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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onsensus on ethical guidelines or principles so far reached in the world, four key issues on
ethical system of AI will be studied further in this paper: operating mechanisms of AI ethics system, the grounding of AI
ethical guidelines in real-world scenarios, predi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ethical risks of AI technology, and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mechanisms of handling major social problems supported by the AI ethics system. These issue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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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第三次浪潮带来的重要进展，
人工智能伦理挑战已成为当前国内外普遍关注的
一个焦点，一些组织和机构开展了相关议题的研
讨，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建议。中国
人工智能学会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高度重视，于
2018 年年中开始组建人工智能伦理专委会。在
2019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上，5 月 26 日举行了
“全球视野下的人工智能伦理”论坛，在国际上首
次提出了人工智能伦理体系规划问题，这意味着
人工智能伦理建设开始进入第三阶段，而人工智
能伦理体系的关键问题研究提上了议事日程。正
收稿日期：2019−06−20. 网络出版日期：2019−06−24.
通信作者：陈小平. E-mail：xpchen@ustc.edu.cn.

如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院士在论坛致
辞中指出的那样，本次论坛具有里程碑意义。

1 人工智能伦理建设：从伦理准则
到伦理体系
人工智能伦理建设已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人工智能伦理必要性的讨论，从专业角度
说，耶鲁大学 Wendell Wallach 等美国学者起了带
头作用，在国际上引起了普遍重视；从更广泛的
背景看，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发挥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第二阶段是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
讨论，欧盟走在前面，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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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其中。
在第二阶段，欧盟人工智能伦理高级专家组
[1]
提出了人工智能伦理的 7 条准则 ，包括：确保人
的能动性和监督性、保证技术稳健性和安全性、
加强隐私和数据管理、保证透明度、维持人工智
能系统使用的多样性、非歧视性和公平性、增强
社会福祉、加强问责制。我国清华大学人工智能
[2]
与安全项目组提出了 6 条准则 ：福祉原则、安全
原则、共享原则、和平原则、法治原则、合作原
[3-15]
则。据不完全统计
，迄今已有 40 多个机构或
组织提出了各自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建议。总体
上看，所有这些准则建议是基本一致的。
因此本文认为，人工智能伦理准则讨论阶段
已达成共识而基本结束了。在这些共识的基础
上，人工智能伦理建设需要进入第三阶段，即人
工智能伦理体系的讨论。
那么，“人工智能伦理体系”与“人工智能伦理
准则”有什么不同？展开人工智能伦理体系的讨
论有什么必要性和紧迫性？我认为，以下 4 个关
键问题，是伦理准则无法回答，人工智能伦理体
系建设无法回避的。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
建立完整、有效的人工智能伦理体系。
第一，人工智能伦理体系的运作机制问题。
任何伦理准则都不可能自我执行，都必须借助于
伦理体系中的一系列相互配合的运作机制才能得
到落实。这就如同法律条文制定得再好，也不可
能自我执行，必须在完整的法制体系中才可以得
到落实，而法制体系是由立法、司法、执法等机制
组成的。没有完整的法制体系的支撑，必然出现
有法不依的问题。当然，伦理体系与法制体系是
十分不同的，不可能完全照抄法制体系的“模
板”，所以必须开展人工智能伦理体系的讨论，尤
其是运作机制的讨论。
第二，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的场景落地问题。
已经提出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大部分属于反映
普世价值的原则。当把这些准则应用于具体的实
际场景，就需要细化为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否则
必然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上无法落地。例如，无人
驾驶可以有两种本质不同的应用场景。一种是完
全无人驾驶交通系统，这种交通系统中只有无人
驾驶汽车，没有有人驾驶汽车，行人必须严格遵
守与普通道路交通完全不同的规则。另一种应用
场景是混合交通系统，其中无人驾驶汽车和有人
驾驶汽车同时存在，行人遵守普通道路交通规
则。这两种交通系统虽然都是无人驾驶的应用场
景，它们所面临的技术和伦理风险却是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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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混合交通系统中，人工智能技术面临着难
度和复杂度更大的挑战，而其中大部分最难的挑
战在无人驾驶交通系统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在
人工智能伦理体系中，需要为两种交通系统制定
非常不同的监管规定，即使这两种交通系统符合
相同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
第三，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预测判别问题。
世界上所有民航局都规定了禁带物品清单，同时
强制实行登机安检，以检测乘客和乘务人员是否
携带了禁带物品。在人工智能伦理体系中，也需
要有对应于“禁带物品清单”的某种“违禁物清
单”，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监督和管控。显
然，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只是一些原则，并不包含
人工智能的“违禁物清单”，比如“安全原则”不可
能具体指出哪些人工智能技术是不安全的，“公平
性原则”不可能具体指出哪些人工智能技术是不
公平的。同时，人工智能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不
可能一劳永逸地列出完整的“违禁物清单”。所
以，只能在人工智能伦理体系中建立某种常态化
机制，该机制能够预测、判别任何一项人工智能
技术有什么风险、风险多大、是否应该禁用等
等。这种机制过去并不存在，这是人类面临的一
个全新课题。
第四，重大社会问题综合创新的动力机制问
题。伦理学的基本落脚点围绕着“正确的和错误
[16-17]
的行为”
；也就是说，伦理并非只关心“不做错
事”，也关心“要做好事”。可是在迄今人工智能伦
理的讨论中，防范风险的一面得到了普遍重视和
广泛讨论，而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面却
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这已成为人工智能伦理体系
建设的最大短板。有一种观点认为，推动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的问题，应该并且已经由人工智能
研究和产业化承担了，无需人工智能伦理的介
入。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当今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
态势的。例如，根据民政部等部门的统计，中国
有 2.5 亿个家庭需要家政服务，而现有家政服务
人 员 不 到 1700 万 。 根 据 中 国 老 龄 办 2016 年 调
查，中国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总数已达 4000 万，而
且每年增加 800 万。类似问题在发达国家也不同
程度地存在着。目前，这些问题难以找到有效的
解决办法，因为现存科技和产业创新（innovation）
的主要动力机制是商业化，而商业化机制应对老
龄化等社会问题的效力是严重不足的，未来这种
情况将越来越严重。因此，有必要在商业化机制
之外，增加一种新型的综合创新机制，即借助于
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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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工智能伦理体系的基础架构
人工智能伦理体系的一种基础架构如图 1 所
示。这个架构并不包含人工智能伦理体系的全部
内容，而是重点回答上面指出的 4 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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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需要制定针对性、强制性、可操作的实施细
则，即一套完整的监督治理规定。每一个应用场
景都由一套对应的规定加以约束，不同的应用场
景可以有不同的规定。针对一个具体的应用场
景，一套规定往往包含下列多方面的具体要求和
规范：产品标准（企业标准）、技术标准（团体标准/
国家标准/国际标准）、行规、产业政策、法规等。
这些不同方面的规定是由不同的机构制定和监管
的，包括企业、标准化组织、行业组织、政府部门
和法制机构，这些规定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
系。例如，企业制定的产品标准的指标不得低于
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技术标准的指标。产品标准和

Fig. 1

图 1 人工智能伦理机制构架
A dynamics frameword of the AI ethics system

按照流行观点，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包含 3 个
主要环节，即“社会需求”“研究”与“应用”，它们形
成一个循环演进的闭环，即需求推动研究，成熟
的研究成果经过商业化途径实现实际应用，而实
际应用又可引发新的需求。这个闭环正是人工智
能伦理体系的作用对象，而人工智能伦理体系建
立之后，整个人工智能生态的构成和运作机制也
将大大改变和升级。
人工智能伦理通过 3 个层次发挥作用：上层
为人工智能伦理的基本使命；中层为人工智能伦
理准则；下层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的可操作的监
督治理规定。
在图 1 所示的人工智能伦理体系基础架构
中，我们将人工智能伦理的基本使命定义为“为增

技术标准是针对一类具体产品或服务的，而行规
和产业政策是针对整个行业的，所以它们是互补
的。法规是从法律层次做出的规定，具有最高的
强制性和权威性，通常不是针对特定产品和服务
的，甚至可以不针对具体行业。
从作为伦理实施细则的规定的构成可以看
出，人工智能伦理建设不可能由某一领域的专家
完成，而是必须涉及一系列相关方，从企业、大学
和科研机构、标准化组织、行业组织、政府机构到
法律部门，需要所有这些相关方的相互协调和共
同努力。在相关方的协调中，不仅需要遵守共同
的伦理准则，而且需要遵守伦理体系基础架构对
各自角色的定位和相互关系的约定。

3 人工智能的风险预测判别机制

进人类福祉和万物和谐共存提供伦理支撑”。这

实现人工智能伦理基本使命的一项必要前提

个使命本身也是一条伦理准则，但相对于其他准

是确保人工智能的伦理底线，即确保人工智能研

则，它的价值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稳定性，它的

究和应用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综合看来，人

内涵概括了其他伦理准则的内涵，而其他伦理准

工智能有以下 3 种风险。第一，技术误用：由于人

则未必能概括基本使命的内涵。因此，基本使命

工智能技术不够成熟、不够人性化或缺乏足够的

可用于指导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以及中层伦理

伦理约束等原因，给使用者带来直接的损害，比

准则的制定、改进和完善，而其他伦理准则未必

如数据隐私问题、安全性问题和公平性问题等。

可以或未必需要用来指导伦理性研究。另外，人

第二，技术失控：即人类失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

工智能伦理性研究不太可能改变基本使命的内

控制而出现严重的后果。例如，现在不少人担

涵，却可以影响和改变其他伦理准则的内涵。总

心，将来人工智能会全面超过人类的智慧和能

之，人工智能伦理的基本使命可以视为“伦理准则

力，以至于统治人类。第三，应用失控：人工智能

的准则”，也就是人工智能的基本价值观。

技术在某些行业的普遍应用带来严重的负面社会

中层的伦理准则即在人工智能伦理建设第二

效果，如导致很多人失业。

阶段中达成共识的那些价值原则。这些伦理准则

目前全球不存在相关机构和充分的研究力

是基本使命的具体体现，并为实施细则的制定和

量，能够对这 3 种风险进行预测和判别。因此，有

科技研究实践提供引导。

必要在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中，增设一种新型研究

为了将伦理准则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应用场

模式和部门——人工智能伦理性研究，这种研究的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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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核心职能是承担对 3 种风险的预测和判别，

肯定是有的。以工业生产为例，一些劳动密集型

也就是担任人工智能风险底线的守护者。因此，

产业已经在部分地区普遍出现了“用工难”现象，

在未来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中，“研究”将被划分为

但这种现象并不是由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

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一个是传统的科技研究/技

术的应用引起的，而是由于大量岗位的工作性质

术性研究部门，一个是伦理性研究部门，它们之

已经变成了简单操作的机械性重复，这种作业是

间存在相互支持的关系。

不符合人性的。未来的必然趋势是，愿意承担这

人工智能风险预测判别研究与传统的科技研

种工作的人将越来越少，因而对人工智能、机器

究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技术学科的研究历来以

人技术产业应用的需求将越来越强，于是在一些

“潜在应用”为目的，自然科学研究则以“求知”为

行业中人工替代率将越来越高。如果无法解决再

目的，而人工智能风险预测判别研究的基本职能

就业问题，就可能引起应用失控，产生极其严重

是依据伦理准则，通过科学手段，探明某项技术

的社会后果。由此可见，对这种风险的预测和判

的风险及其严重性，从而为是否应该禁用该技术

别是极其复杂、极其困难的，需要多学科合作和

提供可靠依据。因此，风险预测判别研究以“潜在

长期努力。

禁用”为主要目的。由此可见，建立人工智能伦理
研究部门是绝对必要的。在图 1 中，有一个从伦
理研究到伦理准则、到实施细则、到应用场景再
到伦理研究的闭环，这个闭环反映了人工智能伦
理研究在整个创新生态中的作用。
针对 3 种风险，人工智能风险预测判别研究
的主要任务及其必要性概述如下。
关于第一种伦理风险，事实上已经在现有人
工智能和其他技术的应用中存在着，这种情况的
严重性被普遍低估了，也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与
管控。因此，针对数据隐私、安全性、公平性等伦
理问题，亟需加强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的伦理体
系建设，加强专业队伍的建设，加强针对具体伦
理问题的研究，设置更高标准的相关规定，实行
有效的监管和治理，这些应成为当前人工智能伦
理研究与治理的重点任务。
第二种风险的近期紧迫性不强，但长期严重
性绝不可低估。传统技术都不是自主的，而人工
智能可以具有完全自主性。完全自主性意味着，

4 面向重大社会问题的伦理性创新
人工智能的根本价值在于增加人类的福祉。
在本文建议的人工智能伦理体系中，这条原则被
列为基本使命，而且所有已经提出的伦理建议都
包含这条准则。人类福祉的一个集中体现，是帮
助解决社会面临或将来面临的重大问题，例如：
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资源分布不
均、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少人化等。
这些重大社会问题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从
本性上看，现有商业化机制不适合解决这类问
题；第二，目前也不存在其他有效的应对手段；第
三，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往往不是纯技术性的，
而是综合性的，并且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其中发
挥重要作用。那么，人工智能伦理如何为解决重
大社会问题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对这个问题的
研究是整个人工智能伦理建设中最为薄弱、最为
[19]

欠缺的一环 。

人工智能可以完全独立于人类而实现现实世界中

本文认为，在人工智能伦理体系中的“伦理性

复杂任务的感知、决策和行动。有分析认为，具

研究”部门，应该包含两项基本职能。一项是上文

有类似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完全自主的人工智能系

提出的“风险预测判别”，另一项是“伦理性创

统一旦研制出来，就会独立地自我繁殖和自我进

新”。作为一种全新机制，伦理性创新将为重大

化，并突破任何伦理规范和人类控制

[18]

。果真如

此，允许这样的人工智能系统被研发出来，就意

社会问题的应对提供研究支撑，其主要工作任务
如下。

味着人类将被人工智能统治，也就意味着任何人

第一，社会变化主客观数据的采集分析。在

工智能伦理准则都沦为空谈。当然，现有哲学分

科技和产业创新飞速发展的时代，民众的生活、

析还不是充分的科学论证，所以这种可能性尚未

工作和心理状态也在快速变化，而且不同群体的

得到证实，但有必要认真对待。对于这种风险进

主观感受、教育观念、就业倾向、消费观念、生活

行预测和判别，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且无先例

态度和人机关系认知等等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的工作，关系到人类长期生存的安全底线。

目前，社会对这些信息的把握是十分有限的，这

第三种风险目前没有严重表现，但潜在风险

种状况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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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改变。因此，开发相应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人工智能伦理体系的运行机制由它的基础架

等技术，及时充分地收集反映这些变化的指标数

构决定，该架构规定了伦理体系的主要部门以及

据，并与传统的产业和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通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包括场景落地的机

过系统性分析得出社会状况的科学判断，对于维

制。本文建议，在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中增设一个

持社会平稳运行，更加合理地进行政策决策和规

新型研究部门——伦理性研究，它有两项基本职能：

划制定，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更

人工智能风险预测判别和应对重大社会问题的伦

好地应对重大社会问题奠定了必要基础。

理性创新。根据这些分析和建议，在未来人工智

第二，社会发展可能态势的分析预测。在未

能时代，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将进入“双轮驱动”

来某个时段，完全可能出现大量工作被机器取

模式，以传统的商业化创新和新设立的伦理性创

代、大批工作年龄人口无工可做的情况。这种情

新作为两个不同而相互关联的动力机制。

况下的社会结构、经济运行机理和社会发展动

总之，人工智能伦理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不

力，与当下社会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在应对某

是将一般伦理学原则、方法和规则具体化到人工

些重大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未来人类很可能进入

智能就可以奏效的。如何建立这样的人工智能伦

一个全新的社会文明阶段。为了保证这种社会演

理体系，仍需要相关各方紧密合作，进行长期、艰

化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保证宇宙万物的和谐共

苦的探索。

存，人类完全有必要未雨绸缪，而不应被动地随

致谢

笔者在与下列学者和专业人士的相关

波逐流。对未来社会发展可能态势进行分析预

交流中受益良多：李德毅院士、赵汀阳、陈嘉映、

测，是社会长期发展规划的必要基础。这种分析

王蓉蓉、宋晓刚、郝玉成、于剑、王卫宁、潘天佑、

预测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多学科合作，而人工智

秦宇、Jeroen van den Hoven、Wendell Wallach、刘

能技术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晓力、苏彦捷、孙周兴、王国豫、宋冰、刘哲、梁

第三，重大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创新设计。
人类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往往难以就事论事地
得到解决，需要通过综合性创新找出化解之道

[20]

。

正、Steve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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