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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动驾驶汽车涉罪后会产生犯罪主体认定困难以及行为定性难题ꎬ结果归属问题也随之产生ꎮ
在现有的刑法理论范式下ꎬ自动驾驶汽车涉罪之客观构成要件判定不清ꎬ是导致刑事归责认定困难之关键原因ꎮ
对犯罪主体认定的争议不如转向更具现实处罚依据的结果归属之上ꎬ传统过失犯实行行为理论与因果关系理论

存在不合时宜的一面ꎮ 客观归责论可以弥补上述缺陷ꎬ即通过规范归责的范式将风险类型判定作为逻辑前提ꎬ
借助正反向规则对不符合客观构成要件之事项进行双重限定排除ꎮ 客观归责论所提供的范式从行为归责到结

果归属ꎬ使个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更为清晰ꎬ也使上述难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ꎮ 其中ꎬ以法律不容许的风险与法律

容许的风险ꎬ合理区分生产者、研发者的责任ꎬ是客观归责论运用于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关键所在ꎮ
〔关键词〕自动驾驶汽车ꎻ客观归责论ꎻ过失犯罪ꎻ人工智能ꎻ客观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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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步伐的大幅跨越ꎬ已经将人们从互联网

的“网络化”时代ꎬ推向“人工智能”时代ꎮ〔１〕 人工

智能正在以新时代科技的形象深刻地改变着人

类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ꎬ在促进社

会生产力整体跃升和社会治理崭新变革的同时ꎬ
也衍生出了诸多科技成果ꎮ〔２〕得益于这一领域的

技术突破与高速发展ꎬ无人驾驶技术从天方夜谭

变得触手可及ꎬ自动驾驶系统从弱人工智能向强

人工智能的过渡ꎬ必然会推动着无人驾驶技术在

未来的实现ꎮ 因此ꎬ自动驾驶汽车无疑成为了近

年来最前沿的科技热点ꎮ 诚然ꎬ当科技应用于现

实之时ꎬ自动驾驶汽车的确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解

决现如今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ꎮ 比如ꎬ普通自动

驾驶中的“定速巡航”系统ꎬ〔３〕 可以有效地减少

能源上的过度浪费、减轻司机疲劳感等ꎬ进而降

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ꎻ又如ꎬ更高级别的无人驾

驶汽车ꎬ其允许驾驶员执行驾驶以外的任务ꎬ在
当今以生产力为导向的社会中更是吸引眼球ꎬ〔４〕

因此ꎬ法律完全禁止自动驾驶汽车并不是一个可

接受的解决方案ꎮ 与此同时ꎬ自动驾驶汽车也会

带来法律适用方面的难题ꎮ 上述难题在刑法领

域具体体现为ꎬ对于自动驾驶汽车涉罪时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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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责? 传统刑法理论在解决自动驾驶汽车涉罪

的归责问题时是否存在困境? 造成这一困境的

原因是什么? 刑法理论又应该如何突破这一困

境? 这都是刑法教义学面临的新课题ꎬ正处于尚

未解决的危机之中ꎮ 本文拟对这些悬而未决的

问题尝试解答ꎬ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ꎮ

一、自动驾驶汽车涉罪的归责难题及

思考论域的设定

　 　 自动驾驶汽车涉罪的归责作为一个全新命

题ꎬ现有刑法教义学对此的讨论才刚刚开始ꎬ并
没有达成共识ꎮ 这一研究的前提是明确自动驾

驶汽车涉罪的归责难题ꎬ并设定讨论的论域ꎬ以
免刑法教义学的思考成为一种 “无底盘的游

戏”ꎮ
(一)自动驾驶汽车涉罪的归责难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人工智能控制理论与

技术在交通运输工程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ꎬ〔５〕而

无人驾驶汽车事故的风险不会是零ꎮ 国外学者

曾从理论上模拟讨论过自动驾驶汽车面临的五

大困境ꎬ包括突然刹车失灵、汽车为了避免重大

事故转向硬路肩等ꎬ若遇到乘客与行人的生命权

冲突时ꎬ源于功利主义编程的解决方案ꎬ自动驾

驶汽车必须编程为过马路ꎬ杀死行人ꎬ因为只有

这种编程方式ꎬ乘客会保持安全ꎬ但这并不意味

着杀人是合法的ꎮ〔６〕 而现实中的案例是ꎬ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优步(Ｕｂｅｒ)技术公司的一辆自动驾驶汽车

在行驶的过程中肇事ꎬ造成了全球首例致人死亡

的事故ꎮ〔７〕这一事件给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当头

棒喝ꎬ并将其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ꎻ反观国内ꎬ
近年来ꎬ我国紧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

遇ꎬ于 ２０１７ 年发布了系列发展规划ꎬ〔８〕大力发展

人工智能车联网产业ꎮ 同时ꎬ百度、滴滴等相继

推出自动驾驶汽车并上路实验ꎮ 国家的政策支

持加之科技的导向意味着ꎬ未来自动驾驶技术有

望在我国飞速发展ꎮ 然而ꎬ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

也需要正视ꎬ刑法理论无法回避自动驾驶汽车上

路肇事的问题ꎮ ２０１６ 年ꎬ京港澳高速河北邯郸

段发生追尾事故ꎬ处于自动驾驶模式的特斯拉轿

车当场损坏ꎬ作为自然人的驾驶员不幸身亡ꎮ
２０１７ 年在智能汽车设计大赛中ꎬ某代表队的无

人驾驶车辆闪躲行人后ꎬ偏离主路冲过绿化带和

非机动车道ꎬ最终撞上人行道上的树木ꎮ
以上案例已经暴露了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

隐患ꎬ这背后蕴藏着大量的法律规制难题ꎬ尤其

重要的是ꎬ基于自动驾驶行为所产生的交通肇事

行为的归责问题也无法避免ꎮ 自动驾驶行为在

发生危害结果之时ꎬ此类犯罪与传统刑法上的主

体、行为及危害结果等构成要件内容会大有不

同ꎬ比如ꎬ驾驶者与“肇事者”之间的分离、驾驶

行为与“肇事行为”的分离等ꎬ从而导致刑法上

的归责难题ꎮ 再如ꎬ是否需要基于对于结果发生

较为遥远的“条件”或者离奇的因果流程而让生

产者或研发者为此负责ꎬ如果科学设想上与事实

上的因果流程彼此之间有重大偏离的话ꎬ是否欠

缺可归责性ꎮ 诚然ꎬ导致自动驾驶汽车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的肇事行为ꎬ可能存在故意或者过失两

种罪过形态ꎮ 在故意犯罪的情形下ꎬ无论强人工

智能支持下的自动驾驶系统拥有多么高度的自

主决定能力ꎬ其作为人类犯罪工具的本质地位始

终无法被松动ꎬ并且在故意犯罪中ꎬ事实归因与

规范归责两者相对较为清晰ꎬ即可以结合实行行

为的性质ꎬ按照现行刑法规定的相关故意犯罪来

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即可ꎮ
自动驾驶汽车真正的归责困境集中于过失

犯罪的场合ꎬ正如有学者所指出ꎬ在人工智能时

代ꎬ刑法适用中成为问题的是过失犯领域ꎬ往往

会出现归责间隙ꎮ〔９〕与自动驾驶汽车肇事联系最

为密切的罪名莫过于交通肇事罪ꎬ当传统汽车变

为自动驾驶汽车后ꎬ中间穿插产品研发者与生产

者责任的判断ꎬ导致归责主体、归责法理等发生

变化ꎮ 首先ꎬ根据«刑法»第 １３３ 条之规定ꎬ〔１０〕 交

通肇事罪的行为主体是一般主体ꎬ行为主体和责

任主体应具有同一性ꎮ 其次ꎬ本罪的实行行为是

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ꎬ这里的实行行为应作

具体认定ꎮ 最后ꎬ严重的法益侵害结果要与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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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联ꎬ即严重后果必须是

由违章行为引起的ꎬ涉及应该判定谁的行为违

章ꎮ 本来ꎬ个罪的构成要件是清晰界定罪与非

罪、此罪与彼罪的规范标准ꎬ当把交通肇事的案

件事实与刑法有关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对接起来

的时候ꎬ个罪的构成要件提供了实现这种无缝对

接的理论根据ꎬ有了这一理论根据的引导ꎬ司法

裁判才不至于在具体操作上出现偏误ꎮ 然而ꎬ当
我们把自动驾驶汽车肇事的案件事实与交通肇

事罪的构成要件关联起来时ꎬ就会发现对自动驾

驶汽车肇事按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存在一定

的困难:(１)判断自动驾驶汽车涉罪的行为主体

究竟是自动驾驶系统ꎬ还是作为自然人的驾驶

员ꎬ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是否已经发生了分离ꎮ
(２)何种行为是为法规范所不允许的实行行为ꎮ
(３)在规范上判断危害结果应该归于何者ꎮ 上

述难题意味着当以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涵摄

自动驾驶汽车肇事之时ꎬ本来清晰的、明确的个

罪之构成要件变得不够清晰了ꎬ由此导致归责难

题ꎮ 笔者认为ꎬ为何会带来这种难题ꎬ是因为自

动驾驶系统的介入ꎬ使得作为自然人的驾驶员的

驾驶角色逐渐消解ꎬ反之ꎬ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其

幕后相关主体的影响日益强化ꎬ责任的归属或许

已经发生转移ꎬ导致个罪之客观构成要件认定上

的不清楚ꎮ
问题又在于ꎬ无论装载自动驾驶系统的汽车

肇事后行为主体以及行为类型有多么特殊ꎬ其对

公共安全这一法益造成的侵害是不可否认的ꎬ并
且责任追究的强化ꎬ有利于将社会损害最小化ꎮ
有鉴于此ꎬ理清自动驾驶汽车肇事后涉罪的客观

构成要件ꎬ明确其归责法理、归责主体、归责范

围、归责程度等ꎬ就是刑法学无法回避又亟待解

决的时代难题ꎮ
(二)思考论域的设定

诚然ꎬ以上问题的解决会有不同逻辑主线ꎬ
但如果在概念上任意发挥ꎬ便会形成无数岔路ꎬ
进而造成业内自说自话或移花接木式“不同频”
的虚假繁荣现象ꎮ 为避免这一现象ꎬ本文根据自

动驾驶系统的等级ꎬ将自动驾驶汽车分为三种类

别ꎬ以期在确定讨论范围的前提下ꎬ展开对客观

构成要件难题之阐述ꎮ
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分支ꎬ必

然具备人工智能的一切要件ꎮ 如果说ꎬ人工智能

是模拟和扩展人的智能的一门技术科学ꎬ根据智

能机器人的“智能”程度ꎬ可以将其分为普通智

能机器人、弱智能机器人和强智能机器人ꎮ〔１１〕 那

么ꎬ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动驾驶汽车的自动驾驶系

统的“智能”程度ꎬ将其分为辅助驾驶型、半自动

驾驶型及无人驾驶型三类ꎮ (１)“辅助驾驶型系

统”ꎮ 加减档变速、方向控制、启动与刹车等可以

选择由自动驾驶系统自动控制ꎬ其余操作完全由

人类驾驶员正常操控ꎮ 作为普通人工智能发展

阶段的产物ꎬ本质上人类驾驶员仍然对车辆的驾

驶拥有天然的控制权ꎮ (２) “半自动驾驶型系

统”ꎮ 加减档变速、方向控制、启动与刹车等在一

定情况下由自动驾驶系统操控ꎬ且由系统和驾驶

员共同对驾驶环境进行监测ꎬ出现识别不能等情

况时ꎬ系统发出请求信号ꎬ转由人类驾驶员接管

驾驶ꎮ 配备该类型自动驾驶系统的汽车在行驶

的过程中ꎬ人类驾驶员退居二线ꎬ不必时刻参与

驾驶ꎬ但是仍需要人类驾驶员保持警惕戒备状态

随时接管车辆ꎮ (３) “无人驾驶型系统”ꎮ 在一

定路段甚至是全路段ꎬ所有操作全部由自动驾驶

系统独立完成ꎮ 全自动化的智能驾驶系统ꎬ解放

了人类驾驶员的双手ꎮ 以上可以分别对应国际

自动机工程师学会(ＳＡＥ)制定的自动驾驶汽车

的分类标准ꎬ详见下页表 １ꎮ
以上针对自动驾驶系统的分类ꎬ贴合其母体

人工智能发展阶段的同时ꎬ又与国际自动驾驶汽

车分类相吻合ꎬ更重要的是为自动驾驶汽车涉罪

的客观构成要件难题的解决设定了统一的路标ꎬ
使得不同的思维在同一概念下迸发出多彩的火

光ꎬ从而消解自说自话、自我定义式的随意批判ꎮ
将自动驾驶汽车类型化后ꎬ会得出辅助驾驶型和

半自动驾驶型自动驾驶汽车在驾驶操作和对驾驶

环境的监管方面仍然无法脱离人类驾驶员的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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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自动驾驶汽车的分类标准

行为的结论ꎬ故在这两类自动驾驶汽车肇事后客

观构成要件与传统交通肇事并无实质差别ꎬ下文

将不作探讨ꎮ 笔者将自动驾驶汽车框定在强人工

智能阶段的无人驾驶领域ꎬ进而对自动驾驶汽车

涉罪归责难题的成因进行阐明ꎬ并提出解决方案ꎮ

二、归责难题的成因:自动驾驶肇事涉罪之

构成要件模糊

　 　 只有存在避免所禁止的结果或实现所要求

的结果的可能性时ꎬ才能谈及行为的违法性及可

非难性ꎮ〔１２〕与传统交通肇事相比ꎬ自动驾驶肇事

更多的是“技术故障”所导致的ꎬ驾驶者感官可知

的结果并不属于其构成要件ꎬ生产者、研发者的

过失才与驾驶者感官可知的结果具有关联ꎮ 刑

法对这种技术故障造成的法益侵害不得不管ꎬ但
又面临着归责难题ꎬ因而对刑法教义学提出了全

新挑战ꎮ 归纳而言ꎬ造成自动驾驶肇事涉罪之归

责难题的原因有二:一是自动驾驶肇事涉罪之构

成要件主体及行为分离错位ꎻ二是自动驾驶肇事

涉罪之因果关系模糊不清ꎮ
(一)自动驾驶肇事涉罪之构成要件主体及

行为分离错位

虽然强人工智能阶段下的自动驾驶汽车可

以在一定路段甚至是全路段实现完全的自我驾

驶ꎬ但自动驾驶汽车本身并不具有刑事主体地

位ꎮ 首先ꎬ强人工智能模仿了人类物种适应环境

的一个基本特征ꎬ但是其仍然不具有法律人格ꎮ
在刑法的语境中ꎬ人格与罪责是密切相关的ꎬ只
有能够明辨是非、有意志自由的人ꎬ才会因选择

做错事而受到归责ꎮ 毕竟ꎬ归责的先决条件就是

要有理解每一个选择所产生的后果的能力和自

由选择的能力ꎮ 其次ꎬ在某种程度上讲ꎬ人格与

我们为自己设定目标并追求的能力有关ꎬ但目前

来看ꎬ人工智能的这方面能力还是极其有限的ꎬ
虽然它们可能拥有拓展和设置独立小目标进而

达到总体目标的能力ꎬ但是这个更大的目标仍旧

是由人类程序员或者是用户所设定的ꎮ〔１３〕 例如ꎬ
自动驾驶系统可以在现场对交通作出判断与决

定ꎬ但安全导航想要达到目的地的这个总体目标

却是预先设计好的ꎮ 最后ꎬ现代刑法及其所有进

步的发展似乎都是人类为人类而设计的ꎬ只有人

类的行为拥有构成刑事责任基础的这种能力ꎮ
故而ꎬ应“刺破人工智能面纱”ꎬ〔１４〕 否定强人工智

能的刑事主体地位ꎬ将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进行

剥离ꎬ分别予以认定ꎮ
归责的核心在于判断一个事件能否被看作

特定人的“犯行”ꎬ这种判断在不同案件、不同时

代的标准并不相同ꎮ 在传统汽车时代ꎬ当车辆发

生交通事故致使法益受到侵害时ꎬ可以追责的主

体无非是交通运输人员ꎬ其中ꎬ最为主要的便是

机动车驾驶人员(人类)ꎮ 但是ꎬ在强人工智能时

代ꎬ因自动驾驶系统的介入使得人类驾驶员的驾

驶地位逐步被架空ꎬ直至完全虚化ꎬ驾驶人的身

份便无从认定ꎮ 即使具备传统驾驶员的全部要

件ꎬ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者也不能被认定为传统

意义上的驾驶人员ꎬ因为此时的角色定位已经由

最初的“司机”变为了“乘客”ꎮ 因此ꎬ自动驾驶

汽车相关驾驶主体可以分为三类:(１)驾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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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ꎬ即在自动驾驶的场景下ꎬ作为自然人的驾驶

员相当于汽车的使用者ꎮ (２)驾驶行为者ꎬ即自

动驾驶系统作为汽车的决策中枢ꎬ相当于操控汽

车的行为者ꎮ (３)驾驶责任者ꎬ即自动驾驶系统

背后的研发者与生产者ꎮ 然而ꎬ当现实驾驶者并

非作为自然人的驾驶员之时ꎬ要求自动驾驶汽车

的使用者为自动驾驶系统的肇事行为负责ꎬ显然

违背了现代刑法当中的责任主义原则ꎮ 而要追

究行为者的责任ꎬ要求自动驾驶汽车“自负其

责”ꎬ不仅于法无据ꎬ而且会动摇刑法甚至整个法

律体系的归责基础ꎮ
问题的关键在于ꎬ否定自动驾驶系统的刑事

主体地位ꎬ交通肇事罪的责任可能会转移到该系

统背后的设计者、生产者以及销售者等主体之

上ꎬ但这显然超出了交通肇事罪之构成要件的涵

摄范围ꎬ即交通肇事罪的行为主体与自动驾驶汽

车的潜在责任主体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ꎮ 质言

之ꎬ既然实施伤害“行为”的自动驾驶汽车既不具

有刑事责任能力ꎬ又不具有刑罚适应能力ꎬ那么

就不能将法益侵害结果看作是直接造成该结果

的主体之作品ꎬ而需要其他主体为此担责ꎮ 由此

形成了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分裂的全新模式ꎬ即
出现“直接损害主体不负责、其背后的设计者和

生产者负责”的情况ꎮ〔１５〕

涉罪主体的不清晰也决定了主体行为之不

明朗ꎮ 自动驾驶汽车上路肇事后ꎬ各个主体行为

在何种程度上的偏离才属构成要件行为ꎬ需要在

主体分离问题解决后ꎬ分别予以认定ꎮ 也正是因

为自动驾驶汽车所涉主体及行为的复杂性、分离

性ꎬ如何在相关主体之中正确认定与合理划分归

责对象ꎬ就成为了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亟待解决

的难题ꎮ
(二)自动驾驶肇事涉罪之因果关系模糊不清

如果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相互分离只是归

责难题的外在表现ꎬ那法益侵害结果的归属模糊

便直击问题的本质ꎬ〔１６〕 并在因果关系上得以集

中体现ꎮ
在现行法律体系下ꎬ自动驾驶汽车根本无法

对自己的行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承担刑事责

任ꎬ即依照现行刑法ꎬ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没

有与之直接对应的追责对象ꎮ 因此ꎬ就法律规范

层面而言ꎬ只要自动驾驶汽车本身不能被归责ꎬ
受害者和社会就会面临一种责任真空的状

态ꎮ〔１７〕但从规范社会、保护人民切身利益的需要

出发ꎬ又难以将这种法益侵害行为视为意外事件

而放任不顾ꎬ故归责对象亟需明晰ꎮ 换言之ꎬ当
自动驾驶汽车在既定的行驶程序下ꎬ对路况进行

自主判断并在驾驶过程中造成无过错第三方的

损害时ꎬ将法益侵害结果这笔“账”归属到何人的

头上便成为了难题ꎬ问题之本在于清晰结果归属

的判断模式ꎬ进而将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分离之

问题予以“黏合”ꎮ
诚然ꎬ结果归属的判断模式必然囊括事实判

断与价值评价两个维度ꎮ 事实判断也即存在论

层面的条件关系ꎬ价值评价即价值论层面的规范

归责ꎮ 一般而言ꎬ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整体上是

两级位阶的关系ꎬ跃过经验层面的事实因果关系

的位阶ꎬ直接跨入二级规范层面的价值评价位阶

只会让规范成为空中楼阁ꎬ缺乏具体事实支撑ꎬ
而无处适用ꎻ反之ꎬ只踏上第一层ꎬ而不进阶运用

规范判断的范式ꎬ那也仅仅只是生活判断而非法

规范判断ꎮ 作为必要的重复ꎬ在现有的刑法规范

体系下ꎬ自动驾驶汽车肇事致使无过错的第三者

死亡的ꎬ这种过失最直接的便是与交通肇事罪相

联系ꎬ可能被归责的主体有三类ꎬ以下分别考虑

结果归属之问题ꎮ 第一ꎬ讨论驾驶使用者ꎬ即作

为自然人的驾驶员之责任ꎮ 驾驶员丧失驾驶主

体地位后ꎬ已经退出了交通肇事罪的刑事归责领

域ꎬ即其因作为义务的阙如而不在刑法的涵摄范

围之内ꎬ作为自然人的驾驶员本身没有实行行

为ꎬ又何论因果关系及责任之有无ꎮ 第二ꎬ讨论

驾驶行为者ꎬ即自动驾驶系统之责任ꎮ 考虑作为

直接行为主体的自动驾驶系统是否应被归责并

进行二分判断ꎮ 在事实层面ꎬ如果没有自动驾驶

汽车实施侵害行为ꎬ被害人法益便不会受到侵

害ꎬ完全符合“无 Ｐ 则无 Ｑ”的条件关系公式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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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规范层面ꎬ违章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

“引起与被引起”关系却发生了偏移ꎬ正如前文所

述ꎬ作为原因的违章行为无法归责于一个毫无人

格可言的自动驾驶系统ꎬ故作为直接肇事主体的

自动驾驶汽车无法成为结果归属下的责任主体ꎮ
第三ꎬ讨论驾驶责任者ꎬ即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者

及生产者之责任ꎮ 反思自动驾驶汽车背后相关主

体行为的原因性时会出现“算法黑箱”问题ꎮ
技术层面的“算法黑箱”已然改变了事实因

果关系模型ꎮ 自动驾驶汽车自主行驶的过程中ꎬ
智能操作系统实时通过物联网大数据进行交通

规则辨别及数据采集ꎬ以达到对车辆的控制ꎮ 而

自动驾驶系统从数据采集到数据重组ꎬ再到自我

决策指令的输出ꎬ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准

确知其明细的技术性难题ꎬ也即从数据的“输入

端”到决策的“输出端”ꎬ这一中间过程是如何具

体运作的ꎬ就当前的技术水平而言仍然无法作出

合理回应ꎮ 自动驾驶技术领域“算法黑箱”的存

在ꎬ使得作为自然人的驾驶员、受害人无法得知

以及难以理解自动驾驶技术的内部运营逻辑或

原理ꎮ〔１８〕“算法黑箱”反映到刑法教义学层面ꎬ则
体现为从过失的实行行为到法益侵害结果的发

生存在一个未知的发展流程ꎮ 由此带来的问题

是ꎬ既然存在论层面的事实基础都未可知ꎬ那么

作为桥梁的规范层面因果关系又如何去建立呢?
事实上ꎬ技术层面的“算法黑箱”将传统的因果关

系模型所对应的现实情况进行了重构ꎬ并且以上

实行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因果链条走向的

不清晰ꎬ也决定了结果应算作哪一主体之“作品”
并不明确ꎬ同时ꎬ还包含着因为效用而容忍制造

风险的情况ꎬ毕竟ꎬ就自动驾驶汽车而言ꎬ作为一

项新技术ꎬ而具有社会必要性或社会有益性ꎬ制
造风险在一定限度内是被容忍的ꎬ只有创设一个

超过允许范围的风险———特别是因为没有遵守

技术等规制并且因此发生了构成要件的结果时ꎬ
这个结果才是可归责的ꎮ〔１９〕 这一无法绕过的技

术难题ꎬ也为自动驾驶汽车涉罪的归责问题竖起

了一座壁垒ꎬ带来归责难题ꎮ

总之ꎬ在自动驾驶场景下ꎬ从行为主体与责

任主体的分离到结果归属的不明晰ꎬ都彰示着交

通肇事罪之客观构成要件在自动驾驶情况下的

理顺ꎬ已经成为了交通肇事罪归责的关键难题ꎬ
亟需更有解释力的理论去解决ꎮ

三、传统理论的困境与客观归责论的提出

目光往返于事实与理论之间ꎬ追求两者的切

合性ꎬ在科学面向与社会生活之间构建一种平衡

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钥ꎮ 为此ꎬ本文在自动驾

驶场景下着重对传统归责模式进行检思ꎬ并尝试

将客观归责论架构予以基本介绍ꎮ
(一)思维魔方:传统过失犯理论行为模式之

检思

当传统交通领域幻化为自动驾驶场景之时ꎬ
传统以注意义务为核心的过失犯归责模式将面

临多维冲击ꎬ既有根植于过失理论框架的原生弊

病ꎬ也有新兴科技所引发的规范适用障碍ꎮ 突破

之路选择之前ꎬ有必要对传统理论之于新事物无

奈原因进行检思ꎮ 对此ꎬ笔者将结果预见义务与

结果回避义务作为检思轨线ꎬ结合自动驾驶场景

展开如下讨论ꎮ
１. “结果预见义务”为导向的过失行为模式

“注意义务是过失犯罪的核心要素”ꎬ〔２０〕 注

意义务的界定是判断过失犯实行行为中最关键

的一环ꎬ不同理论学说的观点不尽相同ꎮ 其中ꎬ
旧过失论及其修正理论就是从结果无价值论和

心理责任论出发的一种以结果预见义务为导向

的过失行为模式ꎮ “如果注意就能预见到结果ꎬ
实际却没有预见而实施了行为让结果发生ꎬ因此

受到非难ꎮ” 〔２１〕 可见ꎬ预见可能性成为了旧过失

论归责的考量工具ꎬ也成为了注意义务内容的规

范性要素ꎮ 然而ꎬ当人们逐步踏入风险社会之

时ꎬ这种侧重于预见义务的归责逻辑愈发暴露出

其原生理论不合时宜的一面ꎮ 尤其是在医疗领

域与交通领域ꎬ若注意义务的规范性要素仅仅为

预见义务的违反ꎬ则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归责范围

的极度扩张ꎮ 旧过失论过度重视预见义务ꎬ而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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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行为层面ꎬ这几乎与出现了结果就要行为人负

责的结果责任别无二致ꎮ 面对以上批判ꎬ旧过失

论尽管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正ꎬ但是修正的理论依

旧将过失实行行为的客观性判断依附于主观色

彩强烈的预见可能性的判断之上ꎬ偏离了结果无

价值的基本立场ꎬ不免陷入了自我构建的逻辑陷

阱ꎮ 如此一来ꎬ如若出现自动驾驶汽车肇事致人

死亡ꎬ判断注意义务的违反便会从主观出发认为

是其背后的研发生产人员应当预见这一系统操

作失误却没有预见ꎬ而将结果责任直接安放在生

产者及研发者之上ꎬ这使得注意义务丧失了判断

实行行为性的价值ꎬ即使修正后的理论用具有法

益侵害危险性的行为框定过失犯的实行行为性ꎬ
但过失行为人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并非在明确犯

意支配下而为ꎬ将故意犯的实行行为判定理论加

持在过失犯之上ꎬ过失犯实行行为的价值又怎能

得到实现? 因此ꎬ以“结果预见义务”为导向的归

责模式忽视了实行行为性ꎬ不当扩大作为自然人

的驾驶员及相关技术人员的刑事归责风险ꎬ导致

处罚范围的扩大化ꎮ 问题在于ꎬ如果法律成为科

技进步的绊脚石ꎬ将技术创新的活力抑制在萌芽

之中ꎬ那么这对于正努力打破技术堡垒且追求高

质量发展的中国无疑是不利的ꎮ
２. “结果回避义务”为导向的过失行为模式

原生困境影响着旧过失论及其修正学说的

运用ꎬ学界将眼光投向以“结果回避义务”为导向

的过失行为模式ꎮ 最典型的就是新过失论ꎬ“即
便具有预见可能性ꎬ但倘若履行了结果回避义

务ꎬ则不成立过失犯ꎮ” 〔２２〕 由此ꎬ新过失论在预见

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增补了结果回避义务作为对

结果预见义务的修正和限缩ꎮ〔２３〕 依循结果回避

义务的逻辑演绎ꎬ在法益侵害结果发生之时ꎬ行
为人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尚不成立过失ꎬ还需确

定行为人是否采取适当措施回避结果的发生才

能认定过失不法并加以非难ꎮ〔２４〕 不可否认ꎬ新旧

过失论归责模式的调整符合了主观要素进军不

法阶层的趋势ꎮ 结果回避义务这一标准的增加ꎬ
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结果预见义务带来的过失犯

罪的泛化进行了限制ꎮ 然而ꎬ结果回避义务这一

标准本身却流于模糊ꎬ究竟如何判断也成为该理

论的原生弊病ꎬ并且与自动驾驶导致的交通肇事

罪的认定不吻合ꎮ 在自动驾驶场景下ꎬ因多方面

主体的涉入及“算法黑箱”的存在导致结果回避

义务的范围不明ꎬ此种情形下如何判断是否完全

尽到了回避义务更是难上加难ꎮ 自动驾驶汽车

背后的设计者和生产者若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之

下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ꎬ即为履行了回避义

务ꎬ但按照此种思路亦可推导出干脆一开始就不

去生产研发ꎬ便可以避免自动驾驶汽车驾驶过程

中所有偶然危险的发生的一种极端荒谬的结论ꎮ
质言之ꎬ当过失的实行行为判断依赖于结果回避

义务之时ꎬ就表明过失犯不法的确定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行为人之社会行为的规范判断ꎬ这一标准

的确定使得违法不仅受制于法益侵害结果的大

小ꎬ还需要对行为进行社会规范上的再三思虑ꎬ
然而行为所依凭的规范界限不明成为了此种归

责模式的原生弊端ꎮ
在我国ꎬ以结果预见可能性为中心的过失犯

理论一直占据通说地位ꎬ而后才出现结果预见可

能性与结果回避义务两说对立之局面ꎮ〔２５〕 而注

意义务的违反却是传统过失犯实行行为理论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注意义务的规范性要素则由以上

两说构成ꎮ 如此便很难理清其与因果关系在判

断上的差异ꎬ经常出现两者混同相互证明的逻辑

演绎ꎮ 可以说ꎬ传统的过失不法构成仍然需要判

断注意义务违反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

系ꎮ 而在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判断中却反复运

用注意预见义务ꎬ不免在逻辑上陷入以行为违反

注意义务而始ꎬ又以相当因果关系中的预见义务

连接结果而终的循环论证怪圈ꎬ只会让过失犯不

法构成要件的判定更为困难ꎮ 以注意义务为核

心的传统过失犯理论虽然能够在学术上基本阐

明过失不法的构成要件ꎬ但其自身理论的如上界

定争议ꎬ易与因果关系认定相互混淆而模糊了过

失的不法要件ꎬ使其难以在自动驾驶汽车涉罪所

代表的复杂过失犯罪有所运用ꎮ 因此ꎬ针对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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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汽车涉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的诸多争议点ꎬ且
基于以上传统归责理论的弊端ꎬ如果仍然援用以

“结果预见可能性”作为逻辑起点的传统归责模式

进行探讨ꎬ无异于一种“刻舟求剑”的固执做法ꎮ
(二)思维转换: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存在不足

在传统过失犯不法构成中ꎬ除实行行为的判

定外ꎬ无法绕过连接法益侵害结果的因果关系ꎮ
这一桥梁不仅将行为与结果相连接ꎬ而且也是判

定责任归属的唯一路径ꎮ 因而理顺过失犯罪的

因果关系是解决过失犯罪归责问题的第二个关

键ꎮ 而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主要有条件说、原因

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及普通法系的双层次因果

关系理论等ꎮ 其中ꎬ条件说与原因说属于传统因

果关系单一论ꎬ而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双层次因果

关系理论则属于因果关系二元论ꎮ
１. 传统因果关系单一论

早期刑法受到自然行为论的影响ꎬ将纯粹

的、物理的、存在的因果流程ꎬ不加任何修饰地直

接套用到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判断当中ꎬ称为事实

因果关系ꎮ〔２６〕然而ꎬ实然层面的事实因果关系的

判断是经验性的ꎬ因而存在如下困境:其一ꎬ在自

然意义上无法得出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

关联时ꎬ则无法肯定刑事上的因果关系ꎮ 例如ꎬ
自动驾驶汽车因程序设计有误ꎬ其背后的生产者

没有及时召回所售汽车而发生交通事故ꎮ 通过

经验上的判断无法肯定这种不作为与损害结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ꎬ因而无法进行刑法上的归责认

定ꎮ 其二ꎬ根据经验的判断ꎬ具有因果关联的行

为与结果ꎬ刑法在某些情况下会难以排除其因果

关联性ꎮ〔２７〕这会使得犯罪圈不当扩大ꎮ 例如ꎬ产
品的设计者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已经对自动驾

驶系统的设计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ꎬ投入使用

后却因算法错乱导致法益侵害结果ꎮ 此时ꎬ设计

者与事故的发生是具有经验上的因果关联的ꎬ但
是将危害结果归责于设计者显然使得刑法的规

制范围无限扩大ꎬ违背社会一般民众的法感情ꎮ
因此ꎬ条件说等因果关系单一论学说呈现出“有
归因而无归责”的一元格局ꎮ 然而ꎬ因果关系之

判断乃是实然与应然的统一、行为事实与规范判

断的融合ꎮ 在新康德主义的视域下ꎬ实然未必能

当然地推导出应然ꎬ两者中间存在一种天然的隔

板ꎬ理应予以先后的判断ꎬ不可混为一谈ꎮ 即实

然的事实因果关系只有经过应然的价值评价ꎬ才
能转化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ꎮ

２. 传统因果关系二元论

随着条件说等因果关系单一论受到日益严

厉的批判ꎬ学界逐渐意识到刑法学作为规范学

科ꎬ应将事实因果关系及时纳入自行建立的规范

体系当中ꎮ〔２８〕而后ꎬ将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

关系相区分ꎬ提出了归因与归责的因果关系二元

论的判断范式ꎬ通过规范论的视角对条件说等进

行法律上的限缩ꎬ相当因果关系等理论也便应运

而生ꎮ 然而ꎬ这一理论有着天然的弊端ꎮ 其一ꎬ
相当性理论在排除异常因果流程之时大显身手ꎬ
但在风险降低但仍具相当性的场合便难以有所

作为ꎬ会将本不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宣誓其行为

无价值ꎬ而后借助紧急避险等排除其违法性ꎻ其
二ꎬ对于相当性的判断因缺乏明确性而难以得出

一致性的结论ꎮ 例如ꎬ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

后ꎬ其背后的设计者、生产者在何种情况下应该

予以归责ꎬ这其中的相当性的判断依据无从得

知ꎻ其三ꎬ如上文所述ꎬ相当因果关系在判断的过

程中杂糅了注意义务理论ꎬ使得其内部出现了循

环论证的理论怪圈ꎬ无意中提升了过失犯归责的

判断难度ꎮ
因此ꎬ最为理性的解决方法便是跳出上述传

统过失犯归责的窠臼ꎬ将目光转向客观归责论ꎬ
从而为自动驾驶汽车肇事的教义学规制提供内

在的理论支撑ꎮ
(三)客观归责:从行为归责到结果归属的阶

层归责模式

客观归责论发轫于德国ꎬ伴随着工业化进程

的加快以及风险社会加速扩张ꎬ其范围也覆盖到

了整个客观构成要件理论ꎮ 客观归责论“以规范

的客观目的为客观归责的指导原则ꎬ分成制造风

险、实现风险与构成要件效力范围三个阶段ꎬ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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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具体的阻却客观归责的规制”ꎮ〔２９〕 客观归责论

是确定因果关系理论ꎬ抑或实质的构成要件理

论ꎬ这在学说上存在争议ꎬ〔３０〕本文坚持客观归责论

是实质的构成要件理论ꎬ它对客观的构成要件符

合性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ꎬ并以“制造法不允许的

风险与实现法不允许的风险”为中心进行解释ꎮ
当中涉及的是构成要件行为理论和结果归

责理论ꎬ从法秩序的角度通过具体的下位规则将

客观构成要件精致化ꎬ解决的是行为人到行为再

到结果三者之间客观行为不法的问题ꎮ 如前所

述ꎬ客观归责论的三个核心规则分别是:制造法

不允许的风险、实现法不允许的风险和构成要件

的效力范围ꎬ三者都在于填充“客观可归责性”的
实质内涵ꎬ并呈现出具体的判断规制:第一ꎬ“制
造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和“实现法所不允许的风

险”这两个环节分别对应了构成要件行为与结果

归属ꎮ 前者主要解决实行行为的问题ꎬ〔３１〕 比如

从实质上定义构成要件行为ꎬ后者主要是规范层

面的因果关系理论ꎬ〔３２〕 以排除有因果流程相当

性而不必受归责的行为ꎮ 第二ꎬ客观归责的基准

在于ꎬ一是行为的危险性ꎬ这依靠事前判断ꎬ二是

危险之实现ꎬ这依靠事后判断ꎮ〔３３〕 第三ꎬ客观归

责论认为归责的重心应落脚在客观行为与法规

范提供的基准行为之间的期望偏离ꎬ以及由此制

造并实现的法不容许之风险ꎬ〔３４〕 且明确区分了

事实归因和规范归责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客观归责

论并没有去寻找统一的归责标准ꎬ而是将努力的

方向放在搭建清晰的构成要件框架之上ꎬ并分门

别类地将规则具体化ꎬ在归责问题日益复杂化的

今天ꎬ或许是一个更加稳健的选择ꎮ〔３５〕 尽管客观

归责论的下位规则并非其所独创ꎬ但是相比于传

统过失理论ꎬ客观归责论最大的优势是完成了从

行为归责到结果归属的理论架构及规则整合ꎮ
其中ꎬ“制造法所不允许的风险”提供构成要件行

为一个实质而共同的内涵ꎬ用“不被允许的风险”
限制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ꎬ是构成要件理论上的

一大进步ꎬ且“制造法不允许的风险与实现法不

允许的风险”表述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内涵ꎬ其最

重要的意义在于客观定义行为不法ꎮ〔３６〕

在存在论的维度ꎬ客观归责论是一种实行行

为理论ꎬ对应客观归责论的第一环节即“行为制

造法所不允许的风险”ꎮ 质言之ꎬ制造法益风险

的实质是违反行为规范ꎬ〔３７〕 由此ꎬ法不允许之风

险成为了发动过失归责的直接依据ꎮ 众所周知ꎬ
故意犯罪实行行为由刑法条文予以明确规定ꎬ而
过失犯罪因没有清晰且定型化的实行行为ꎬ在判

断之时因其随意性似是而非的判断难保不出差

池ꎮ 即如果不以具体规则加以判断ꎬ作为因果关

系起点的实行行为则语焉不详ꎮ〔３８〕 客观归责论

用其第一阶层“行为制造法所不允许的风险”这
一正面规则来明确实行行为ꎬ以行为人的举止行

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创设了法不允许的风险这一

行为事实ꎬ作为过失犯注意义务偏离的现实依

据ꎬ进而对过失实行行为进行框定ꎮ 再加之其具

体下位规则对日常行为进行反向排除ꎮ 在故意

行为中ꎬ利用“降低风险”等于没有制造风险来进

行否定、“制造容许的风险”的行为没有造成法所

反对的风险而否认实行行为ꎻ对于过失行为ꎬ则
通过“义务违反关联性原理”说明义务违反与结

果发生之间欠缺关联性ꎬ即因违反注意义务的行

为所造成的结果ꎬ即使不违反注意义务而为ꎬ同
样不可能完全避免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

的ꎬ〔３９〕则不属于刑法上的实行行为ꎮ 类似的对

实行行为的限定标准不一一列举ꎮ
在规范论的维度ꎬ客观归责论也是一种结果

归属理论ꎬ对应客观归责论的第二环节即“实现

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ꎮ 结果犯中ꎬ在确定实行

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后ꎬ还需审查构成要件结果

是否是实行行为所涉风险的实现ꎮ 这便是所谓

的结果归属问题ꎮ〔４０〕 客观归责论对于认定“危害

结果究竟应算到谁的头上”这一问题有着天然的

优势ꎬ可以很好地解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联

性ꎬ进而决定结果归责ꎮ 在我国传统的因果关系

理论中ꎬ往往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混淆ꎬ完
全将经验上的事实关联与规范评价糅为一体ꎬ甚
至相互替代ꎬ呈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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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态势ꎬ最终导致结果归属上出现偏差ꎮ 反观

客观归责论ꎬ其从法规范的视角探讨该风险是否

在危害结果当中得以实现ꎮ 可以说ꎬ在讨论规范

归责之前ꎬ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已经通过条件说等

进行了判断ꎬ如果行为和结果之间有事实上的因

果关系ꎬ那么才有必要用客观归责论来证成结果

让行为人负责在法规范上是正当且有效的ꎮ 其

在思考逻辑上明确区分了事实归因与规范归责ꎬ
在梳理案件事实以及判断责任归属方面拥有得

天独厚的理论优势ꎮ
当然ꎬ客观归责论也在不同层面上遭受到了

学者的质疑与批判ꎮ 有学者认为客观归责论在

讨论归责可能性之时ꎬ潜意识地肯定了因果关系

的存在ꎮ〔４１〕 例如ꎬ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来临之

际ꎬ劝人去树林里散步ꎮ 客观归责论首先通过第

一层次的判断ꎬ此时劝人散步的行为本就属于一

种生活风险ꎬ而不为刑法所关注ꎬ即已经否认了

其实行行为性ꎬ因而不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内ꎮ
试问实行行为尚且不存在ꎬ又何谈在潜意识中肯

定了因果关系的存在呢? 该学者的质疑显然存

在“盲人摸象”的嫌疑ꎮ 回归到自动驾驶情境下ꎬ
运用客观归责论的第一环节去判断过失的实行

行为ꎬ恰好可以将行为人注意义务偏离的轨道进

行重塑ꎮ 例如ꎬ自动驾驶汽车肇事之时ꎬ作为自

然人的驾驶员正在车中接打电话ꎬ难道要将肇事

所致的第三人伤亡之结果与驾驶员接打电话的

行为相关联吗? 显然ꎬ在自动驾驶模式下ꎬ处于

乘客角色的驾驶员接打电话的行为不属于刑法

当中的实行行为ꎬ又何谈因果关系问题的讨论ꎮ
还有学者认为ꎬ客观归责理论具有避免陷入杀

人、伤害罪的实行行为判断困境的优势ꎬ但是客

观归责论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将构成要件行为的

判断乃至限缩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全部问题纳入

其中ꎬ削弱了构成要件符合性概念所具有的罪刑

法定主义机能ꎮ〔４２〕笔者认为并不如此ꎬ客观归责

论的产生本就源于个罪实行行为的模糊ꎬ在过失

犯等领域具有无法替代之用处ꎮ 该学者既然认

为客观归责论对部分犯罪实行行为定型化与构

成要件的明确性具有积极作用ꎬ又怎能反过来以

偏概全地认为其对构成要件机能进行了削弱呢?
客观归责论在过失犯领域的运用ꎬ不但不会有违

罪刑法定主义机能ꎬ反而能够适应新型社会涌现

的大量问题ꎮ 例如ꎬ现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风险

急剧扩张的社会ꎬ不论交通运输、体育竞技、医疗

卫生行业ꎬ还是工程作业等过失犯罪集中爆发的

领域ꎬ因新兴科技的植入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风

险仿佛一把把“达摩克利斯之剑”ꎬ让公众的生活

时刻处于一种不安当中ꎮ 就像现如今无人驾驶

汽车“算法黑箱”所导致的不可控风险ꎬ并不能被

现在的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ꎮ 无论从政策学的

视角或是法律视角ꎬ都应尽力维护人民的生活安

宁ꎬ将有限的刑法资源投入到最迫切解决的社会

问题当中去ꎬ便需要刑法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

张ꎮ 客观归责论明确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ꎬ其利

用自身的下位规则在客观构成要件方面合理地

限制了刑法上风险的产出ꎬ它所要实现的目的在

于限制、过滤客观构成要件中所包含的不法ꎬ具
体通过风险概念及其规则体系限定人们由于其

行为而招致的外部责任负担ꎮ〔４３〕 恰好与自动驾

驶汽车等风险领域的法益保护观念相互吻合ꎮ
客观归责论使个罪的构成要件更为清晰ꎬ也

整合了具体的下位规则ꎬ为本文尝试运用该理论

解决自动驾驶汽车过失肇事的归责难题提供了

新路径ꎮ

四、难题的有效解决:客观归责论的

精致化归责

　 　 如前所述ꎬ客观归责论在理顺案件事实及判

断责任归属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ꎬ即通过明

晰实行行为与结果归属ꎬ将客观构成要件理论予

以精致化ꎬ增强了理论研究的层次性与实务的可

操作性ꎮ 以下ꎬ本文将运用客观归责论逐一解决

自动驾驶交通肇事带来的归责难题ꎮ
(一)制造法不允许的风险:涉罪主体行为偏

离注意义务轨迹之明晰

在客观归责论之下ꎬ进行过失犯行为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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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是考察法所不允许的风险隶属于何人的风

险支配领域ꎬ若行为人无法掌控因果流程的ꎬ则
不能视为制造了法不允许的风险ꎮ 如上文所述ꎬ
与传统驾驶场景不同的是ꎬ自动驾驶场景下因自

动驾驶系统的介入ꎬ使得对其风险支配领域的判

断更为复杂化ꎬ实行行为偏离注意义务轨迹也显

得杂乱无章ꎮ
１. 注意义务之明晰是刑事归责之基础

注意义务之明晰是实行行为偏离正轨后刑

事归责之基础ꎮ 自动驾驶汽车所涉主体众多ꎬ根
据上文所作分类分别予以讨论ꎮ (１)驾驶使用

者ꎬ即作为自然人的驾驶员之注意义务ꎮ 车辆操

控权从作为自然人的驾驶员手中剥离后ꎬ意味着

人类驾驶员谨慎驾驶的注意义务也随之消灭ꎮ
但在乘坐自动驾驶汽车前ꎬ其仍然有检查车辆是

否适宜行驶的谨慎义务ꎮ〔４４〕 (２)驾驶责任者ꎬ即
自动驾驶系统背后的研发者与生产者之注意义

务ꎮ 自动驾驶系统虽然接替了作为自然人的驾

驶员进行驾驶ꎬ从而对车辆进行实际控制ꎮ 然

而ꎬ自动驾驶汽车的此种高度自主性ꎬ驾驶者(使
用者)对车辆施加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ꎬ因此其

注意义务实质上是其背后的研发者与生产者之

注意义务ꎮ
无人驾驶型自动驾驶汽车的运行完全靠车

辆的自主驾驶ꎬ生产者的生产设计环节就如同基

因一般决定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先天安全性能ꎮ
根据«产品质量法»第 ２６ 条之规定ꎬ〔４５〕 自动驾驶

汽车的生产者负有车辆安全生产义务与安全保

障义务ꎮ 如果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ꎬ则自动驾驶

汽车属于缺陷产品ꎮ 而根据缺陷产品的类型ꎬ可
以将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的安全生产义务具体

为两个维度:一是自动驾驶汽车的设计者维度ꎮ
正是因为技术层面的支持使得设计者给予了自

动驾驶系统自主判断的活力ꎬ保证系统运行安全

且恰当是设计层面的基本义务ꎮ 二是制造者维

度ꎮ 制造环节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过程ꎬ在生

产、加工、组装等各个阶段都要时刻尽到安全生

产的义务ꎬ经过反复试验确保自动驾驶汽车上路

安全可靠、功能健全后才能投入市场ꎮ 且在投入

市场后ꎬ这两个维度的管理人应时刻保持警惕ꎬ
设计者负担数据库系统更新义务ꎬ生产者负有产

品警示与召回等义务ꎮ
自动驾驶汽车的后天安全性能取决于以上

安全生产、保障义务的正确履行ꎮ 投入市场流通

后ꎬ自动驾驶汽车看似脱离了生产者的实际控

制ꎬ但事实上仍受到生产者的实质影响ꎬ这也是

自动驾驶汽车涉罪归责的前提与基础ꎮ 然而ꎬ任
何技术的成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ꎬ自动驾驶汽车

安全系数的提高ꎬ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ꎮ 基于

此ꎬ若自动驾驶汽车涉罪时的系统缺陷超越了当

下人类科学技术的认知水平ꎬ那么尽到合理注意

义务的生产者ꎬ则因没有制造法所不允许的风险

而不具有归责基础ꎮ 基于以上对相关注意义务

的梳理ꎬ随之而来的便是ꎬ判断行为偏离注意义

务轨迹是否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ꎬ进而归于

构成要件行为的问题ꎮ
２. 涉罪主体实行行为之分类建构

第一ꎬ作为自然人的驾驶员之实行行为明

晰ꎮ 在乘坐自动驾驶汽车前ꎬ作为自然人的驾驶

员仍然有检查车辆是否适宜行驶的谨慎义务ꎮ
类似的注意义务倘若作为自然人的驾驶员没有

履行ꎬ导致自动驾驶过程中因系统故障扰乱正常

行驶而造成法益侵害时ꎬ实行行为则是作为自然

人的驾驶员因偏离了检查车辆适宜行驶的注意

义务而创造的法所不允许的行为ꎮ 质言之ꎬ车辆

使用者对上述风险具有实际控制地位ꎬ即法所不

允许的风险存在于其风险支配范围内ꎬ且该主体

又没有合理履行支配义务ꎬ故而在此种情况下ꎬ跳
出交通肇事罪的禁锢ꎬ转向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等

犯罪ꎬ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便再次具有一致性ꎮ
第二ꎬ自动驾驶系统背后研发者与生产者之

实行行为明晰ꎮ 自动驾驶汽车上路行驶过程中ꎬ
系统如何操控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背后的技

术支撑ꎮ 表面上自动驾驶系统借助强大的数据

算法可以对车辆进行自由控制ꎬ但实质上仍然取

决于数据输入端对于障碍物、路况信息及交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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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正确录入与及时修补更新ꎬ其驾驶行为始终

在人类理性与人格的延长线上ꎬ故其内部缺陷才

是致使自动驾驶汽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主要

原因ꎮ 基于此ꎬ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与生产者

的注意义务也被框定在了以合理的技术设计自

动驾驶系统的范围之内ꎮ 上述技术要求便是研

发者与生产者风险支配之领域ꎬ其拥有自动驾驶

汽车的行车风险控制权限ꎬ发生交通事故而造成

法益侵害时ꎬ实行行为是研发者与生产者对技术

严密性把控不过关之注意义务的偏离ꎬ而此时的

实行行为并非交通肇事罪之构成ꎬ而应隶属于产

品责任类犯罪的构成要件ꎮ 另外ꎬ如若发生交通

事故时自动驾驶系统出现故障ꎬ但其他可以选择

的行为具有同样的风险ꎬ那么也不能将研发者与

生产者的行为看作实行行为ꎮ 因为即使研发者

与生产者履行技术严密性把控的注意义务ꎬ同样

不可完全避免法益侵害结果出现的可能ꎬ那这一

行为就不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之内ꎬ因此不能

定性为实行行为ꎮ
３. 涉罪主体分离困境之化解

自动驾驶场景下ꎬ面对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

相互分离的异常样态ꎬ车辆发生重大事故就难以

在交通肇事罪的范围内予以规制ꎮ 既然作为实

施法益侵害结果的自动驾驶汽车本身不能自负

其责ꎬ那么自动驾驶车辆实控权的认定就成为了

责任归属之关键突破点ꎮ 根据以上论述ꎬ只要跳

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ꎬ转向过失致人重伤、
死亡罪ꎬ产品责任类犯罪(如生产、销售假冒伪劣

产品罪)ꎬ便可将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再次进行

同一性整合ꎮ 行为与结果的分离错位作为形式

上的归责困境化解后ꎬ也为后续法益侵害结果的

归属铺平了道路ꎮ
(二)实现法不允许的风险:自动驾驶涉罪二

元因果关系之判断

“当谨慎义务的违反恰恰是侵害结果的客观

上可归责的原因ꎬ它在构成要件上才是有意义

的ꎮ” 〔４６〕简言之ꎬ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ꎬ只能

彰示行为的规范违反性ꎬ但实现法不允许的风险

之判断重心在于制造法不允许的风险的行为与

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规范关联ꎮ
１. 实然归因:事实因果关系之判断

自动驾驶汽车涉罪的归责难题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上文所述的“算法黑箱”的存在ꎬ设计者输

入端与自动驾驶系统输出端之间存在一个技术

真空领域ꎬ以现有的技术无法清晰地了解在这之

间机器提取了何种特征ꎮ 而它的存在也成为了

事实因果关系判断上的拦路虎ꎮ 针对此种困境ꎬ
有学者提出了“因果流程中间项”理论ꎬ认为如果

认识到了该中间项ꎬ则说明可以预见到结果发

生ꎮ〔４７〕面对自动驾驶系统的“算法黑箱”难题ꎬ
“因果流程中间项”的方案认为只需要预见到基

本事实即可ꎬ从而去缓解事实因果不明的张力ꎮ
笔者认为ꎬ该理论似乎没有意识到这原本是一个

技术层面的存在论困境ꎬ又怎能通过意识层面的

应然判断去架空实然理性呢? 这种建立在新康

德主义之下的实然与应然双时空的“唯我”主义

思想ꎬ应该适时地向现象存在主义转变ꎮ 为此ꎬ
本文尝试将其事实层面的因果流程作不同情形

的假设ꎬ以方便后续的规范归责讨论ꎮ 一是研发

者与生产者明知系统存在缺陷ꎻ二是研发者与生

产者不明知系统存在缺陷ꎮ 此处还可以分为三

种不同类型:(１)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者与生产

者研发生产的过程中没有发现程序错误且这种

失误是可以避免的ꎬ投入市场后才得以显现且没

有召回产品ꎮ (２)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者与生产

者研发生产的过程中存在过失未发现程序错误ꎬ
产品投入市场后由于第三人原因使得汽车肇事ꎮ
(３)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者与生产者研发生产的

汽车肇事ꎬ但是由于现有的技术水平下隐藏的系

统程序错误无法避免ꎮ 基于以上事实因果关系的

假设ꎬ以下将进行刑法规范上的归责判断ꎮ
２. 应然归责:法律因果关系之评价

法律因果关系的判定建立在行为主体所为

的实行行为之上ꎮ 无论是霍金等科学家们的警

告ꎬ还是各界人士的创意性思考都是超越现有生

活事实的无限想象ꎮ 无论人工智能主体地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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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说学者从立法拟制、独立意志角度的努力论

证ꎬ还是否定说学者从罪刑法定、处罚不能维度

的极力反对ꎬ都是建立在对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基

础之上的争论不休ꎮ 与其整日构想人工智能具

有独立意志而反控人类ꎬ〔４８〕 不如基于现实ꎬ从眼

下最棘手的问题出发ꎬ去讨论自动驾驶汽车的研

发者与生产者在何种范围内承担刑事责任ꎮ
在讨论研发者与生产者责任之前ꎬ还需排除

一种情况ꎮ 无论多么先进的传感器和控制软件ꎬ
都不会完全没有造成或被损坏的风险ꎬ假若作为

自然人的驾驶员(使用者)在特定情况下已经清

晰预见自动驾驶系统可能因失灵而造成交通事

故ꎬ或者任由未满 １４ 周岁的未成年人驾驶员操

作ꎬ却视若无睹不采取任何措施ꎬ则应按照不作

为承担相应的责任ꎮ 例如ꎬ自动驾驶汽车的自然

人驾驶员在乘坐汽车时多次在同一情况下发生

故障ꎬ但恰好没有其他交通主体参与而未发生事

故ꎬ此后驾驶员应在此种情况下主动接管驾驶或

者排除故障ꎮ 在自动驾驶系统控制车辆运行之

时ꎬ之所以降低甚至免除作为自然人的驾驶员的

注意义务ꎬ完全是建立在信赖原则的基础之上ꎬ
自动驾驶系统的存在也是以解放人类双手为目

的的ꎬ本质在于驾驶员的注意义务转移到了自动

驾驶系统之上ꎬ一旦驾驶员知晓了故障的存在ꎬ
那么对自动驾驶汽车日常维护以减少系统故障

的注意义务便被违反ꎬ其不作为的行为已经偏离

了合法行为基准ꎬ这体现了驾驶员对被害人生命

或重大公私财产的漠视ꎬ其不但没有降低风险ꎬ
反而增加了危险发生的概率ꎬ进而制造了法所不

允许的风险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驾驶员的不作为导

致事故发生ꎬ这个因果流程是正常进行的ꎬ行为

与结果之间存在常态关联ꎬ不存在因果流程的重

大偏移ꎮ 如果驾驶员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ꎬ及
时接管车辆或者对系统故障进行排除ꎬ则不会发

生交通事故ꎬ因而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ꎮ 可见ꎬ
无论从事实的角度还是从规范视角上考虑ꎬ驾驶

员此时所创设的风险都在事故发生中得以实现ꎬ
因此ꎬ该损害结果应归属于驾驶员的行为ꎮ 排除

上述特殊情况下ꎬ仅需讨论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

者及生产者过失的情况下的结果归属问题即

可ꎮ〔４９〕以下讨论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者与生

产者研发生产的过程中没有发现程序错误ꎬ且这

种失误是可以避免的ꎬ投入市场后才得以显现且

没有召回产品ꎮ 此时新的归责路径如下:首先ꎬ
研发者与生产者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ꎮ 研

发者与生产者研发和生产的过程中没有尽到最

大的注意义务去防止系统故障ꎬ严重威胁到产品

使用者及无过错第三方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ꎬ
体现了研发者与生产者对他人人身、财产法益的

漠视ꎮ 即便不采取严格责任ꎬ其后续不但没有降

低危险行为ꎬ反而以不召回的不作为增加了事故

发生的概率ꎬ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ꎮ 其次ꎬ
研发者与生产者实现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ꎮ 产

品研发者与生产者疏忽大意所设计出的自动驾

驶汽车上路因缺陷肇事ꎬ这个因果流程是正常进

行的ꎬ设计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存在常态的

因果关联ꎬ不存在因果流程重大偏移的问题ꎮ〔５０〕

利用合义务替代行为可知ꎬ如果研发者与生产者

履行了最大的注意义务或召回义务ꎬ那么生命危

险及财产损失的后果将不会发生或减少到最小ꎮ
相关法律法规对产品安全的保障ꎬ要求研发者与

生产者履行安全生产与安全保障的义务ꎮ 正是

为了将新兴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

围内ꎬ即使发生危险ꎬ履行了后续产品召回的义

务也能及时排除或者降低ꎬ但此种情形下ꎬ研发

者与生产者视国家法律于不顾ꎬ产品投入市场显

现危害之时不履行及时召回的义务ꎬ这正是相关

法律法规所要防止的风险ꎬ被害人的财产及生命

法益恰好被这些规范的保护目的所覆盖ꎮ 因此ꎬ
从法规范的视角ꎬ研发者与生产者创设的风险在

法益侵害结果生成的过程中得以实现ꎮ 再次ꎬ贯
穿于上述两点过程中的构成要件效力范围判断

方面ꎬ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法益侵害

结果发生ꎬ既不能由第三人负责ꎬ也不能由被害

人自我答责ꎮ 众所周知ꎬ消费者购买自动驾驶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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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时ꎬ虽知道其本身具有一定风险ꎬ但决没有对

发生损害的结果作出承诺ꎮ 消费者不同意自动

驾驶汽车存在系统缺陷而致使人身损害ꎬ更遑论

是更大的生命及财产损害危险ꎮ 此时定要揭开

自动驾驶系统之面纱ꎬ将结果直接归属于研发者

及生产者的行为ꎮ 最后ꎬ有学者可能会认为这完

全符合传统汽车召回模式ꎬ不涉及刑事责任问

题ꎬ用其他社会治理的方法即可予以规制ꎮ 然

而ꎬ较一般人而言ꎬ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者与生

产者因其专业人员的身份ꎬ对人工智能行为所引

发的风险具有更大的认识可能性ꎬ〔５１〕 且其基于

自己的过失行为创设了一个风险ꎬ而这个风险恰

好在其掌控范围内ꎬ那么针对这一风险就使得研

发者与生产者居于由于该风险的先行行为而产

生的保证人地位ꎮ 先行行为的保证人义务所带

来的风险恰好就是法所不允许的风险ꎮ 即使产

品投入市场一段时间ꎬ只要发现系统存在设计等

问题ꎬ就有消除风险ꎬ也即立刻召回的保证人义

务ꎬ如果违反义务进而导致危险在结果中得以实

现ꎬ那么研发者与生产者依然要对结果负责ꎬ并为

此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ꎮ
第二种情形是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者与生

产者在研发生产的过程中因工作失误未发现程

序错误ꎬ产品投入市场后由于第三人故意操作的

原因使得汽车肇事ꎬ当属于在行为人创造之法不

容许风险的实现过程中ꎬ由于因果关系发生重大

偏离ꎬ而不具有可归责性ꎮ 首先ꎬ研发者与生产

者制造了法不允许的风险ꎮ 此时与第一种情况

下的风险制造同理ꎬ研发者与生产者研发生产的

过程中没有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ꎬ由于工作失误

导致程序错误未被发现ꎬ体现了其对他人生命及

财产法益的漠视ꎬ研发者与生产者的行为偏离了

注意义务的轨迹ꎬ使得自动驾驶汽车肇事风险升

高ꎬ制造了本可避免的肇事风险ꎬ为法规范所不

允许ꎮ 其次ꎬ研发者与生产者虽制造了风险ꎬ但
第三人故意操作之行为同样制造了另一个风险ꎮ
这就使得研发者与生产者所制造的风险在实现

的过程中因果关系发生了偏离ꎬ而在第三人故意

操作行为与研发者、生产者不当生产的行为竞合

下ꎬ汽车肇事致使法益侵害的结果应如何分配应

谨慎思考ꎮ 客观归责论本身可以运用“合义务替

代行为”之方法去判断义务违反关联性的大小ꎬ
即义务违反与结果发生之间的关联程度ꎬ进而帮

助查明事实ꎮ 如若仍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ꎬ则
利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排除结果归责ꎮ 而

在这种自动驾驶汽车肇事的情况下ꎬ运用“合义

务替代行为”之方法ꎬ假设研发者与生产者在生

产的过程中完全遵循了生产研发义务ꎬ没有任何

与法规范相背离的违规操作ꎮ 如若第三人的故

意操作行为足以使得肇事结果发生ꎬ则应切断研

发者与生产者行为与肇事结果之间的关联ꎬ不应

将结果归属于研发者与生产者ꎮ 同样ꎬ如若第三

人故意操作导致研发者与生产者之生产研发行

为事实无法查明ꎬ则根据罪疑惟轻原则排除研发

者与生产者之结果责任ꎬ切断因果关系不予归

责ꎮ
第三种情形是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者与生

产者研发生产的汽车肇事ꎬ但是由于现有的技术

水平下隐藏的系统程序错误无法避免ꎬ当属于因

为效用而容忍制造的风险ꎬ不具有可归责性ꎮ 客

观归责论本身包括“在允许性风险中排除归责”
的子规则ꎮ 客观归责理论的客观性格ꎬ明确体现

在其所提出的判断公式中———只有当法益侵害

结果ꎬ是行为人所创造之法不容许风险的实现的

时候ꎬ才可以将结果归责给行为人ꎮ 其中两个归

责标准ꎬ无论是创造法不容许风险或者风险实

现ꎬ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确认的ꎮ 也就是说ꎬ对
于结果归责而言ꎬ行为人必须创造出一个按照客

观理智第三人之判断确实存在的非容许风险ꎬ并
且此风险也必须以客观理智第三人得以理解的

方式实现为侵害结果ꎮ 而如此的风险判断ꎬ都和

行为人的主观认知或态度无关ꎮ〔５２〕 反过来ꎬ如果

行为人认识不到这一风险ꎬ但这一风险却在实践

中实现了ꎬ如果以理智第三人之判断为标准ꎬ这
种风险是一种需要容忍的风险ꎬ则不具有归责基

础ꎬ比如ꎬ患者被送上手术台ꎬ患者就需要容忍符

—２６１—

　 ２０２１. ５学者专论



合规范的手术失败带来的伤害ꎮ 同理ꎬ在自动驾

驶汽车技术发展中ꎬ容许的风险本质就是在法益

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寻求平衡ꎬ当国民的行为自

由更需要保护时ꎬ行为所致的法益侵害风险也会

被法所允许ꎮ 这种被容忍的风险确实存在ꎬ因为

发展人工智能这样的高端科学技术ꎬ是目前全世

界科学领域共同致力的目标之一ꎬ作为强人工智

能的自动驾驶技术ꎬ是人类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结果ꎬ也是人类妥协与让步的结果ꎬ人类在享

有这种科技进步带来的收益的同时ꎬ也需要容忍

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ꎮ 如若不然ꎬ现有科技发

展水平将会停滞不前ꎮ 就像最初传统汽车上路

行驶一样ꎬ本身就属于一种高风险的行为ꎬ对于

“升级版”汽车的风险性更不可妄加制约ꎮ 所以

说这种风险已经被法律所允许ꎬ故在此时研发者

与生产者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实行行为ꎬ亦不能将

结果归属于二者ꎮ 这种情况恰好暴露了科技发

展的原生弊病ꎬ也是一种需要容忍的风险ꎮ 因

此ꎬ只要研发者与生产者在研发与生产的过程中

尽到了最大的注意义务ꎬ而只是基于现有的技术

水平无法避免缺陷的产生ꎬ则生产研发行为不属

于刑法中的实行行为ꎬ那么如果发生交通事故ꎬ
刑法也应保持谦抑性原则ꎬ收起“严父”的面容不

予规制ꎮ
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标识产

物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ꎬ也会因为自动驾驶系

统的介入而萌发出种种新型矛盾弊端ꎮ 正是由

于各种问题的产生ꎬ进而催生了刑法学者对自动

驾驶汽车领域内刑事问题的纷繁争议ꎮ 在人工

智能不断向前发展的时代背景下ꎬ根据当前自动

驾驶汽车的实际情况ꎬ在原有理论失范之时ꎬ就
应寻求更合适的刑法教义学原理去明晰客观构

成要件ꎬ去判断自动驾驶汽车肇事的实行行为ꎬ
以规范归责将不属于刑法规制的行为排除ꎬ进而

限定交通肇事罪的处罚范围ꎬ这大致可以作为理

论方法的试金石ꎮ 另外ꎬ应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所

处的阶段ꎬ在相同阶段内去探讨结果归属抑或责

任承担问题才会使话语同频ꎬ制造更灿烂的学术

火花ꎬ进而以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关切去有效解

决自动驾驶汽车涉罪的归责难题ꎬ在保护或防范

人民的生命、财产法益不受人工智能缺陷之侵蚀

的同时ꎬ也不会阻碍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ꎮ 长远

地看ꎬ在这样新的归责理论体系下各种立场必然

会达成一致ꎮ

注释:
〔１〕参见高铭暄、王红:«互联网 ＋ 人工智能全新时代的刑事

风险与犯罪类型化分析»ꎬ«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ꎮ

〔２〕参见刘俊祥:«智能化时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学术话语的

创新»ꎬ«学术界»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３〕“定速巡航”系统:按司机要求的速度开启后ꎬ不用踩油

门踏板就使车辆以固定的速度行驶ꎮ 采用了这种装置ꎬ当在高

速公路上长时间行车时ꎬ司机不用再去控制油门踏板ꎬ减轻了疲

劳ꎬ同时减少了不必要的车速变化ꎬ亦可以节省燃料ꎮ
〔４〕ＧｕｒｎｅｙꎬＪｅｆｆｒｅｙ Ｋꎬ“ Ｓｕｅ Ｍｙ Ｃａｒ Ｎｏｔ 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ꎬ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Ｐｏｌｉｃｙ ꎬＶｏｌ. ２０１３ꎬＩｓｓｕｅ ２ꎬＦａｌｌ ２０１３ꎬｐ. ２５５.

〔５〕张鸿涛等编:«物联网关键技术及系统应用»ꎬ北京:机械

工业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２３６ 页ꎮ
〔６〕 Ｉｖó Ｃｏｃａ － Ｖｉｌａꎬ“ Ｓｅｌｆ －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ａｒｓ ｉ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ꎬＶｏｌ. １２ꎬ２０１８ꎬｐｐ. ６２ － ６３.

〔７〕 ＳｔａｎｉｌａꎬＬａｕｒａꎬ“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ꎬＶｏｌ. ２０１９ꎬ
Ｉｓｓｕｅ ２ꎬ２０１９ꎬｐ. ４５.

〔８〕我国于 ２０１７ 年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国

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ꎬ要求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车联

网产业ꎬ促进自动驾驶技术的进步ꎮ
〔９〕参见储陈城:«人工智能时代刑法归责的走向———以过

失的归责间隙为中心的讨论»ꎬ«东方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１０〕«刑法»第 １３３ 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ꎬ因而

发生重大事故ꎬ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的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ꎻ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

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ꎬ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ꎻ因逃逸致

人死亡的ꎬ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ꎮ”
〔１１〕刘宪权:«涉人工智能犯罪中研发者主观罪过的认定»ꎬ

«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１２〕参见〔德〕理查德霍尼格:«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ꎬ

隗佳译ꎬ赵秉志、宋英辉主编:«当代德国刑事法研究»第 １ 卷ꎬ北
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７０ 页ꎮ

〔１３〕Ｄａｆｎｉ Ｌｉｍａꎬ“Ｃｏｕｌｄ ＡＩ Ａｇｅｎｔｓ Ｂｅ Ｈｅｌ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ｙ Ｌｉａｂｌｅ:

—３６１—

自动驾驶汽车涉罪的归责难题及其解决方案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Ｓｏｕ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ꎬＶｏｌ. ６９ꎬＩｓｓｕｅ ３ꎬ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８ꎬｐ. ６８５.

〔１４〕参见袁曾:«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审视»ꎬ«东方法

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１５〕参见姜涛、柏雪淳:«谁之责任与何种责任:人工智能的

责任模式配置慎思»ꎬ«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１６〕广义的因果关系既包括因果关系本身ꎬ也包括结果归

属ꎬ故结果归属模糊也体现为因果关系之模糊ꎮ
〔１７〕 Ｓａｂｉｎｅ Ｇｌｅｓｓꎬ“ Ｉｆ Ｒｏｂｏｔｓ Ｃａｕｓｅ ＨａｒｍꎬＷｈｏ Ｉｓ ｔｏ Ｂｌａｍｅ:

Ｓｅｌｆ －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ａｒ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Ｎｅｗ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
ｖｉｅｗ ꎬＶｏｌ. １９ꎬＩｓｓｕｅ ３ꎬ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６ꎬｐ. ４３２.

〔１８〕参见许可:«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与数据正义»ꎬ«社会

科学报»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９ 日ꎮ
〔１９〕参见〔德〕沃尔夫冈弗里希:«客观结果归责理论的

发展、基本路线与悬而未决的问题»ꎬ恽纯良译ꎬ赵秉志、宋英辉

主编:«当代德国刑事法研究»第 １ 卷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１０９ 页ꎮ

〔２０〕赵俊甫:«过失实行行为研究»ꎬ«中国刑事法杂志»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ꎮ

〔２１〕〔日〕佐伯仁志:«刑法总论的思之道乐之道»ꎬ于佳

佳译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２４３ 页ꎮ
〔２２〕〔４７〕参见〔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２００８ 年增

修版)»ꎬ曾文科译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１８１ 页ꎮ
〔２３〕李川:«从注意义务违反到客观归责:医疗过失犯之理

论嬗变与归责限缩»ꎬ«法学论坛»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ꎮ
〔２４〕〔３６〕参见陈子平:«刑法总论»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４６ － １４７、１２４ 页ꎮ
〔２５〕参见劳东燕:«过失犯中预见可能性理论的反思与重

构»ꎬ«中外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２６〕Ｖｇｌ Ｋｉｎｄｈäｕｓｅｒꎬ Ｚｕ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ｓｔｒｕｋｔｕｒ ｄｅｓ 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

Ｋａｕｓａｌｂｅｇｒｉｆｆｓ ꎬＺＩＳꎬ２０１６ꎬＳ. ５７４.
〔２７〕〔２８〕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１９ 页ꎮ
〔２９〕〔３３〕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ꎬ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４７６、５０３ － ５０４ 页ꎮ
〔３０〕关于这种争议ꎬ参见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ꎬ北京:中

国民主法制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４８１ － ４８４ 页ꎮ
〔３１〕第一层次的行为归责可以将过失犯罪实行行为定型

化ꎬ并在教义学的视角下将以注意义务为核心的“意志归责”转

向了制造法所不允许的风险之“规范归责”ꎮ 实行行为是判断行

为之违法性问题ꎬ是站在行为人当时的角度来看待行为的违法

性ꎬ即属于事前判断ꎮ
〔３２〕第二层次的结果归属则是“归因与归责”二分判断的因

果关系理论ꎮ 结果归属问题是在规范论层面以探讨创设的不容

许风险是否在结果中得以实现ꎬ这是在危害结果发生后的事后

判断ꎬ其主要任务是认定危害结果是否是行为人的“作品”ꎮ
〔３４〕王霖:«自动驾驶场景下过失犯归责困境巡检与路径选

择———以规范归责模式为视角»ꎬ«河北法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３５〕参见劳东燕:«风险分配与刑法归责:因果关系理论的

反思»ꎬ«政法论坛»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ꎮ
〔３７〕周光权:«客观归责论在财产犯罪案件中的运用»ꎬ«比

较法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３８〕参见周光权:«行为无价值论与客观归责理论»ꎬ«清华

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３９〕参见周光权:«客观归责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兼与刘艳红

教授商榷»ꎬ«中外法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ꎮ
〔４０〕参见劳东燕:«事实因果与刑法中的结果归责»ꎬ«中国

法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４１〕参见刘艳红:«客观归责理论:质疑与反思»ꎬ«中外法

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ꎮ
〔４２〕张明楷:«也谈客观归责理论兼与周光权、刘艳红教授

商榷»ꎬ«中外法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４３〕参见〔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风险升高与风险

降低»ꎬ陈璇译ꎬ«法律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４４〕譬如ꎬ行车前履行开启自动驾驶系统自检程序的注意

义务ꎬ只有经过系统自检确认无故障之后才可正常行车ꎮ
〔４５〕«产品质量法»第 ２６ 条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

产品质量负责、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不存在危及人

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ꎬ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

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ꎬ应当符合该标准ꎮ”
〔４６〕参见孙运梁:«过失犯的客观归责:以结果避免可能性

为中心»ꎬ«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４８〕参见叶良芳:«人工智能是适格的刑事责任主体吗?»ꎬ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４９〕首先ꎬ自动驾驶系统研发者及生产者故意设计生产程

序故障汽车的概率凤毛麟角ꎬ少之又少ꎮ 其次ꎬ如若出于故意ꎬ
那么其归责路径也十分明确ꎬ制造法所不允许的风险与实现风

险的判断没有疑问ꎬ结果当然归属于研发者或生产者ꎬ故本文在

此不多赘述ꎮ
〔５０〕参见孙运梁:«客观归责论在我国的本土化:立场选择

与规则适用»ꎬ«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５１〕参见刘志强、方琨:«论人工智能行为法律因果关系认

定»ꎬ«学术界»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ꎮ
〔５２〕参见周漾沂:«从客观转向主观:对于刑法上结果归责

理论的反省与重构»ꎬ«台大法学论丛»２０１４ 年第 ４３ 卷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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