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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第 2 版) 概要 

作者：IEEE 自主与智能系统伦理全球倡议项目 

简介 

随着自主和智能系统的应用和影响无处不在，我们需要建立社会与政策方面的指南，从而确保这些系统以人为本，

并服务于人类价值和伦理准则。为了能够以积极的、非教条的方式推动自主与智能系统的发展，我们科技界需要

加强自我反思，需要围绕我们的想象、我们明确或隐含的价值观、我们的机构、符号和表征开展公开和诚实的讨

论。 

自主与智能系统不应只是实现功能性目标和解决技术问题，而且应造福人类。只有如此，才能使人与技术之间建

立更高层级的信任，这是在人类日常生活中卓有成效地普遍使用这些系统的前提。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那样，“幸福（Eudaimonia）”是一种将人类福祉定义为社会最高美德的实践。幸福大

致可以被理解为“繁荣”，它始于有意识的沉思，而伦理思考有助于我们确立理想的生活方式。 

无论我们的伦理实践是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康德主义的），东方的（神道教的，儒家的），非洲的（乌

班图式的），或者其他不同传统的，只要自主与智能系统的开发能尊重不可剥夺的人权，尊重用户有益的价值，

我们就能将人类福祉的提升作为算法时代衡量进步的优先指标。衡量并表彰经济全方位繁荣应当变得比追求生产

效率提升和 GDP 增长这样的单方面目标更为重要。 

关于自主与智能系统伦理的 IEEE 全球倡议使命 

通过教育、培训和授权，确保从事自主与智能系统设计开发的利益相关方优先考虑伦理问题，只有这样，技术进

步才能增进人类的福祉。 

所谓“利益相关方”是指任何参与自主与智能系统的研究、设计、制造或信息交流的个人或团体，包括实现这些

技术的大学、机构、政府和企业。 

我们的目标是：《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将提供一些洞察和建议，为未来从事相关科技领域的技术专家的工

作提供重要参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当前版本的《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第 2 版）中，我们提出了一

些相关的“议题”和“建议”，希望能够促进符合这些原则的国家政策和全球政策的制定。 

IEEE 全球倡议汇聚了来自六大洲的数百名参与者，他们具有相关的技术与人文学科的学术背景，是来自于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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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界、社会研究领域、政策研究领域以及政府部门的思想领袖。这些思想领袖齐聚一堂，共同发现一些迫在眉

睫的现实问题，并达成共识。 

IEEE 全球倡议的第二个目标是根据《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为制定 IEEE 标准提供建议。正是《人工智能设

计的伦理准则》(第 1 版和第 2 版)和 IEEE 全球倡议的成员启发和推动了 IEEE P7000™标准工作组。该工作组对于

任何人的加入都是自由开放的。 

查询更多信息或加入某个工作组，请点击下列链接： 

IEEE P7000™ -解决系统设计中的伦理问题的建模过程 

IEEE P7001™ -自主系统的透明性 

IEEE P7002™ -数据隐私的处理 

IEEE P7003™ -算法偏见的处理 

IEEE P7004™ -儿童与学生数据治理标准 

IEEE P7005™ -雇主数据治理标准 

IEEE P7006™ -个人数据的 AI 代理标准 

IEEE P7007™ -伦理驱动的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的本体标准 

IEEE P7008™ -机器人、智能与自主系统中伦理驱动的助推标准 

IEEE P7009™ -自主和半自主系统的失效安全设计标准 

IEEE P7010™ -合乎伦理的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的福祉度量标准 

我们是谁 

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关于自主与智能系统的伦理考虑的全球倡议（“IEEE 全球倡议”）是 IEEE 的一个项

目。IEEE 是世界上最大的专业技术组织，致力于推进技术发展、造福人类，该组织在 160 多个国家拥有超过 42

万会员。 

IEEE 全球倡议汇聚了相关技术和科学群体的多种声音，以便大家及时发现问题并达成共识。 

IEEE 将根据《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3.0 美国许可》发布《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EAD）的各个版本。 

根据该许可的条款，组织或个人可以随时自行采纳本文件的各部分内容。我们预计选取《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

则》中的部分内容和主题提交正式的 IEEE 流程，其中包括标准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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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全球倡议和《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是 IEEE 的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被称为 IEEETechEthics™，

致力于在技术伦理领域开展开放的、广泛的和包容的对话。 

《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第 2 版（概览） 

I. 宗旨 

智能和自主的技术系统的设计，旨在减少日常生活中的人工活动。 正因为如此，这些新领域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已引起人们的关注。目前的讨论涉及对积极影响的倡导，也涉及关于隐私侵害、歧视、技能丧失、负面经济影响、

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以及社会福祉之长期影响的警告。正是由于系统的这些性质，只有它们能够符合人类的

道德价值和伦理原则，这些系统才能充分实现其益处。因此，我们必须建立框架，指导我们认识这些技术可能造

成的技术以外的影响，并就此进行对话和讨论。 

II. 目标 

合乎伦理地设计、开发和应用这些技术，应遵循以下一般原则： 

• 人权：确保它们不侵犯国际公认的人权 

• 福祉：在它们的设计和使用中优先考虑人类福祉的指标 

• 问责：确保它们的设计者和操作者负责任且可问责 

• 透明：确保它们以透明的方式运行 

• 慎用：将滥用的风险降到最低 

III. 目的 

个人数据权利和个人访问控制 

人们有权决定其个人数据的访问权限，有权利用知情同意控制其个人数据的使用，这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个人需

要各种机制来帮助建立、维护其独特的身份和个人数据，还需要其他政策和做法，使他们能明确知晓融合或转售

其个人信息将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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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经济效应增进福祉 

通过价格合理的通信网和互联网的普遍接入，智能与自主技术系统可以为任何地方的人群所用并使其受益。它们

可以显著改变制度和制度性关系，使其朝着更加以人为本的结构发展；它们还能促进人道主义和发展问题的解决，

从而增加个人和社会的福祉。  

 

问责的法律框架 

智能系统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带动了系统的发展，这类系统模仿人类，具有部分自主性，有完成特定智力任务的

能力，甚至还可能拥有人类的外貌。因此，复杂的智能和自主技术系统的法律地位问题与更广泛的法律问题交织

在了一起，这些法律问题涉及如何确保问责制，以及当这类系统造成损害时如何分配责任。以下是需要考虑到的

通用框架的一些例子： 

• 智能与自主技术系统应适用相关的财产法 

• 政府和行业利益相关者应该确定哪些决策和操作决不能委托给这些系统，并制定规则和标准，以确保人类

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些决策，以及能够有效地为造成的损害分配法律责任 

透明和个人权利 

虽然自我完善的算法和数据分析可以使影响公民的决策自动化，但法律应该强制要求透明性、参与性和准确性，

包括以下目标： 

• 必须允许当事人、其律师和法院可以合理地获取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采用这些系统所产生和使用的所有数

据和信息 

• 如果可能的话，系统中嵌入的逻辑和规则必须对监管人员开放，并接受风险评估和严格测试 

• 系统应当生成用于决策的事实和法律的审计数据，并服从第三方核查 

• 公众有权了解是谁通过投资来制定或支持关于这类系统的伦理决策 

教育和知悉的政策 

有效的政策应当保护和促进安全、隐私、知识产权、人权和网络安全，以及公众对智能与自主技术系统对社会的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3.0/us/
http://standards.ieee.org/develop/indconn/ec/autonomous_systems.html


IEEE 自主与智能系统伦理全球倡议项目 

概要  

5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 美国许可协议” 
免责声明：此中文译文是 IEEE 官方中文翻译版本，仅为广大中文读者的便利而提供。 谨此感谢翻译了该本文的中国委员会专家。本文的英文版本是原始和权威的版本, 如果发生任何译文与英文原文发生冲突的情况（如用词、术

语、句子、概念等等）, 请以本文的英文原文版本（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为准。 

 

潜在影响的认识。为确保政策最符合大众利益，这些政策应当： 

• 支持、推广和实施国际公认的法律规范 

• 提升劳动力在相关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 

• 产生对研究和开发的引领作用 

• 制定规则以确保公共安全和问责 

• 教育公众知悉相关技术的社会影响 

IV. 理论基础 

经典伦理学 

IEEE 全球倡议通过汲取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经典伦理学的精华来探讨数字时代人类道德。它探究了包括世俗哲学

传统的既有的伦理学体系，讨论了科学的与宗教的两种路径。通过考察用以界定自主论和本体论的哲学基础，

IEEE 全球倡议探讨了智能技术系统在自主能力方面声称的潜能，以及非道德系统的道德问题，并追问由非道德系

统做出的决策是否会产生道德影响。 

福祉指标 

检验延展智能和自动化是否增进人类福祉，必须有衡量福祉的明确指标。通用的正向指标包括利润、职业安全和

财政健康。这些指标尽管很重要，但未能涵盖个人或社会福祉的全部内容。心理的、社会的和环境的要素非常重

要。涵盖这些要素的福祉指标将使利益评估由单纯的技术进步变得更为全面，并提供了机会来检验损害人类福祉

的意外负面后果。此外，这些指标还有助于我们辨别智能技术系统会在哪些地方提高人类福祉，进而为社会创新

和技术创新提供新的路径。 

 

将价值嵌入自主系统 

如果机器作为准自主的主体参与到人类社区之中，那么这些主体就应当遵守社区的社会规范与道德规范。将规范

嵌入这些系统，需要对系统所在的社区有一个清晰的描述。另外，即使在一个特定的社区中，不同类型的技术也

需要嵌入不同类型的规范。首先要做的就是识别系统所在的特定社区的规范，特别是与预先设计的特定任务相关

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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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合乎伦理的研究和设计的方法 

为了开发增强和提升人类福祉与自由的智能技术系统，基于价值的设计方法将人类进步置于技术系统开发的核心

地位，这与公认的“机器应该服务于人类而不是相反”是一致的。系统的开发者应采用基于价值的设计方法，开

发可持续的系统。这种系统可以依据社会成本和能够提升组织经济价值的优势这两个维度来进行评估。 

V. 未来技术关切 

重塑自主武器 

设计造成人身伤害的自主系统与传统武器或设计不造成伤害的自主系统相比，需要考虑更多的伦理维度。这些伦

理维度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确保武器系统在人类有效的控制中 

• 自动化武器的设计应包含供审计的追踪数据，以便确保可问责和可控 

• 包含自适应和可学习的系统，以透明和可理解的方式向操作人员解释其推理和决策 

• 培训自主系统的操作人员，其身份应可清晰识别 

• 自动功能行为的实现对操作人员而言是可预测的 

• 确保技术开发人员能够理解其工作的后果 

• 制定职业伦理守则，妥善处理有意造成伤害的自主系统的开发 

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AGI）和超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和有益性 

与其他强大的技术一样，智能和自我改善的技术系统的开发和使用涉及相当大的风险。这些风险可能来源于滥用

或不良设计。然而，根据某些理论，当系统接近并超过 AGI 时，无法意料的或无意的系统行为将变得越来越危险

且难以纠正。 并不是所有的 AGI 级别的系统都能够与人类利益保持一致，因此，当这些系统的能力越来越强大时，

应当谨慎并确定不同系统的运行机制。 

 

情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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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最大可能地服务于人类，以及参与或服务人类社会的人造物不能通过放大或抑制人类的情感体验来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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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峰： 研究员，腾讯研究院，审阅，修正并补充翻译初稿，撰写翻译第二轮翻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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