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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与冷：法律人工智能界的悖论现象
（ 一） 话语与实践的冷热差异

１．官方政策层面之“ 热” 。 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

智能“ 革命” ，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支持力度空前
强大。 纵观世界，可以说尚未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
样通过官方的顶层设计来支持司法和公共安全领域
大规模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在司法领域，人工智

能的运用尝试更是如火如荼。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外，尽管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远逊于中国，但在司法
过程中的应用（ 包括研究） 却显然更为扎实。

二、冷与热：原因何在
在对待与运用法律人工智能的态度与实践中，

为何出呈现出明显的“ 冷热不同” ？ 进一步而言，影
响法律人工智能话语与实践冷热的因素究竟为何？
（ 一） 话语层面为何“ 冷热不同”

笔者认为，上述现象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中国

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

与域外国家在人工智能上的认识差异。 尽管域内域

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 将积极推动人工

外均将人工智能视为下一个社会变革与经济增长的

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 在地方层面，科技公司开

引擎，但在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上仍有明显区别。

始不断与各地法院联手，大力推进司法领域的人工

相较而言，西方国家对于人工智能更为警惕，总体上

智能应用。

２．学术界研究层面之“ 热” 。 受司法实务界的影

呈现出一种“ 保守倾向” 。 而中国要明显积极得多，
明显是一种乐观主义。 由于担心人工智能的运用会

响，法学界对法律人工智能的关注和研究热度也与

引发一系列的侵权行为以及当下作为权利维护手段

日俱增。

的法律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西方国家普遍对人工智

３．司法实践运用效果之 “ 冷” 。 尽管在话 语 层

能尤其是数据的利用方面设置了较多限制。 相反，

面，我们不断宣扬人工智能已经成功在司法领域开

我国不少人对于人工智能并未怀着像域外一些人那

疆拓土，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领域的人工智能运用

样如此之深的恐惧，民众普遍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为

已经获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事实上，对于中国司法
系统斥巨资力推的大数据及法律人工智能技术在司

“ 为我所用” 的工具，而对其不利的一面则始终抱持
乐观的心态。 而在国家的顶层设计上，中国更是将

法实践中运用效果似乎并不理想，一些司法产品甚

人工智能视为下一个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途

至被长期搁置以至于难觅踪迹。

径，因此在高层推动上不遗余力，从而进一步提升了

（ 二） 域内与域外的冷热

人工智能在话语层面的热度。 另外，在法律规制方

相较于域外，中国在顶层设计方面对人工智能

面，中国对人工智能所设置的进入门槛较低，相应限

的重视程度远超世界其他各国。 但涉及具体的、深

制也较少，虽然正在对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进行研

度的运用，却又是“ 上热下冷” ，呈现出冰火两重天。
而在域外，尽管政府层面的支持力度及辐射规模似
乎远不及中国，但地方实践却大相径庭。
可见，国内外在法律人工智能的话语—实践、设
计—应用领域呈现出“ 倒挂” 现象。 在中国，我们注
重顶层设计，但对司法一线人员在法律人工智能方

究推进，但一定的滞后性反而为人工智能的政策选
择与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 二） 实践层面为何“ 冷热不同”

１．前期准备条件不同。 中国在建设人工智能上

没有“ 历史包袱” ，但是也正因如此，中国在人工智

能技术、人才团队、资金投入上的前期准备远远不如

面的真正需求却知之不多，实践中真正有用并投入

西方发达国家。 西方发达国家研究法律人工智能技

常态化运营的法律人工智能系统并不普遍。 而在国

术的历史已达数十年之久，而中国在这方面则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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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起步。

２．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中

法院多。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裁判文书网业已成
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每天都有不断更

国的法律人工智能研究远远落后于域外国家。 从研

新的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这为我们提供了极为

究传统上看，域外国家更为重视法律实证研究，对于

重要的司法数据来源。 此外，中国法院还在不断地

法律与科技的交叉研究有着长期的学术传统和坚实

将法院的历史裁判文件档案电子化，通过自动化的

的研究基础。 反观中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律界，

扫描手段将近几十年来的法院纸质裁判文书转化为

其主流的研究方法仍然具有诸多人文化、抽象化、思
辨化的特征，而缺少实证化、 技术化的研究方法引

ＰＤＦ 格式保存。 可以说，中国的司法数据是较为丰
富的。 而在域外，欧洲法院一般不将法院的裁判文

入。 其次，中国的法学家在研究工具上大大落后。

书上网，也就不可能具有像中国裁判文书网这样大

受制于学科训练背景，我们的法学家通常既不熟悉

的数据库。 此外，欧盟刚通过的《 通用数据保护条

统计学的相关知识，对最新的机器学习方面的相关
知识一般也所知甚少。 而在域外，统计学的方法几
乎是一项基本的研究技能。 国外法学界的研究范式

例》 （ ＧＤＰＲ） 对数据使用做了相当大的限制，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司法的网上公开。

当然，尽管中国在裁判文书网建设方面效果突

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
—法学教授开始努力学习

出，甚至许多域外学者通过中国的裁判文书网研究

数学、统计学、机器学习、数据科学等基本方法，这些

相关司法问题。 但是中国在司法大数据运用方面依

工具构成了域外学者进行法律实证研究的基础。 并

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首先是司法数据过于依赖裁判

且，这一影响已经开始在域外的学术界结出了一定

文书网。 此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裁判文书中所记

的学术成果，其学术影响力在不断扩散与增加。 除

载的判决信息并非中国司法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信

了一些典型的论文成果，国外的法学期刊越来越接

息，其只是审判过程中信息含量很少的一部分。 最

受那些通过标准的统计学方法进行法学定量实证研

后，还需要辨明裁判文书上所载的表面信息与案件

究的文章。 然而，这种类型的论文在国内尚难以被

判决中的实质信息的差异性。 因此，在数据具有结

主流的法学期刊所接受。 由此可见，我们缺少基础

构性缺陷、数据并非关键数据、数据与真实情况背离

性的工具与思想支撑。 因此，法学界迫切地再次需

的状况下，仅仅依靠裁判文书网上的大数据或其他

要一场法学知识的范式革命，不仅需要将法学研究

有限公开渠道上的信息来谋求对中国法律运行真实

由书斋法学向实证法学推进，更要将文本法学向数

情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客观、不科学且具有局限

据法学转变，如果法学的知识范式没有革命性的变

性的。 因此，对于司法大数据及以此为基础搭建的

化，那么法律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可能获得

法律人工智能，我们应当保持充分的冷静与警醒。

成功。

４．法律人工智能的技术瓶颈。 人工智能的本质

３．法律数据的充分性不同。 法律人工智能在司

问题是围绕数据、算法、模型展开的技术问题，人工

法领域的逐步推进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现阶

智能科学更多地应被归入到以统计学方法为基础的

段看，即使是域外国家，司法实践中所使用的预测性

数据科学中。 因此，需要追问的问题是：通用领域的

法律人工智能也有范围的限制，如美国学者主要通

人工智能技术真的适用于法律的独特场景吗？ 这些

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算法研究，预测美国最高法院

技术还面临怎样的瓶颈？ 目前，中国的法律人工智

而不是美国全部法院的判决结果。 域外法律人工智

能界并没有成体系地为“ 法律” 量身定制一整套专

能的另一主要战场是商业合同文本的审查环节。 法

有技术。 目前市面上所使用的技术绝大多数是一种

律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在这一领域大显身手，原因

通用的共性技术，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法律行业的特

就在于商业合同文本在数据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

殊性。 更进一步，在部分法律场景专有人工智能技

势，这种规则清晰、数据巨大、结构稳定的文本天然

术研发尝试中也普遍面临瓶颈。

具有适用人工智能的优势。

综上，在法律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 “ 冷与热”

由此可以看出，法律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机器

与西方的“ 热与冷”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对比，背后

学习在域外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具有相当的潜力，并

映射出深刻的社会、法律、思想上的差异。 在未来，

且目前在有些方面已经展现出接近甚至开始超越法

中国的法律人工智能要由冷转热，由热转实，持续强

律人的表现。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充分、准确的司

化法律人工智能的实践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

法数据支撑。

要对法律人工智能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与判断，

相较域外而言，我国在法律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认识到不可能使法律人工智能的所有领域都由冷变

研究特别是基于大数据的法律人工智能应用方面虽

热，由热变实。 因此，中国的法律人工智能依然有漫

然较为有限，但在司法数据方面却略胜一筹。 这不

长而艰巨的道路需要跋涉。

仅在于我国司法机关的司法数据在总量上比之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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