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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

□　 马长山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信息革命， 推动着从桌面

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智能互联网的飞跃发展，
引发了包括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

系、社会秩序等在内的全方位重大变革， 甚至是颠

覆性替代。 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深度法律变革， 是一

个没有预设蓝图和结果的探索过程， 但这并不表明

它混沌无序；相反， 它呈现了从工业社会迈向信息

社会的制度转型升级的趋向。 第一，法律价值上的

深度变革。 法律价值是其所处时代的社会价值观的

映射， 为法律规则的制定和运行提供着必要的价值

指引。 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 法律价值也必然会面

临深度变革， 特别是数据正义观、代码正义观和算

法正义观将逐渐走上前台， 成为现代性正义价值

“家族”的新面孔。 第二，法律关系上的深度变革。
信息技术革命与历次技术革命的一个根本不同， 就

是打造了前所未有的物理空间—电子空间、现实生

活—虚拟生活的交融同构生态， 突破了物理空间上

的生产生活限制。 这样， 在既有社会关系发生重大

变革的同时， 又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关系， 法律关

系也随之发生深度变革。 在全球信息化的秩序转型

中， 电子技术把所有交易模式都融入到一个巨大的

系统之中， 数据、代码、算法、炒信平台侵犯的法益、
虚拟财产等新的法律客体以及财产类型不断出现。
这使得学界曾经公认的“凡是人以外的不具有精

神、意思的生物归属于物， 是为权利的客体。 第三，
法律行为上的深度变革。 体现在： 跨越双重空间。
互联网开辟了传统生活之外的虚拟空间。 游走在虚

实交错的商业交易、信息服务、社会交往和文化生活

中， 法律行为也因此发生深刻变化； 呈现人机混

合。 在以往的社会生活中， 人们的行为是在一定目

的、欲望、意识、意志支配下所做出的外部举动， 其

中具有法律意义、能够发生法律上效力或产生一定

法律效果的就是法律行为。 然而， 当今的人机共

处， 将会对法律行为产生一定的革命性挑战。
法学研究应改变以往基于单元物理空间和科学

逻辑的思维方式， 转到基于双重空间、人机混合、算
法主导的信息逻辑的思维向度， 并重塑罗马法权观

念和现代性法律理念。 具言之， 应立足智能互联网

时代的客观要求， 确立新型正义观， 构架新型权利

义务关系， 促进权益的平衡共享发展， 推动法律制

度与规则秩序的转型升级。
１．构建一体融合的法律体系。 目前， 包括我国

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已走出“马法之议”的阶段， 大多

采取了“并行主义”策略。 其基本做法是采取二元

规范进路， 即一方面按照现有法律理念和规则逻辑

补充立法、扩展司法解释， 以尽量囊括和适用于智

能互联网的新问题、新挑战；另一方面又建立互联网

法律体系和互联网法院， 与既有的法律体系分立并

行。 因此， “面向智能革命时代， 我们应在认识和

分析现行法律困境的基础上， 探索与科学文明相伴

而生的制度文明， 创制出有利于人工智能健康、有
序发展的社会规范体系”。 这需要从更高、更抽象

的层面上， 来整合并达致现代性法律与智能互联网

新型关系的法益共识。 特别是要尊重法律变革进程

中的新兴权利和法益诉求， 内在地反映双重空间、
人机混合、算法主导时代的行为规律和新型法律关

系， 在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中融入智能互

联网元素， 探索从二元规范走向一体融合规则体系

的制度安排， 从而塑造信息时代的新型法治秩序。
２．探索新型的代码规制方式。 在数据和算法成

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宏观背景下， 大量的生产生活

关系将会由代码来设定、建构和维护。 当传统物理

空间的规则逻辑遭遇虚拟空间和建模算法的规则逻

辑并产生冲突时， 以前者强行干预或者替代后者，
就会出现很多尴尬和困境。 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

规制， 需要放弃传统习惯上的强行干预方式， 而更

多地采取技术主义路线和策略， 把法律规制转换成

与之对应的法律技术化规制。 规则代码化的技术主

义规制进路和策略， 已成为智能互联网时代不可阻

挡的规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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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塑造高度自主的精细化治理秩序。 智能互联

网时代彻底打破了单一物理空间的平面关系， 进入

了双重空间、人机混合、算法主导、颠覆创新的多元

立体发展时期。 这不仅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线上线下

监管态势， 也出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双向建构秩序

的发展格局。 这需要塑造国家规制导引下的高度自

主的治理秩序， 以便与新时期的法律变革相契合。
一是规则精细化。 智能互联网使得万物相连、一切

皆可计算， 人们试图利用算法、模型、机器学习等数

学方法来重塑更加客观、更加智慧的世界。 这就要

求精细化的自主规则， 来塑造新型治理秩序。 国家

法律则在宏观上为其提供指引、督导和协调， 采取

追惩制而非预防制， 体现出社会治理的民主性、灵
活性和创新性。 二是正义场景化。 随着智能互联网

的飞速发展， 普遍性、一致性、抽象逻辑化的生活方

式逐渐淡去， 而根据特定情形、地域和对象的数据

分析、场景定制、程序建模， 则逐渐成为一种发展趋

势。 正义价值也会在这种定制场景中得以展现和接

受考量， 尽管基本的正义原则仍然发挥指导作用，
但很多具体的正义权衡则需要基于定制场景来完

成， 它成为智能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动

力和支撑。 三是治理平台化。 “要么利用平台、要
么被平台消灭”的平台经济时代， 形成了“政府—平

台—大众”的多元互动构架。 平台不仅是商业交易

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也是社会治理和秩序构建

的重要载体。 首先， 政府通过制定监管规范、强化

平台责任、发布指导政策等方式， 促使平台借助数

据分析、代码和算法来强化自身管理、平台治理和纠

纷解决机制， 它“由政府和商务共同推动， 正在构

筑一种能够实现最佳控制并使高效规制成为可能的

架构”，以达到规制商业交易和社会秩序的目标。
其次， 广大消费者也通过大众点评、批评建议、参与

纠纷解决机制等方式传递消费者诉求， 进而影响平

台治理决策， 并反馈给政府监管部门， 以促进政府

治理机制的改进。 再次， 平台治理在上传下达的同

时， 其本身也对公权力扩张设置了一种制约机制，
促进了规制方式的多元化、自主化和回应性。 最后，
社会大众通过向监管部门反应情况和投诉维权、向
司法机关提起诉讼、发起舆论批评等方式， 对平台

治理进行必要的社会监督， 也推动了国家层面对平

台治理的良善监管。 基于此， 在平台治理过程中，
就形成了国家与民间互动、软法硬法并重、双向多元

构建的社会治理机制， 促进法治秩序的时代转向。
４．促进执法司法的智能化发展。 智能互联网时

代的法律变革， 要求执法司法方式进行与其相适应

的转型升级。 此前人们也会通过技术手段设计开发

一些自动化系统， 但它们都是按照预先设计的程序

进行的简单机械作业。 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

基于数据和算法、反映智能互联网发展规律的智能

化执法司法方式， 会成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变革趋

势。 一是智能辅助， 如智能辅助司法、智能辅助政

务中的图像识别、身份识别、证据认定、瑕疵审查等；
二是智能服务， 如智能化的大数据分析、政策咨询

服务、电子查询系统等；三是智能执行， 如智能化公

共福利系统、智能化电子交警等。 对于新兴的区块

链技术， “则基于法律框架， 不仅通过预设自动执

行的智能合约， 在约束并引导人们的行为时引入技

术， 而且依靠技术使信息更加透明、数据更加可追

踪、交易更加安全成为现实， 大大降低了法律的执

行成本， 呈现出法律规则和技术规则协同作用、相
互补充， 法律与经济融为一体、逐渐趋同的态势，
法律的约束与执行逐渐走向智能化”。 需要指出的

是， 执法司法的智能化目前并不是很成熟， 仍然面

临很多问题和挑战。
５．嵌入风险控制的制度机制。 一是防控新技术

的负面后果。 目前， 智能互联网的负面后果已较为

突出， 如信息链接与国家安全问题、大数据与隐私

保护问题、区块链与金融风险问题、算法决策错误带

来的重大损失 （损害） 问题、数字鸿沟与两极分化

等。 二是防控智能互联网的异化发展。 人类已经由

工具运用文明、技术统治文明进入技术垄断文明阶

段， 其结果是， “互联网不仅没有受到公众的控制，
反而摇身一变成了控制者”， 人工智能“这些自动化

系统已经由简单的行政管理工具变成了主要的‘决
策者’”。 如果说工业革命是机器战胜了人类的肌

肉， 那么今天的人工智能革命则是机器与人类的大

脑角力。 “我们都正在面对‘被我们的造物完全取

代’的未来”。 尽管这些带有预测性的警示未必准

确， 但应该对那些不可控的异化因素予以重视和及

早防范。 此外， 利用互联网和智能机器人进行高技

能犯罪的现象越来越突出， 打击犯罪的压力越来越

大。 这需要对网络犯罪、黑客、暗网、流氓软件等进

行必要的打击和风险防控， 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设

计进行规范， 尤其要对其所包含的程序进行一种事

先的审查， 防止其被植入恶意程序， 以有效控制人

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异化影响， 有些重要的高风险领

域甚至可以适当地提前实行法益保护。 三是防控文

化价值的流失。 智能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数字化地

解构了人的存在与生活及交往方式， 智能算法替代

了人类的决策。 这就需要在法律体系中对数据使

用、算法审计、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做出合理的制

度安排， 确立有效的数据正义观、代码正义观和算

法正义观， 从而使机会和风险得到必要的、恰当的

权衡， 更好地促进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与转

型升级， 塑造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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