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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mo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algorithms have 

influenced our lives and civilizations more than ever. The fiel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are diverse, potentially far-reaching, and because of recent improvements in computer 

hardware, som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have surpassed the capabilities of today's human 

expert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s application field will continue to grow. 

From a specific point of view, the relevant algorithms are likely to start optimizing to reach a higher 

degree, and, one da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reach the level of human intelligence. This 

technological advance may bring us unprecedented ethical challenges. Many experts believe that, at 

the same time as global opportunit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more global risks than 

nuclear technology (whose risks have been severely underestimated before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scientific risk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high potential dam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ould be very serious, even if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is very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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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人工智能和越来越复杂的算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文明。

人工智能应用的领域是多样的，可能影响深远，而且由于最近计算机硬件的改进，某些人工

智能算法已经超过了当今人类专家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能力的提高，它的应用领域将继续

增长。从具体的角度来看，相关的算法很可能会开始优化，以达到更高的程度，并且，总有

一天，人工智能能达到超人类的智力水平。这种技术进步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伦理

挑战。许多专家相信，在全球机遇的同时，人工智能带来的全球风险超过了核技术（其风险

在发展之前被严重低估）。此外，科学的风险分析表明，人工智能的高潜在损害应该非常严重，

即使它们发生的概率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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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工智能介绍 

知识的追求贯穿人类的历史，贯穿始终。每当社会在其动态和结构上发生重大变化时，

这通常是新技术发明的结果。在 200 万年以前，第一次使用石器的历史时期，一部分聪明的

人发明了艺术，并开始在洞穴墙壁上作画。又过了三万年，耕种农业和永久定居的兴起。第

一个符号出现在那之后的几千年，紧随其后的是最初的书面文字。大约四百年前，发展开始

加速。显微镜是在十七世纪发明的;19 世纪的工业化使 100 万人口的第一个城市得以实现;在

上个世纪，原子被分离，人类登上月球，计算机被发明。从那时起，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和能

源效率每隔一段时间就增加一倍[1]。然而，尽管技术进步呈指数级增长，但人类智力的能力

却并非如此。 

近年来，无数著名的科学家和企业家都对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提出了警告，而政策制定者

应对人工智能研究提出的挑战非常重要。 

在某些领域，人工智能已经在多个场合达到甚至超过了人类水平。1997 年，计算机深蓝

击败了当时的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2];2011 年，沃森在基于语言的游戏《危险边缘》中

击败了两名最好的人类球员。与此同时，人工神经网络可以与人类专家在癌症细胞的诊断上

进行竞争，在识别手写汉字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接近人类水平[3]。早在 1994 年，一个自学

的 backgammon 项目通过寻找前所未有的策略，达到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的水平。现在，

甚至有一些算法能够独立地学习许多不同的游戏，从而达到(或超过)人类的水平。随着这些

发展，我们正在慢慢地接近一般智力，至少在原则上可以独立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技术本身只是一种工具;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使用它。使用现有的人

工智能系统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相当大的道德挑战，这将在本文的下一节阐明。接下来的章节

将概述经济自动化的发展，并解释人工智能研究将导致劳动力市场的重大重组。最后两章将

探讨人工智能研究与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长期和存在风险。下图是中国人工智能技发展现状。 

 
 

 

图 1 中国人工智能技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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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前人工智能的优点和风险 

我们的个人生活和整个文明都可能被算法和特定领域的人工智能所统治。下表是很有可

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职业： 
表 1  6 个风险性最高的工种 

工作岗位 被取代的可能性 

电话销售 99% 

贷款专员 98% 

收银员 97% 

律师助理 94% 

出租车司机 89% 

快餐厨师 84% 

 

众所周知的例子，包括智能手机，空中交通控制系统和互联网搜索引擎、金融市场也依

赖于算法，这些算法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过于庞大而复杂，无法完全理解。在大多数情况

下，这种算法的运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但总有可能发生“黑天鹅”事件[4]，可能会使整个系

统陷入混乱。我们已经目睹了这样一个事件：2010 年，美国股市出现了一场意外的“闪电崩

盘”，让金融世界目瞪口呆。由于计算机算法以一种无法预见的方式与金融市场互动，导致重

要的股票损失了超过 90%的价值，然后很快又回到了最初的价值。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在军

事背景下，类似的“回到初始条件”将造成不可预料的事故。为了防止这种破坏性的失败，通

常建议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上。不幸的是，目前的经济刺激似乎

更有利于人工智能的能力，而非安全性。 

2.1 人工智能建设的四个标准 

安全对于任何机器的建造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当构建特定领域的人工智能能时，新

的伦理挑战就出现了，—直到现在，这些工作都是由人类完成的。例如，一种判断银行客户

信用评级的算法可能会做出对人群中某些群体的歧视(而没有明确的编程)。即使只是简单地

替换现有行动的技术也可能会给机器伦理带来一些有趣的挑战：例如，无人驾驶汽车提出了

一个问题，在即将发生的事故中，哪些标准应该是决定性的？如果车辆确保乘客的生存高于

一切，或在不可避免的事故发生时，优先考虑尽可能低的伤亡人数？因此，人工智能理论家

尤科沃斯基和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都提出了四项原则，应该指导新人工智能的建设： 

（1）人工智能的功能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2）它的行为基本上是可以预测的； 

（3）使负责任的专家能够及时做出反应，并在可能出现的失败时否决控制； 

（4）人工智能应不受操控，万一发生事故，应明确责任。 

2.2  人工智能的优势（领域特定） 

在原则上，算法和领域特有的人工智能带来了许多优势，他们已经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

更大的影响，并期望在未来不断增加的速度中继续这样做，只要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在这

里，我们将讨论两个具有指导意义的例子。无人驾驶汽车不再是科幻小说[5]，在不久的将来，

它们将在商业上可用。由自主人工智能算法驱动的谷歌无人驾驶汽车于 2011 年在美国首次试

驾。除了工作或放松的时间，无人驾驶汽车的第二个优势在于其更高的安全性。2010 年，全

球有 124 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几乎完全是由于人为错误。因此，每年都可以拯救无数的人类

生命，因为无人驾驶汽车已经比人类驾驶的汽车安全得多。自然，很多人对无人驾驶汽车持

怀疑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低估了汽车的安全性，同时高估了自己的驾驶能力。为了说明这

一点，一项研究得出结论，93%的美国司机认为他们的驾驶能力高于人工智能司机，这在统

计上是不可能的，不切实际的乐观和控制错觉可能也会使人们低估自己在方向盘后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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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另外，医生也高估了他们的能力，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致命的事故。仅在中国，每年

就有 19 万人因医生开错药而死亡，有高达 81%的门诊患者的处方是错误的。在此背景下，IBM

的沃森是一个受欢迎的开发。2011 年，这个人工智能在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中击败了

最优秀的人类选手，一举成名。不过，在智力竞赛节目中，沃森不仅仅比人类更好，自 2014

年以来，医院一直能够雇用沃森的计算能力，用于癌症诊断和其他复杂的模式识别任务。因

为“沃森医生”可以快速收集和结合大量的信息，它已经部分地超过了它的人类同事的诊断技

能[7]。 

一开始，人工智能能够比人类医生做出更精确的医学诊断，这一事实乍一看似乎令人惊

讶，但人们早就认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统计推断都优于人类专家的临床判断。看到像沃

森这样的人工智能是进行统计推断的理想方法，因此，使用计算机进行诊断可以拯救生命。 

2.3 认知偏见：犯错是人的错 

在统计推理中，人类专家比人工智能更缺乏能力的一个原因是上述(不幸的是，所有人都

太过人性)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这种倾向被称为过度自信倾向，只是众多有记载的认知偏

差中的一种，它可能导致人类思维系统的错误。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避免认知偏差。原

则上，对人工智能的预测越来越有信心，可能会导致对许多社会和政治挑战采取更合理、更

有效的方法，前提是它们是安全的、根据可理解的标准进行的。这里的问题在于利用人工智

能的优势，而不是在相应的系统中放弃人类的自主权。 

3. 项目结论和展望 

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对新技术和基本有利技术的非理性恐惧都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技

术恐惧症”也可能是沃森或无人驾驶汽车遭到质疑的原因之一。然而，对各种技术保持警惕并

不总是不理性的。大多数技术都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但当他们落入坏人之手时，也可能是危

险的，或者当人们对安全性和不可预见的副作用采取不够谨慎的时候。 

这也适用于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轻松，拯救人类生命，但复杂

的计算机算法也会让股市意外崩盘。尽管在不久的将来，特定领域的人工智能的风险似乎有

限，但有长期的发展需要考虑；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在原则上可以构成生存威胁，类似

于与生物技术相关的大流行风险[8]。 

3.1 自动化和失业 

鉴于最近在机器学习和机器人领域的成功，似乎只有时间问题，即使是需要高智商的复

杂工作也能被机器全面接管。如果机器在许多领域比人类工人更快、更可靠、更便宜，这可

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被连根拔起，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考恩、McAfee 和

Brynjolfsson 等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将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并可能导致大量人口收入下

降和失业率上升。2013 年的一项分析得出结论，在 10 - 20 年内，美国有可能实现 47%的工

作自动化[9]。要想实现自动化，最困难的工作是需要高水平的社会智力(如公关咨询)、创造

力(如时装设计)和/或敏感和灵活的对象操作(如手术)。在这些领域，人工智能研究的现状仍远

低于人类专家的水平。 

李开复博士预测人工智能会带来大量失业。事实上，人工智能现在还远远不能取代大多

数服务工作, 因为机械手还远不如人手灵活。AlphaGo 可以击败世界上最好的围棋手，但是

还是要靠一个工作人员的手把棋子放到棋盘上。据估计，机器人技术至少要 30 年才能取代人

的清扫、空姐、保姆等工作。麦肯锡估计到 2050 年，现在一半的工作将被机器人取代。取代

一半的工作，从经济上来讲，就是把生产率和每天的薪资提高一倍。这意味着在工作量不变

的情况下，平均一个美国人每年收入大约十万美元。在这个收入水平，人们会减少工作吗?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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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会每周工作 3~4 天，但是还会有很多人每周还是工作 5 天，然后把 10 万美元去消费更好

的教育、医疗、旅游和其他高端服务。这就会产生巨大的服务业工作需求，完全可以吸收工

作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劳动力。 

李开复博士的另一个预测是贫富差距会大幅上升，因为大公司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效率

提升，从而赚取巨大的利润。问题是，历史上有很多革命性的技术也带来了巨大的效率提升

和社会效益，但是发明或使用技术的公司并没有赚到巨大的利润。谁还记得哪个公司发明了

蒸汽机、计算机或者机器人，并且赚了多少钱?一开始发明和使用新技术的公司能够赚不错的

利润，但超额利润往往会很快消失在激烈的竞争中，最后消费者得到了低价和高质的产品服

务，成为最大的得益者。的确，人工智能技术需要大量的数据，这有利于大公司。但是世界

上有不少有大量数据的大公司，举例来说，在无人驾驶领域，Google, Tesla, Uber 还有几家中

国公司都有足够的数据成为有力的竞争者。一般的规律是，只有要 3 个以上接近的竞争对手，

就赚不到太多的利润，所以虽然中国和美国会成为人工智能的超级大国，但是其人工智能的

公司不会有钱到可以影响国际关系。 

因此，我认为与创新有关的工作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主要由人类完成。一方面，让电脑

来做创新可能是太危险。另一方面，创新往往涉及审美和口味的判断。例如，如果任务是评

估一段音乐、一部电影，或者一种新菜，人类可能永远比机器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有人说，

创新只需要少数天才，不需要大量人口。但这显然不符合历史趋势。人类在创新方面正在投

入越来越多的资本和人力资源。这种趋势现在并没有放缓的迹象。将来会更多人具备能力和

意愿来参与某种形式的创新活动，既包括高技能工作(例如人工智能编程)，也包括低技能工

作(例如游戏测试和电影评论)。更多的人将具备这种能力，这部分归功于人工智能帮助他们

提高分析能力。更多的人将具备这种意愿，因为参与创造是富有乐趣和满足感。即使是像电

影评论这种轻松的工作，也是某种形式的创造性活动。 

3.2 计算机自动化的优势与劣势 

随着生产和服务行业的自动化，人们可能只会期望娱乐业继续存在；但在这里，我们也

看到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计算机图形技术的发展，新颖的娱乐技术，以及无数的智能手机应

用都变得越来越便宜，视频游戏和互联网使用的吸引力正在上升。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日益

普及，这些效应可能会被放大。随着这些变得越来越详细和现实，他们可能模糊了用户在现

实和模拟之间的界限。 

尽管娱乐产业提供人工智能的游戏化教学和学习材料,这也增加了风险，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会有困难完成他们的教育。 

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技术进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反过来提高了平均生活水平。如果有更

多的工作是通过机器进行的，这将为人类腾出时间来休闲和自我发展。然而，提高自动化程

度的一个缺点可能是，生产力的提高伴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因此，平均生活水平的上升

与生活质量的上升并不一致。麻省理工学院 (MIT)经济学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 (Erik 

Brynjolfsson)等专家甚至担心，技术进步可能会使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糟。 

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中，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到许多工作都是由机器完成了，自动化人

类工作的收入将会下降。如果没有监管，许多人的收入可能会低于生存水平。如果经济产出

比有效再分配所需的工资增长更快，社会不平等可能会急剧上升。为了抵消这一发展，McAfee

和 Brynjolfsson 建议将某些工作限制在人类身上，应该得到补贴。 

一些专家也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发出警告，预测的变化更加剧烈。例如，经济学家罗

宾•汉森(Robin Hanson)预计，在本世纪内，将有可能对人脑模拟，即所谓的“全脑仿真”(WBEs)：

在虚拟现实中进行数字化运行，WBEs 可以是可再生的，而且可以（假设有足够的硬件可用）

比生物大脑快很多倍，从而意味着劳动力效率的大幅提高。汉森预计，在这种情况下，WBEs

将会出现“人口爆炸”，因为他们可以被用作是高效的员工。汉森的推测是有争议的，不应该

假设他们勾画出了最有可能的未来情景。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例如在 ETH Lausanne 的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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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大脑项目，仍然离第一个大脑的模拟还很远。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硬件的发展与 WBEs

的可能性。如果汉生的设想成功，这将是非常合乎道德的。首先，许多人被复杂的模拟所取

代；另一方面，有一个问题是，WBEs 是否会有非凡的意识和主观偏好。 

4. 一般智力和超级智能 

一般智力的衡量，是一个正常人在广泛的环境中达成目标的能力。如果他们的目标与我

们的目标不一致，这种智能就会带来灾难性的风险。如果一个普通人的智力达到了超人的水

平，它就变成了一个超级智能；也就是说，一种算法在任何方面都优于人类智力，包括科学

创造力、“常识”和社会能力。请注意，这个定义留下了一个问题，即超级智能是否具有意识。 

4.1 一般人工智能相对于人类的比较优势 

人类是聪明的，他们是具有两条腿的“生物机器人”，拥有意识，并在数十亿年的进化过

程中被开发出来。这些事实已经被证明，人工智能的创造可能并不那么困难，因为人工智能

的研究可以更快、更有目标的进行，而不是进化(只有经过几代人的缓慢积累才会进步)。与

人的生物大脑相比，计算机硬件有几个优点：基本的计算元素(现代微处理器)“火”的速度，比

神经元快数百万倍；信号传输的速度了要快数百万倍；而且，一台计算机可以存储相当多的

基本计算元素(一台超级计算机很容易占用整个工厂的地盘)。未来的数字智能将会比人类大

脑更大的优势，与此相关的软件组件，例如，它很容易被修改和复制，这意味着任何时候都

可以调用潜在的相关信息。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如能源效率，对纯粹物理损伤的恢复力，和

优雅的退化，人工硬件仍然落后于人类的大脑。特别是，在信息处理水平上，热力学效率和

复杂性降低之间仍然没有直接的联系[10]，但随着未来几十年计算机硬件的改进，这可能会

改变。 

鉴于这些比较优势和预测的硬件的快速改进，人类的智能很可能有一天会被机器所取代。

重要的是要更精确地评估这种情况何时发生，以及这种情形的影响在哪里。 

4.2 时间 

人工智能领域的不同专家曾考虑过，第一台机器何时能达到人类智能水平的问题。根据

一项引文索引，对 100 名最成功的人工智能专家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人认为，

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很可能在本世纪前半年内被开发出来。相信人类将在本世纪末创造出一

个超级智能，只要技术进步没有大的挫折（由于全球灾难的结果），大多数专家也持同样的观

点。但有一些专家相信，至少在 2040 年之前，将有人类智力水平的机。其他专家认为这一水

平永远无法达到。即使一个人做出了一种保守的假设，即认为人类专家对他们的估计过于自

信，在相关专家如此广泛的信心的情况下，将超级智能描述为仅仅是“科幻小说”仍然是不恰

当的。 

4.3 一般智力的目标 

人工智能是否会有道德行为，也就是说，它是否有不与人类利益冲突的目标，是完全开

放的。在原则上，人工智能可以遵循所有可能的目标。这将是一种错误的人格化，认为每一

种超级智能都会对像人类的伦理问题产生兴趣。当我们建立人工智能时，我们也明确或含蓄

地确立了它的目标。 

这些主张有时会受到批评，理由是任何试图根据人类价值指导人工智能目标的尝试都将

等同于“奴役”，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将被强加于人工智能。然而，这种批评建立在一个误解上，

因为人工智能在它被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创造智力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它的功能和

目标。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个超级智能，那么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其他人，负责它的目

标。此外，也不是说人工智能必须通过我们不可避免的目标经历任何形式的伤害。从道德上

讲，被伤害的可能性需要意识，我们必须确保意识不是由超级智慧来实现的。父母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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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会以一种非常相似的方式形成孩子“生物智能”的价值观和目标，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孩子

们会以一种不道德的方式被“奴役”。恰恰相反：我们有最大的道德义务，将基本的道德价值

观传授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创造的人工智能也是如此。 

计算机科学教授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Russell)警告说，道德目标的编程在技术层面上构成

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无论是在技术层面上(在编程语言中，如何编写复杂的目标，以确保不会

产生无法预见的后果)，还是在道德层面上(无论如何，目标是什么)。虽然超级智能的可能目

标范围很广，但我们可以对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做出一些可靠的声明。这些包括目标和自我保

护，增加智力和资源积累。如果人工智能的目标被改变，这可能是消极的(甚至更多)，以实

现其最初的目标，即毁灭人工智能本身。增加智能本质上是只是一个更广泛的环境中达到目

标的能力,这开辟了一个所谓的智能爆炸的可能性,一个人工智能迅速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增长

并自我完善。资源的积累和新技术的发现给人工智能带来了更多的动力，从而实现了更高的

目标。如果新开发的超级智能的目标函数没有赋予有知觉的生命，那么它将会导致不计后果

的死亡。 

人们可能倾向于认为超级智能不会带来危险，因为它只是一台计算机，它可以完全拔掉

插头。然而，从定义上来说，超级智能并不愚蠢；如果有任何可能被拔掉，超级智能就会像

制造商希望的那样，开始表现自己，直到它发现如何将非自愿关闭的风险降到最低。超级情

报也有可能绕过大银行和核武器武器库的安全系统，使用迄今为止未知的安全漏洞(所谓的

“零日剥削”)，并以此来敲诈全球人口，迫使其合作。如前所述，在这种情况下，“回到最初

的情况”是极不可能的。 

4.4 什么是利害攸关的 

在最好的情况下，超级智能可以解决无数的人类问题，帮助我们克服未来最伟大的科学、

伦理、生态和经济挑战。然而，如果超智能的目标与人类或其他任何有知觉的生物的偏好不

相容，那么它将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胁，可能会比已知宇宙中任何先前的事件造成更

多的支持。 

4.5 合理的风险管理 

在风险很高的决策情况下，以下原则是至关重要的: 

(1) 只要有足够的机会赢/输，代价高昂的预防措施即使是低概率风险也值得付出代价。 

(2) 当专家之间没有共识时，谨慎的谦虚是明智的。也就是说，你不应该对自己的观点

的准确性有太多的信心。人工智能研究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如果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第一次

尝试中未能将伦理目标转移到超级智能上，那么很可能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估计人工智能

研究的长期风险比气候变化的风险要大得多。然而，与气候变化相比，人工智能研究很少受

到关注。在本文中，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将大量的资源投入人工智能安全研究中是更有价值

的。如果这里讨论的场景有一个非无穷小的实际发生的机会，那么人工智能和与之相关的机

会和风险应该是全球优先考虑的事情。良好的人工智能研究结果的概率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

来最大化，包括以下几点：如果这里讨论的场景，也许很小，但超过无穷小的机会真的发生，

那么人工智能和与它相关联的机遇和风险应该全球首位。通过以下措施，可以使人工智能研

究取得良好成果的可能性最大化。 

5. 人工意识 

人类和许多非人类动物具有非凡的意识，具有主观性。他们有感官上的印象，一种(基本

的或明显的)自我感觉，身体上受到伤害的痛苦经历，以及感受心理上的支持或快乐的能力。

简而言之，他们是有知觉的生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会受到伤害，这与他们自身的

利益和观点息息相关。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这引出了以下问题：机器的功能系统是否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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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经历一个潜在的痛苦的“内在生命”？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 Thomas Metzinger 提出了的四个

问题，所有这些标准都适用于机器和动物: 

(1) 工作意识。 

(2) 一个非凡的 self-model。 

(3) 项目在自我模型中，注册负值的能力(即，违反了主观偏好)。 

(4) 透明度（即，感知感觉不可挽回地“真实”，从而迫使系统自我认同其意识自我模型的

内容）。 

前两个问题实际上必须要加以区别：首先，机器是否能够发展意识和对所有人的支持能

力；其次，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哪种类型的机器会有意识。还有，机器是

否能够技术上发展意识，以及是否有能力为所有人提供支持;第二，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

肯定的，那么哪种类型的机器会有意识。这两个问题正在被哲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研究。研

究表明，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问题更容易回答。目前，专家们一致认为，机器可以在原则上

有意识，而且至少在神经形态的计算机上是有可能的。这种计算机的硬件与生物大脑的功能

相同。然而，识别哪种类型的机器(除了神经形态的计算机)可能有意识的问题要难得多。这

个领域的科学共识不太明确。例如，有争议的是，纯粹的模拟(如蓝色大脑项目的模拟大脑)

是否具有意识。虽然一些专家相信这是事实，但其他人不同意。 

鉴于专家们的这种不确定性，采取一个谨慎的立场似乎是合理的：根据目前的知识，至

少可以想象，许多足够复杂的计算机，包括非神经形态的计算机，可能是有知觉的。这些考

虑具有深远的伦理影响。如果机器可以有意识，那么利用它们作为劳动力，并利用它们从事

危险的工作，如拆除地雷或处理危险物品，将是不道德的。如果足够复杂的人工智能有一定

的意识和主观偏好，那么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使用的类似的伦理和法律安全措施将会得到满足。

如果，比方说，蓝色大脑计划的虚拟大脑是为了获得意识，那么使用它(以及任何潜在的副本

或“克隆”)来进行系统的研究，例如将其置于抑郁的环境中，将是非常有道德问题的。Metzinger

警告说，有意识的机器可能被滥用用于研究目的。此外，作为“二等公民”，他们可能缺乏法

律权利，被当作可有可无的实验工具，所有这些都可能在机器的内在经验水平上产生负面影

响。这一前景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可以想象，人工智能将会以如此巨大的数字出现，在最坏

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天文数字的受害者，超过以往任何已知的灾难。 

这些反乌托邦的场景指向了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暗示：即使我们只犯了“轻微的”伦理错

误(例如错误地将某些计算机分类为无意识或道德上的不重要)，那么，由于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技术力量，这可能会导致同样前所未有的灾难。只有承认可能机器意识的不确定性，我们

才能开始在人工智能研究中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从而避免上述任何可能的灾难。 

6 结论 

今天，我们正在见证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传播，其潜力惊人。目前无人驾驶汽车、沃森

辅助医疗诊断和中国军用无人机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在可预见的未来逐渐普及。至关重要的是，

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必须精心构建法律框架，以使这些技术的潜力能够安全地发展。人工

智能技术领域取得的进展越快，对相关挑战的理性、有远见的方法就越迫切。因为政治和法

律的进步往往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因此，个人研究人员和直接参与任何进展的开发人员有一

种特别大的责任。 

然而，不幸的是，在没有风险分析的情况下，有强大的经济激励来推动新技术的发展。

这些不利条件增加了我们逐渐失去控制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使用的风险。在所有可能的层面上

都应该避免这种情况，包括政治、研究本身，以及任何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人。在最有利的轨

道上指导人工智能发展，是一个基本前提。通过这种方式，它不仅能在少数专家中得到认可，

而且能在广泛的公共话语中得到认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伟大挑战。 

我们也不必担心现在的研发工程师会变穷或者没有工作。真正要担心的是程序员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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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员的收入远高于清洁工的收入，正如李开复博士指出的那样。但是贫富差距加大不是一

个新问题，解决办法还是要提高基本的社会保障和普及教育。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经济繁荣

和教育智能化可以反而帮助政府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总之，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服务业工作机会出现，而创新相关的工作会不断增加。

长远来看，创新不光是解决一个问题，更多的是探索未知的事物。人类对更多食物和住房的

需求很容易饱和，然而人类总是有兴趣探索新的器具、新的故事、新的游戏，以及探索太空。

如果人类不再有探索的欲望，那么人类文明将开始衰落。这是一个比“贫富差距”难得多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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