫａｍａｒｉｎｏｕ，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ｉｌｌａｒｄ
ａｎｄＪａｔｉｎｄｅｒＳｉｎｇｈ，“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ｈｔｔｐｓ：／／ｐａｐｅｒ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ｓｏｌ３／ｐａｐｅｒｓ．ｃｆ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ｄ＝２８６５８１１，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８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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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用户体量、使用语言、表达方式极为丰富。〔５０〕 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企业
发掘个人数据的“金矿”。在这座数据“金矿”中，算法对于数据的分析和利用能力，使得有关个人
隐私的敏感数据范畴在不断扩大。例如，在 ２０１６ 年两位科学家发布研究结果，可以通过用户在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上发布的照片的内容、配色方案等用算法进行分析，预测用户的抑郁症倾向。其预测指
标可以实现在医生确诊前识别抑郁症患者，诊断准确性甚至优于普通医师。〔５１〕 独立于提供的内
容的其他特征，如可以由任何人使用的任何计算机实时捕获的自然打字模式，也被确定为早期识
别微妙的精神运动障碍的可能患者，具有帕金森病或痴呆早期诊断的潜在应用。〔５２〕
然而，法律关注和保护的数据仍局限于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数据。如可以定位个人的姓名、
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密码等，或者体现个人社会活动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位置信息等。 如
２０１７年公安部破获的贩卖公民个人信息达 ５０ 亿条的特大案件，数据形式包括物流信息、交易信
息、个人身份等。〔５３〕 在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时代，非专业人士无法合理预期个人数据被算法使用
的方式和后果，即使可以，也由于生活和网络的高度融合无法拒绝提供个人数据。这些数据无意
识地贡献了包含着精神健康、身体健康、经济状况等敏感的可识别的特征。例如，用户的精神健康
状态可以通过其社交媒体发布的信息被识别和诊断，甚至被医疗保险公司用来确定用户的保险费
用。在这种情况下，用户被剥夺了个人决定是否受到诊断的权利，患者卫生信息保密的法律也被
彻底架空，而这些健康隐私有可能被私营公司购买以确定营销目标，或者被用来避免高风险的医
疗保险客户。用户在使用服务的需要下被裹挟前行，往往并没有其他选择权。用户应被赋予切实
存在的选择权利，比如在社交媒体通过按键选择的方式增加用户对数据被收集和使用的自主性。
２．歧视性数据资产的使用限制
数据是现实社会的反应，因此很可能包含着现实社会的歧视现状。算法决策是在用过去预测
未来，而过去的歧视可能会在算法中得到巩固并在未来得到加强，因为错误的输入形成的错误输
出作为反馈，进一步加深了错误。数据的有效性、准确性，也会影响整个算法决策和预测的准确
性。因此，应在对数据资产的管理中，充分认识到数据资产质量的重要性，避免歧视性数据资产的
适用。
例如，２０１３年，波士顿采取了创新方案解决普通市政道路坑洼问题。ＢｏｓｔｏｎＳｔｒｅｅｔＢｕｍｐ程
序可以使用智能手机运动感应功能，向市政府报告用户驾驶时遇到的街头坑洼引起的震动，以确
参见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信息认知与系统智能研究所副所长黄永峰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在清华
ＲＯＮＧｖ２．０系列论坛之 “社会关系网络与大数据技术”专场上所做的题为《网络社交媒体的情感认知与计算》的演
讲（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６１９９９０２１＿３０８４６７，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８ ２０）。
〔５１〕 Ｍ．ＤｅＣｈｏｕｄｈｕｒｙ，Ｍ．Ｇａｍｏｎ，Ｓ．Ｃｏｕｎｔｓ，＆ Ｅ．Ｈｏｒｖｉｔｚ，“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ｖｉａ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ＡＡ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Ｗｅｂｌｏｇ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 （ＩＣＷＳＭ）（２０１３），
ｐｐ．１２８ １３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ａａｉ．ｏｒｇ／ｏｃｓ／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ＩＣＷＳＭ／ＩＣＷＳＭ１３／ｐａｐｅｒ／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６１２４／６３５１，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０８ ２０）。
〔５２〕 Ｌ．Ｇｉａｎｃａｒｄｏ， Ａ．ＳｎｃｈｅｚＦｅｒｒｏ，Ｉ．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Ｃ．Ｓ．Ｍｅｎｄｏｚａ， ＆ Ｊ．Ｍ．Ｈｏｏｋ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ｍｏｔｏｒ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Ｆｉｎｇｅ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Ｋｅｙｂｏａｒｄｄｕｒ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ａｌＴｙｐ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５，９６７８（２０１５）．
〔５３〕 参见《黑产团伙长期贩卖公民信息，泄露数据达 ５０ 亿条》：“近期，公安部破获了一起盗卖公民信息的特
大案件，５０亿条公民信息遭到泄漏，而嫌疑犯被传是京东网络安全部员工，与黑客长期相互勾结。据公安部披露，
犯罪嫌疑人郑某鹏利用京东网络安全部员工这一身份，长期监守自盗，与黑客相互勾结，为黑客攻入网站提供重要
信息，包括在京东、ＱＱ 上的物流信息、交易信息、个人身份等。”（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ａｇｓｏｆ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ｐ／１８６４，最后访
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９ ０７）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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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修复的街道上的问题。有趣的是，数据中心统计城市的富裕地区比贫困地区有更多的坑洞。
这是由于智能手机在贫富地区不均等分配造成的。〔５４〕 同理，如果将算法应用在犯罪评估、信用贷
款、雇佣评估等关切人身利益的场合，歧视性数据资源带来的群体、种族的利益影响更为巨大。应
以风险防范为目标，对数据资产的质量进行充分管理。具体手段应包括建立数据评估机制，数据
去噪筛查机制，以及由专业人士研究如何对数据进行复原。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不仅有法律监管的风险和挑战，更有监管技术和手段的丰富和提高。许
多过去不可能的监管措施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都将变为可能。监管的思路转化为风
险防范是关键，具体措施的发展可以留待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的发展来逐步解决。未来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人工智能极大地造福于人类的愿景值得期待和憧憬。

五 、余

论

从社交媒体的新闻推送开始，本文梳理了传统的算法监管的制度框架及其隐含假设，并介绍
了人工智能时代算法通过社交媒体海量数据和机器学习取得的发展。这些发展对传统监管路径
提出了巨大挑战。面对算法发展带来的风险，有必要采取预防性的行为和因应性的制度。“法律
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规范和追寻技术上的可以管理的哪怕是可能性很小或影响范围很小的
风险和灾难的每一个细节。”〔５５〕对风险进行法律控制是人工智能时代法律对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
回应。对于个人数据收集、使用行为的限制，设立具有不同层次的算法强制披露义务以增强算法
透明度，创设算法解释权给利害关系人以救济，都是在通过不同角度去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
本文仅仅是对人工智能时代法律应对风险具体规则的抛砖引玉，许多具体制度设计仍有待法
学学者的深入研究。而在这些研究中有一点应予明确：现今的制度框架总体来说是有利于科技发
展和进步的，法律的适当滞后并不必然是缺陷。面对科技的发展，法律应有一种保守克制的态度，
而这种克制态度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并不必然将所有问题归咎于人工智能和算法的发展，而急
于对算法发展进行不必要的限制。对于算法控制的信息流动和进行的自动决策的批判不绝于缕，
而这种算法发展带来的“黑箱”可能并不是唯一原因。事实上，太阳底下无新事，过去的股票内幕
交易，某些行政决策又何尝不是所谓的“黑箱”呢？相比人的决策，算法决策更不容易受到固有偏
见的影响而更加公平客观。《大数据：打击歧视和授权团体的工具》一书中提到了多个案例，展示
了企业、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如何利用数据分析来保护和授权弱势群体，数据驱动的决策可以有
效减少歧视，促进公平和机会。〔５６〕 对算法带来的风险进行法律规制时，制度达到目的衡量的标准
应是现实世界的一般标准，而非人人大同的乌托邦。秉承这一原则，有利于在创制法律制度时，充
分衡平科技发展与权利保护。
（责任编辑：蒋红珍）
〔５４〕 ＰｈｉｌＳｉｍｏｎ，“ＰｏｔｈｏｌｅｓａｎｄＢｉｇ Ｄａｔａ：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Ｏｕｒ ＷａｙｔｏＢｅｔ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ｗｉｒｅｄ．ｃｏｍ／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２０１４／０３／ｐｏｔｈｏｌｅｓ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ｃｒｏｗｄ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ｗａ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最后访问时
间２０１７ ０９ ０２）。
〔５５〕 ［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
（上篇）》，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５６〕 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ｉｖａｃｙＦｏｒｕｍ ＆ ＡｎｔｉＤｅｆａｍ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ｇｕｅ，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Ｔｏｏｌｆｏｒ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ｓ，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ｆｐｆ．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ｐｏｒｔ１．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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