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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链” 既是证据相关性的具化表达，也是验

保真推理。 它的运行基础始终坚持着“ 在没有更好

证最终事实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准，在认定事实中起

选择的情况下，此刻看上去最好的就是足够好的”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虽然证据链决定着司法证明的

功利主义原则，以最实用的方式突破证明的难题。

逻辑命脉，但是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却进展缓慢，原因
在于：其一，“ 证据链” 易于描述却不易衡量。 在“ 证

二、证据链的功能

据链” 的分析中，“ 链接强度” 是一项核心指标，它直

（ 一） 证据分类的推进：可视化。 为了研究司法

接决定着证明力的大小，但它在非数字形态的文字

证明的客观规律、提高运用证据处理案件的能力，根

系统中难以量化把握。 其二，即使可衡量，它也极不

据证据的来源、作用以及其他特点，按照不同标准所

稳定。 两个证据之间是否必然形成链条、形成的链

作的学理划分，称之为证据分类。 传统证据理论对

条会不会断裂等仍存在不确定性，这对证据链的稳

证据分类大多停留于概念界定、特征描述、差异区分

定性构成极大的威胁。 其三，即使稳定，它是否具有

等认知层面，而缺乏挖掘分类证据的手段、展现分类

说服力？ 裁判者在某一证据链上的个体确信能否足

证据的价值与运用分类证据的方法等实际操作。 换

以撼动他人的不同判断，令如此的链接关系具有最

句话说，证据仅被分类，分类后的应用却鲜有开拓，

优的排他力与威信力？

这导致“ 证据分类” 多限于学术阐释的理论现象，而

一、证据链的性质与搭建
所谓“ 证据链” 是指证据之间用以证明事实所
形成的逻辑关联。 两个证据之间所产生的关联关系
构成一个最基本的证据链接单元，即单调证据链。

没有成为有效作用于司法证明的实践工具，以至于
有学者质疑证据分类之种种概念是否存在。 证据链
为证据分类提供了可视化的呈现方式。 通过它，我
们能够观测各种证据分类的实际状况。
（ 二） “ 涌现” 代替因果逻辑。 证据链所构成的

（ 一） 证据链的性质。 １． 证据链是“ 非必要的但

结构网络的涌现性表现为：第一，对整体证据的涌现

链是“ 偶然中的必然” 链条。 ３． 证据链是“ 基于认知

之和” ，其中大于的部分即是涌现的部分。 涌现是

充分的条件中一个不充分但必要” 的链接。 ２． 证据
的证成” 链接。

（ 二） 证据链的搭建。 搭建证据链，并不是由相
对丰富的条件资源针对精确目标所做的理论推断，

性认知远大于对个别证据的纠结。 “ 整体大于部分
对各部分聚合所形成的质变的衡量，它不是各部分
的总和，而 是 各 部 分 组 合 所 产 生 的 “ 多 出 来” 的 效
应。 就事实认定而言，裁判者对若干同向证据叠加

而是在条件资源相对不足的具体案情之中针对模糊

所产生的某种内心确信，正是基于这些证据又超越

目标所做的实践推导。 这其中几乎没有必然证成的

这些证据而涌现出来的部分。 第二，涌现可以实现

逻辑，主要是满足合理性“ 放低” 的或然逻辑。 证据

不同证据种类或类型组合的有效聚合。 第三，涌现

链的实质蕴涵不能表现为有效演绎，而只能表现为

是裁判者从自由心证通往内心确信的必由之路。 涌

“ 有助益的支撑” 。 “ 有助益的支撑” 是指提升可信

现因局部之间的交互而产生系统全局效应，是基于

性的概率值。 证据链不是建立在逻辑有效性上的正

微观的宏观反映。 建立证据链的拓扑结构，就是要

统推理，而是承认前提与结论间的信息罅隙并以似

观察各点之间相互作用后，宏观上确认整个证明在

真性判断完成跨越的退守性推导。 它并不“ 要求”

性能与结构上是否发生突变或质变。

得出什么必然推论，而是“ 允许” 开展什么推理。 以

（ 三） 对威格莫尔图表法的突破与超越。 证据

证据链为载体的推论属于可辩驳的似真推理，而非

链理论有效地突破了威格莫尔开创的图表法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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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克服了图表法的难题，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超

相的揭示就深深依赖着我们所掌握的，或者更准确

越。 第一，证据链所依赖的证据分析原理并不像图

地说，掌握我们的结构。 再次，结构主义从证据本身

表法一样由人为主观设计，它的理性基础是基于复

转向证据中的证明含量与证明增量。 最后，结构主

杂科学、拓扑学和系统理论等学科。 这些学科在自

义是退回客观的最好方式。

然科学领域中已经趋于成熟且得到广泛应用，其科
学性、共识性、实践性毋庸置疑，并不会遭受如图表

四、结构主义中的“ 真实”

法符号设计与运行原理过于主观随意的质疑。 第

在结构主义看来，真实其实是被结构生产出来

二，证据链简化了对证据种类上的多重复杂分类，变

的。 人们并不是先验获得某种符合与否的真实感

成了“ 点” 的聚合，将分析重点落脚于证据（ 点） 间的

的。 我们能够获得真实，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

组合排列关系， 更集中 地 展 示 “ 证 明” ， 而 不 是 “ 证
据” 。 第三，证据链依赖于似真推理的盖然性，证据

可信赖的结构以容纳真实。 这就意味着，裁判者作
为个体所作出的事实裁决是共识性的，它满足一种

链结构依赖于点的拓扑分布特征，两者均是基于统

整体同质性的结构要求。 换言之，它并不是一种经

计学意义上的最大概率而展开的，它避免了如图表

验主义，只关注裁判者个体的、偶然的、随机的、零散

法那样陷入链接还是不链接的二元困境的可能。 第
四，证据链理论的功能与传统的证据分类概念与理

的经验收集；它也不是一种“ 心理主义” ，仅探知特
定裁判者的可观察的心理过程；它要揭示证明本身

论完全对接，对传统证据法学概念与理论具有纵深

的结构，并通过这一结构揭示发现真相的过程与依

的推动与支撑意义。

据。 这样一来，真实就超越了信念乃至信仰的层面，

三、证据链中的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强调，“ 结构地” 看待司法证明与事实
推演。 结构主义认为，每一个证据的价值都完全取
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的关联，如果某一证据足够独立
且不与外界联系，那么它的证明信息就没有传导性，
也就没有将证明含量转化、推进到最终事实认定的

可能性管道。 因此，相比于证据的 “ 实质性” 意义，

而拥有了公共讨论性。
依据证据链结构的特点与功能，司法证明中的

“ 真实” 应在如下几个维度内诠释：第一，真实是被
建构的。 在司法证明中，真实不能仅是一种漂移不
定的朦胧感觉，它必须真切地存在于证明的每一细
节之中。 第 二， 面 对 复 杂 而 得 出 的 “ 真 实” 并 不 纯
粹。 真实之于真相，并不像智齿长在牙床上那样可
以被轻易地拔出来，我们所捕获的真实并不一定如

它的“ 关系性” 意义更具决定性。 结构主义相信，只

它存在于真相之中时那么的清澈。 第三，链接是累

有在证据的相互解释与相互界定的结构之中，证明

积真实的路径。 证据本身的证明信息只是证据的潜

才有价值。 由此，“ 结构” 成为结构主义区分证明类

在力量，证据的真实证明力仍然需要通过“ 链接” 才

别的标准。 各种形态的证据之间，无论存在怎样的

能得以体现。 第四，真实是众多偏见与异议的中和。

关系，只要由种种关系所形成的内在结构保持不变，

平衡偏见的方式在于结构，链接结构为中和偏见搭

那么就归属于同一种证明。
结构主义对证据是分析性的，而不是评价性的，
它不纠缠于个别证据的明显意思，而是力图从所有
证据的分布中抽离出表象之下隐而不显的“ 深层结
构” ，通过对证明力度、幅度、深度的衡量力求准确

建了一个“ 相互作用的辩证的共同体” ，证据间的编
排与组合能够有效区分互相印证与互相否定，一致
性的达成甚至可以通过图形直观察觉。

五、通往真相的科学化证明之路

把握证明的尺度。 具体而言：第一，从某种程度上

真相大于自由。 将认定事实的核心环节交给心

说，结构主义是对常识的刻意反叛。 第二，结构主义

证并赋予其自由，是人类对“ 过去” 相妥协的表现。

是对叙事的有意冒犯。 叙事理论强调证明应当基于
时间轴将证据“ 历时性” 地展开。 第三，“ 结构” 作为
证明的核心生命，一旦生成，便通过自主自律形成强
大的整体功能。 第四，结构主义区分了“ 论证活动”
与“ 所论证之事” 。

那么，结构主义的收获是什么呢？ 首先，它表达

了对自由心证毫不留情地去神秘化倾向，使 “ 自由
心证” 通向“ 科学心证” 。 其次，结构主义挑战了经
验主义。 “ 经验” 是事实认定的“ 兜底” 方式。 真相

不是被结构反映出来的， 而是被结构产生出来的。
连接方式成为洞察真相的一种特定认知方式，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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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回到过去” 意味着“ 没有人比其他人更能说清
过去” 。 既然谁都不比谁更优越，那么只要让其中
一个来判定过去，其他人就无以反驳，这便是心证之
所以自由的基础。 但是，值得反思的是，这一逻辑假
设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而不是人与科学之
间的比较。 实际上，就人与科学而言，具有充分理性
路径的科学方案远比个人心中的自由权衡更为可
靠，亦更为合理。 所以，一国司法中，心证被赋予的
自由越大，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证明依靠科学的程度
越弱，两者之间呈反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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