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引发的侵权责任难题，学界起码达成了当前不宜赋予自动驾驶
汽车法律主体地位、生产者一方需要承担产品责任、责任保险配套至关重要三项共识，但对
于使用人一方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承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则存在诸多分歧。 在民法典有意
“留白”的情况下，存在立法论与解释论两种规制路径。 立法论有助于从根本上配套适应自动
驾驶汽车的责任规则，同时民法典第 1208 条也为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预留了“补白”空间，
未来可以构建本土化的无过错保有人责任，以保有行为取代驾驶行为作为归责依据，顺应自
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与此同时，从维护民法典权威以及制度延续性的角度来看，解释论路径
也有其必要性，可以引入“理性车”标准来丰富“机动车一方”过错的判断，克服自动驾驶取代
人工驾驶带来的归责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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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自动驾驶汽车正处于大规模商业落地的前夜，相关的法律配套亟待更新和完善。 其中，自
动驾驶汽车引发的侵权责任问题尤为关键，实践中已经出现多起涉及自动驾驶汽车的伤亡事件。 对
此，我国学术界迅速展开讨论，提出了诸多具体的立法建议，〔1�〕试图抓住民法典编纂的宝贵时机，
推动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法律规制入典。 但遗憾的是， 正式出台的民法典并未就此作出正面回
应。 基于此，笔者将在民法典背景之下，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视角寻找应对之策，以便为产业发展
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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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王竹、郑志峰、徐铁英主编：《〈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编纂建议稿附立法理由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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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的共识与症结

（一）研究共识
相较于传统机动车，自动驾驶汽车最本质的特征在于自动驾驶系统取代了人类驾驶员，汽车的

运行方式由人工驾驶变为自动驾驶，由此引发一系列挑战：自动驾驶汽车能否成为法律主体进而自
负其责？使用人没有驾驶行为是否还需承担责任，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能否继续适用？自动驾驶
系统的缺陷怎么认定，如何追究生产者一方的产品责任？ 笔者认为，经过学界的充分讨论，初步达成
如下共识：

第一，当前不宜赋予自动驾驶汽车法律主体地位。 在讨论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之前，首先需要
明确其法律地位，这会影响责任规则的具体走向。 其一，如果自动驾驶汽车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可以
自主决定其行为，那么生产者一方将无需承担产品责任。 其二，使用人将成为自动驾驶汽车的雇主，
承担雇主替代责任。 其三，考虑到自动驾驶汽车的自主性，对于超出雇主指示范围外的交通事故，自
动驾驶汽车应当自负其责。 故此，首先需要解决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问题。

2017年2月，欧盟通过的《机器人技术民事法律规则》提出要赋予机器人“电子人”法律地位。〔2�〕

受此影响，国内陆续有学者也提出要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随后学界展开热烈讨论。〔3�〕经过一
番争鸣，学界一个初步的共识是：至少从当前来看，赋予自动驾驶汽车等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并无
必要性和正当性，也无益于侵权责任的解决。 具言之，不管是由自动驾驶汽车自担其责，〔4�〕还是
由使用人一方承担雇主替代责任，〔5�〕抑或是将自动驾驶汽车拟制为法人来承担责任，〔6�〕都会存
在救济程序复杂化、自动驾驶汽车没有责任财产、生产者一方逃避产品责任等难题。 事实上，2020
年欧盟《关于人工智能系统运行的责任立法倡议》已经改变立场，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没有法律人
格”。〔7�〕

第二，生产者一方需要承担产品责任，同时应降低受害人的举证难度。 有学者认为，生产者一方
不应就自动驾驶汽车承担无过错的产品责任， 因为这违反了自动驾驶汽车更为安全的设计初衷，也

〔2〕See�European�Parliament,�Report with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on Civil Law Rules on Robotics, 2017,p.18.

〔3〕关于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争论，请参见袁曾：《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审视》，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5期；孙占利：《智能机器

人法律人格问题论析》，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3期；冯洁：《人工智能体法律主体地位的法理反思》，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4

期；赵万一：《机器人的法律主体地位辨析———兼谈对机器人进行法律规制的基本要求》，载《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8年第3期；刘洪华：《论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期；张绍欣：《法律位格、法律主体与人工智

能的法律地位》，《现代法学》2019年第4期；冯珏：《智能机器人还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人》，载《经济参考报》2019年6月19日；曹险

峰：《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吗》，《地方立法研究》2020年第5期；朱艺浩：《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论批判及理性应对》，载《法学杂

志》2020年第3期。

〔4〕参见［美］约翰·弗兰克·韦弗：《机器人也是人：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郑志峰译，台湾元照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41页；许中

缘：《智能汽车侵权责任立法———以工具性人格为中心》，载《法学》2019年第4期；张继红、肖剑兰：《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问

题研究》，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5〕See� Robert� W.� Peterson,� New� Technology—Old� Law:� Autonomous� Vehicles� and� California’s� Insurance� Framework,� Santa� Clara� L.�

Rev.�52,1358-59(2012).

〔6〕参见张志坚：《论人工智能的电子法人地位》，载《现代法学》2019年第5期；袁曾：《基于功能性视角的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再审

视》，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7〕See�European�Parliament,�Draft�Report�with�Recommendations�to�the�Commission�on�a�Civil� liability�Regime� for�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0,�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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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督促企业生产更为安全的产品，还会加剧责任分担的难度。〔8�〕对此，许多学者都指出，不管自动驾
驶汽车如何复杂和智能，都脱离不了产品的范畴，生产者一方理当承担产品责任。 同时，自动驾驶取
代人工驾驶后，发生交通事故也大多数是由产品缺陷引发的，由生产者一方承担产品责任合乎情理，
也有利于激励他们持续提升和更新算法，增强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性能。〔9�〕

在产品责任的适用上，许多学者都提到，应当缓解受害人的举证困难。 其一，关于产品缺陷的证
明，我国《产品质量法》确立的“不合理危险”标准过于抽象，可借鉴美国法中的“风险效用标准”与“消
费者期待标准”。 相比较之下，消费者期待标准适用更为简单，既不需要披露过多的算法数据，也更有
利于救济受害人。〔10�〕其二，对于受害人的举证问题，学者们纷纷提出举证责任倒置、推定、缓和等观
点，由生产者一方承担或者分担举证责任，降低受害人救济的门槛。〔11�〕其三，许多学者都提到借助技
术措施来缓解查明事故原因的难度，如引入“黑匣子”技术，记录事故发生时的数据，以便判别事故发
生的原因，合理界定各方责任。〔12�〕

第三，责任保险配套十分重要。 新技术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新风险，保险正是分散风险的重要工
具。尽管安全是自动驾驶汽车最大的技术价值，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确保绝对不发生事故。特别是考虑
到自动驾驶汽车的网联特征，一旦网络安全遭受入侵，造成的损害后果不堪设想。〔13�〕对此，保险责任
的救济十分重要。 欧盟《关于人工智能系统运行的责任立法倡议》就提出，自动驾驶汽车等高风险的
人工智能系统应当强制实行保险制度。〔14�〕

我国许多学者也指出，保险责任的配套可以增强公众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感，为受害人提
供及时有保障的救济，同时也可以为企业创新减轻压力，对于产业发展和技术落地都有重要意义。〔15�〕

与此同时，自动驾驶汽车对于当前汽车保险行业带来了不少挑战，如何基于现有保险框架构建适合
自动驾驶汽车的保险责任体系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16�〕

（二）主要分歧
传统机动车属于纯粹的工具，汽车的运行全系于背后使用人的自由意志与自主行为，使用人自

然需要承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
故适用过错责任，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则存在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
无过错责任、补偿责任等多种学说。〔17�〕笔者认为，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需要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

〔8〕参见同前注〔4〕，许中缘文。
〔9〕参见冯珏：《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民事侵权责任》，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王乐兵：《自动驾驶汽车的缺陷及其产品责任》，

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2期；季若望：《智能汽车侵权的类型化研究———以分级比例责任为路径》，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10〕参见同前注〔9〕，冯珏文；殷秋实：《智能汽车的侵权法问题与应对》，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5期；同前注〔1〕，韩旭至文。
〔11〕参见冯洁语：《人工智能技术与责任法的变迁———以自动驾驶技术为考察》，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期；高完成：《自动驾驶

汽车致损事故的产品责任适用困境及对策研究》，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郑志峰：《自动驾驶汽车
的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载《法学》2018年第4期；刘召成：《自动驾驶机动车致害的侵权责任构造》，载《北方法学》2020年第4期。

〔12〕参见同前注〔11〕，郑志峰文；同前注〔4〕，许中缘文；同前注〔11〕，冯洁语文。
〔13〕参见景荻：《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14〕See�Draft�Report�with�Recommendations�to�the�Commission�on�a�Civil� liability�Regime�for�Artificial�Intelligence,�supranote�7,�p.15.
〔15〕参见同前注〔4〕，许中缘文；张力、李倩：《高度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构造分析》，载《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同前注〔11〕，冯洁语文。
〔16〕参见于海纯、吴秀：《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研究———一元投保主体下之二元赔付体系》，载《保险研究》

2020年第8期；同前注〔1〕，韩旭至文。
〔17〕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归责原则的争议，请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

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349页；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
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556页；程啸：《侵权责任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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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这意味着无论作何解释，机动车一方是否具有过错对于归责都有实质意义，无过错责任至多只存
在于10%范围内。故此，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整体上仍然是以过错为基础构建的。然而，自动驾驶
取代人工驾驶后，使用人无需实施具体的驾驶行为，驾驶过错自然也不复存在，使用人究竟如何承担
责任就成了难题。 对此，学界展开了激烈争论，简单归纳如下：

第一，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说。 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分事故发生的原因，如果是自动驾驶汽
车的问题应适用产品责任；如果是驾驶人的问题则直接适用现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由有过错的
驾驶人承担责任。〔18�〕该观点认为自动驾驶汽车使用人一方仍然可以继续适用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但对于如何在没有驾驶行为的情况下认定机动车一方过错等难题没有进一步展开。

第二，一般侵权责任说。 有学者认为，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人身份已经转变为乘客，事故责任理
当由生产汽车的企业承担，使用人仅在有过错时承担一般侵权责任。〔19�〕这种观点看到了自动驾驶汽
车对于使用人带来的挑战，但将使用人等同于纯粹的乘客值得商榷，忽视了使用人对于自动驾驶汽
车的支配力。

第三，无过错保有人责任说。 有学者认为，为更好救济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破解技
术带来的困境，可以以汽车的风险属性为基础，让保有人承担无过错责任。〔20�〕该说主张参照大陆法系
的做法，引入无过错保有人责任，但这意味着我国现行责任规则将彻底重塑。

第四，无过错保有人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说。 有学者提出，使用人一方的责任需要区分为
两种，即保有人责任与驾驶人责任。 其中，保有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驾驶人对违反驾驶相关义
务所致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21�〕该说区分保有人与使用人的做法首先就值得商榷，
而引入无过错保有人责任则同样存在彻底改变现有责任规则的缺陷， 同时对于驾驶人责任问题，也
没有真正解决如何认定机动车一方过错的核心难题。

第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高度危险责任说。 有学者认为应区分不同阶段，对于一般自动驾驶，
考虑到接管义务的存在，保有人可以适用现有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规则；而高度自动驾驶满足高
度危险责任适用要件，在新规定出台之前，可以参照我国民法典第1236条适用高度危险致损的危险
责任。〔22�〕该说同样没有解释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究竟如何继续适用，而参照高度危险责任适用
的观点也缺乏正当性。

（三）讨论前提
如上所述，学界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使用人究竟如何担责存在较大争议，原本期待民法典的颁布

可以厘清这一问题，但遗憾的是民法典并未作出相关规定。 为此，需要通过立法论与解释论的路径予
以回应。 在下文展开讨论之前，需要明确几个前提：

第一，区分自动驾驶与驾驶辅助。 学界常常会提到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SAE）的分级方法，以
此出发针对不同级别汽车构建相应的责任规则，但各自的理解却并不一致。 例如，有学者认为，L1
至L3为一般自动驾驶，人类与系统共同控制汽车，人类负有干预义务；而L4和L5属于高度自动驾
驶，此时由系统控制汽车，人类不负有干预义务。〔23�〕而有的观点则认为，L3至L5都属于高度自动驾驶
汽车，其中，L5属于最高阶段的完全自动驾驶，使用人不负有接管义务，而L3和L4中使用人仍负有接

〔18〕参见杨立新：《民事责任在人工智能发展风险管控中的作用》，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2期。

〔19〕参见同前注〔11〕，郑志峰文；张童：《人工智能产品致人损害民事责任研究》，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20〕参见同前注〔10〕，殷秋实文；同前注〔9〕，冯珏文。

〔21〕参见同前注〔11〕，刘召成文。

〔22〕参见宋宗宇、林传琳：《自动驾驶交通事故责任的民法教义学解释进路》，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11期。

〔23〕参见同前注〔22〕，宋宗宇、林传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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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义务。〔24�〕笔者认为，一方面，L1和L2仅为驾驶辅助，并不属于自动驾驶，系统只是起辅助作用，驾驶
人应当继续适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故此，以特斯拉辅助驾驶的事故例子来分析自动驾驶显然
不妥。〔25�〕另一方面，自动驾驶汽车的分级应立足于本土，既然《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
行）》以及《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都明确将自动驾驶分为有条件、高度和完全三个阶段，那么相关讨
论理应以此为基础展开。 此外，无论是哪个级别的自动驾驶，系统都取代了人类驾驶员实际控制汽车
运行，进而使得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规则难以为继。 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是自动驾驶，现有的
责任规则就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

第二，区分商用阶段与道路测试阶段。当前，自动驾驶汽车道路测试如火如荼。但需要注意的是，
商用阶段与测试阶段的自动驾驶汽车有着本质区别，两者配置的责任规则也理当不同。 道路测试是
自动驾驶汽车大规模商用前必经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自动驾驶汽车尚处于实验当中，其安全性能未
得到充分论证，汽车运行的风险很高，为此需要有专门的安全员全程履行监管义务。 一旦发生事故，
只需要按照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追究责任即可。〔26�〕而商用阶段的自动驾驶汽车，其安全性能必须是
得到充分检验，汽车运行的风险理当大幅低于传统机动车，同时使用人也不需要承担驾驶任务，由此
需要重新构建新的责任规则。

第三，区分立法论与解释论。 关于自动驾驶汽车使用人一方如何承担责任，学界的观点大体可
以分为解释论和立法论两种路径。 这两种路径各有优劣，但都需要结合民法典确立的责任框架来
展开构建，如此才能真正让自动驾驶汽车责任框架落地。 一方面，无论是立法论，还是解释论，都要
注意到制度体系的协调和配套，避免简单的“拿来主义”。 例如，许多学者都提到参照大陆法系的做
法，引入无过错保有人责任，但民法典、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现行法律规范并没有保有人的概念，是
否适合引入、如何引入值得细致讨论。 另一方面，立法论与解释论也应当区分，不能混用两种路径。
例如，有学者主张区分保有人和驾驶人，一方面从立法论角度引入无过错保有人责任，另一方面又
从解释论视角分析如何继续适用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27�〕这就有模糊立法论和解释论边界
之嫌。

二、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的立法论展开

（一）立法论的存在空间
鉴于自动驾驶汽车对于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带来的根本性挑战，采用立法论的方式可以从

源头上构造一套最大程度地匹配新技术的责任规则，故须考量立法论的可能。
第一，民法典与立法论并不冲突。 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民法学研究从立法论时代进入解释论时

代。 但也应当看到，民法典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立法工程，任何一部法典都是时代的产物，只有不断适
应时代的发展才能永葆法典生命力。 民法典的伟大不仅在于通过一次性立法实现针对社会生活的大
规模集中式的法律“表白”，也在于面对复杂社会生活现实的勇敢“留白”和在适用过程中不断“补

〔24〕参见同前注〔15〕，张力、李倩文；同前注〔9〕，季若望文。

〔25〕参见同前注〔1〕，韩旭至文；同前注〔15〕，张力、李倩文。

〔26〕对于道路测试期间引发的交通事故，考虑到此时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性不足，有观点提出可以参照高度危险责任适用。参见景

荻：《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的规则设计》，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6月19日；同前注〔1〕，王竹、郑志峰、徐铁英主编书，第

299—301页。

〔27〕参见同前注〔11〕，刘召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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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如此方能实现民法体系针对生活发展变化的可持续发展。〔28�〕面对自动驾驶汽车带来的挑战，立
法论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方式。

第二，民法典预留了立法论的通道。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8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需要依照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有学者提出，机动车交通事故是《民法典·侵
权责任编》调整的一类重要的特殊侵权行为，理当在侵权责任编中加以明确规定，采取引致道路交通
安全法的做法会增加适用法律的难度，不符合民法典编纂的目标。〔29�〕对此，立法者并未完全采纳这一
观点，民法典第1208条规定“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采取引致适
用和直接适用并存的模式。 这种模式可以在维护民法典安定性的同时，通过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一单
行法为立法论预留了空间。 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通过修订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方式来完成民法典的

“补白”。 2021年3月24日，公安部就《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顺应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二）立法论的方案设想
如上文所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整体上确定了以使用人过错为中心的归责原则，自动驾驶

取代人工驾驶后，现有责任规则难以继续适用。故此，学界提出了不同的立法论方案。笔者认为，基于
危险责任理论的一体化无过错保有人责任是比较合适的方案。

第一，自动驾驶汽车契合危险责任的属性。 根据危险责任理论，确定行为人赔偿依据在于其从事
的活动或者保有的物件所具有的高度的、内在的以及特定的危险。〔30�〕有学者主张，未来自动驾驶技术
可以极大地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届时将机动车视为风险物将不合时宜。〔31�〕笔者认为，尽管自动驾驶
汽车首要目的是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但其仍然具有纳入危险责任的正当基础。 其一，自动驾驶汽车
的主要用途是交通运输，运行场景是不特定的公共道路，高强度的重型金属装置在速度的加持下产
生巨大的能量场，这决定着其始终具有高度危险性。 其二，自动驾驶汽车需要更加复杂的硬件软件集
合系统，这意味着汽车零部件交互出错的可能性会增加。 其三，自动驾驶汽车高度依赖网络技术，很
可能会出现攻击一辆汽车就可以控制路上交互的大批汽车的局面， 由此造成的损害后果不堪设想。
即使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概率可能在下降，但造成损害的规模和严重程度却在变相提高。 其
四，就危险属性而言，无论是何种智能等级的汽车，考虑其作为载人载物工具的社会角色，其危险程
度总归远高于饲养动物。〔32�〕既然我国民法典可以将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纳入危险责任范畴，对于自动
驾驶汽车保有人实行危险责任也无不妥。

第二，保有人具有承担危险责任的理论基础。 其一，从危险开启理论来看，保有人使用自动驾驶
汽车的行为开启了危险源，给社会和不特定的人制造了原本不存在的危险。 尽管自动驾驶汽车能够
自主驾驶，但前提是保有人下达了“启动”指令，自动驾驶汽车本身并没有自主意识。 其二，从危险控
制理论来看，保有人持有自动驾驶汽车，对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性能具有优于一般人的专业理解，知道
如何才能最安全地使用自动驾驶汽车。 尽管自动驾驶汽车自主运行的技术特征看似减弱了保有人的

〔28〕参见张力：《中国民法典编纂：目标、任务与路径》，载《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第8期。

〔29〕参见同前注〔1〕，王竹、郑志峰、徐铁英主编书，第214—215页。

〔30〕参见同前注〔17〕，程啸书，第123页。

〔31〕参见同前注〔9〕，冯珏文。

〔32〕许多学者都提到了自动驾驶汽车与动物之间的相似性，主张参照动物保有人责任来解决自动驾驶汽车使用人的责任问题。

See�Sophia�H.�Duffy�&�Jamie�Patrick�Hopkins,�Sit,�Stay,�Drive:�The�Future�of�Autonomous�Car�Liability,�Smu.�Science�&�Technology�

Law�Review�16,�116-117 (2014);Ignacio�N.�Cofone,�Servers�and�Waiters:�What�Matters� in� the�Law�of�AI,�Stan.�Tech.�L.�Rev.�21,19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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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能力，但本质上保有人仍然控制着自动驾驶汽车，汽车需按照保有人的指令运行，仅仅是控制方
式有所不同，控制力仍然是非常直接强劲的，至少远高于饲养人对于动物的控制。 与此同时，人工智
能并非一种简单的“开箱即用”式机器，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其进行训练、对待或管理
的方式。 一旦“拆开包装”，相同型号的机器人在几天或者几周后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表现，这取决于
人类扮演其看管人角色的方式。〔33�〕这意味着随着保有人与自动驾驶汽车交互的深入，保有人对于自
动驾驶汽车的支配将呈现更高的专属性和控制力。 显然，保有人是最有能力控制和预防自动驾驶汽
车危险发生的人，且无论自动驾驶汽车智能等级如何，皆是如此。 其三，报偿理论来强调“利益之所
在，风险之所归”，自动驾驶汽车让保有人的驾乘更为安全便利，作为对价，保有人理当为随之而来的
风险埋单。

第三，无过错保有人责任有助于促进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制度的现代化。 其一，顺应技术发展。
自动驾驶汽车最大的技术特点是系统取代人工， 使用人的驾驶行为及驾驶过错存在空间日益消
除。 对此，将归责依据由驾驶行为转向保有行为，可以很好地克服这一困境。 未来无论自动驾驶技
术如何发达，哪怕汽车没有了油门、刹车和踏板，老弱妇孺皆可独自使用，驾驶行为彻底不复存
在，但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一种财产，一定存在保有人和保有行为，以此构建责任规则是切实可行
的。其二，简化责任分担。我国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规则过于复杂，需要区分机动车之间、机动
车与非机动、行人之间不同的交通事故类型，自动驾驶汽车将加剧这种复杂化性。 此外，出于维护
人类尊严的伦理原则， 自动驾驶汽车在技术上必须设置可随时解除自动驾驶并予以人工接管的
功能，〔34�〕由此汽车运行包括自动驾驶与人工驾驶两种状态，这将再次加剧交通事故的复杂性。 对
此，采用统一的无过错保有人责任，可以大大简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规则，无需关注机动车的智
能程度，也无需区分保有人接管与否，抑或交通事故的具体类型，可以便利事故的处理和受害人的
救济。

第四，我国也有引入无过错保有人责任的基础。 其一，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
理人需要缴纳足够数额的交强险，机动车一方承担了实质意义上的无过错责任。〔35�〕其二，根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76条，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需要承担不超过10%的
无过错性质的赔偿责任。〔36�〕据此，我国现有机动车原本就具有风险责任的属性。 其三，最高人民法院
的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都提到了机动车保有人的概念，还有具体的判断标准。〔37�〕而司法实践中，
法官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也常常围绕机动车保有人来展开。〔38�〕

最后，无过错保有人责任也符合世界潮流。 从比较法视野来看，传统机动车通常被纳入危险责任
的范畴，道路交通事故在大陆法系也被作为适宜严格责任的典型例子。〔39�〕正是得益于此，德国、法国

〔33〕参见［意］乌戈·帕加罗：《谁为机器人的行为负责？ 》，张卉林、王黎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131页。

〔34〕参见同前注〔11〕，刘召成文。

〔35〕参见同前注〔9〕，冯珏文。

〔36〕参见同前注〔17〕，程啸书，第591页。

〔37〕参见杜万华、贺小荣、李明义、姜强：《〈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

《法律适用》2013年第3期。

〔38〕参见周某某诉秦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2017）陕0404民初537号民事判决书；黎某某与罗

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案，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清中法民一终字第353号民事判决书；许某某等诉

浙江华昌建设有限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湖民终字第269号民事判决书；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市分公司与董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

三民终字第333号民事判决书等。

〔39〕参见欧洲侵权法小组：《欧洲侵权法原则：文本与评注》，于敏、谢鸿飞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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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在面对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挑战时更加从容，让自动驾驶汽车保有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也逐渐成为一种共识。 例如，欧盟《关于人工智能系统运行的责任立法倡议》针对自动驾驶汽车这种
高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提出了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立法建议，第4条明确规定：“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
的部署者须对人工智能系统驱动的所有物理或虚拟活动、设备或运作过程造成的任何伤害或损坏承
担严格责任。 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部署者不得以其行为已尽到勤勉义务或损害是由人工智能系统
驱动的所有物理或虚拟活动、设备或运作过程所造成之原因主张自己免责。 因不可抗力造成的伤害
或损害，部署者不承担责任。 ”〔40�〕

（三）立法论的规则展开
在自动驾驶汽车商用呼唤立法时，可以适时启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工作，构建一套本土化

的无过错保有人责任。
1.确立本土化的无过错保有人责任
尽管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司法实践以及学说理论来看，我国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中存在保有人的概念，但这种保有人责任整体上仍然是以使用人为核心的过错责任，并非
本文所说的无过错保有人责任。 相较于现有的保有人责任，本文所构建的机动车保有人责任具有如
下特点：其一，一体适用于所有机动车，无需考察汽车的类型或者智能等级，一律都适用保有人无过
错责任。 其二，一体适用于所有的交通事故类型，无需区分不同主体类型之间的交通事故，只要有交
通事故都一律适用无过错保有人责任。 其三，无过错保有人责任是完整的无过错责任，即使自动驾驶
汽车保有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也需要就整个交通事故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而非具有补偿性质的
部分赔偿责任。 当然，如果受害人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保有人可以依据其过错程度免责或者减责。

需要注意的是，民法典并没有保有人的概念。 与此同时，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没有使用保有人的概
念，第76条规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主体为“机动车一方”，民法典第1209条至第1217条也延续了
这一称谓。 此种背景下，为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民法典等现行法律制度体系的影响，无过错保有人责任
的引入应当进行本土化改造。 具体来说，保有人责任的本质在于无过错责任，可以保留“机动车一方”
这一责任主体的概念，构建一个实质层面的无过错保有人责任。 为此，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可以修
改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造成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受害人对于交
通事故的发生有重大过失或者故意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

2.保有人的认定
在确定无过错保有人责任后，保有人或者说机动车一方的认定至关重要。 从司法实践来看，采取

的是大陆法系通行的“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41�〕考虑到自动驾驶汽车的特殊性，在保有人认定方
面需要具体分析：

第一，所有人的保有人认定。自动驾驶汽车的所有人原则上是保有人。一方面，就运行利益来说，
所有人购买自动驾驶汽车并投入使用，直接享有汽车带来的运行利益，同时需要负担相关的保险和
运行成本；另一方面，就运行支配来说，尽管自动驾驶汽车可以自主运行，但所有人仍然可以控制自
动驾驶汽车的使用，包括是否使用汽车、是否开启自动驾驶、是否接管汽车、汽车运行的路线偏好、时
间、地点等。 日本有学者认为，考虑到使用人对汽车运行的指示、支配地位，认定其享有运行支配、运
行利益并非不可思议。〔42�〕基于此，所有人原则上被认定为自动驾驶汽车的保有人，就交通事故的损害

〔40〕See�Draft�Report�with�Recommendations�to�the�Commission�on�a�Civil�liability�Regime�for�Artificial�Intelligence,supranote�7,�Article�4.

〔41〕参见同前注〔37〕，杜万华等文。

〔42〕参见［日］藤田友敬：《自动驾驶的运行供用者责任》，载《Jurist》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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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无过错责任。
第二，所有人与使用人分离的情形。 机动车的使用常常出现所有人与使用人分离的情形，如何认

定保有人是个难题。 对此，根据民法典第1209条有关租借机动车的规定可知，我国采取的是实际使用
人规则，即使用人为保有人，需要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承担责任，所有人只需根据一般侵权责任条款
承担过错责任。

笔者认为，自动驾驶汽车的所有人是否为保有人仍需要具体依据“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进
行分析，并不能一概否认。 例如，对于传统机动车，大陆法系通常认为租借行为并不改变所有人的保
有人地位。〔43�〕考虑到远程操控、身份认证等技术的适用，所有人对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支配不再局限于
物理的、直接的控制，而拓展为网络的远程的间接控制。 由此来看，租借行为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人
就失去了保有人地位，需要具体分析。 如果所有人对于租借的自动驾驶汽车仍然有强大的支配权，如
限制驾驶模式、驾驶区域、驾驶偏好、驾驶时间等，那么所有人与使用人都应被认定为“共同保有人”，
就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承担无过错的连带责任。 当然，长期租赁、融资租赁或者承租人擅自转租等情
形除外。〔44�〕

第三，生产者、销售者的角色。 有学者认为，生产者对于自动驾驶汽车支配力会日益增强，届时
其很可能被认定为保有人。〔45�〕对此，笔者认为值得商榷：一方面，生产者不享有运行利益，他们仅
仅是通过销售自动驾驶汽车获得收入，并不直接指向运行利益；另一方面，随着用户与汽车交互的
深入，用户对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支配力会越来越强。 即使生产者通过网络连接、系统升级等方式可
以影响自动驾驶系统的性能，但这也不意味着生产者直接参与了汽车的每一次运行，将生产者作
为自动驾驶汽车保有人是不合适的。 至于一些汽车厂家承诺，自动驾驶汽车一旦发生事故，将会承
担赔偿责任，是基于产品责任的视角，而非保有人责任。 当然，如果生产者本身就是汽车的所有人，
如未来可能出现的自动驾驶汽车共享出行模式，〔46�〕那么将生产者认定为保有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并
无不妥。

三、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解释论展开

（一）解释论的必要性
尽管立法论对于解决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有其优势，但也存在诸多弊端。 为此，依托民法

典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的责任规则，从解释论的角度展开思考也是必要的。
第一，解释论有助于维护民法典权威。 民法典的通过标志着大规模立法论的时代结束，解释论的

时代正式来临。 从法律制度实施本身来看，立法论强调对现有规则的重塑，是一种手术式的法律进化
方式，其好处是疗效显著，但代价是制度成本巨大，对于现行法律规则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
与此同时，民法典的生命在实施，实施的关键在于解释，通过解释来捍卫民法典的权威是后法典时代

〔43〕参见［德］埃尔温·多伊奇、汉斯—于尔根·阿伦斯：《德国侵权法》（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3页；［德］马克

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第5版），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于敏：《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与过失相

抵———法律公平的本质及其实现过程》，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6—87页。

〔44〕参见郑志峰：《租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类型化分析———〈侵权责任法〉第49条的适用困境及其破解》，载《法学》2017

年第7期。

〔45〕参见同前注〔9〕，冯珏文；同前注〔11〕，冯洁语文。

〔46〕参见柴占祥、聂天心、Jan�Becker：《自动驾驶改变未来》，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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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旋律。 换言之，在民法典实施过程中，能够通过解释论解决的问题，就不宜诉诸于立法论，否则好
不容易形成的大一统的法典效应会遭受破坏，直接减损民法典的权威。 相对于立法和修法，法律解释
成本更低、程序更灵活、效率更高，且更有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47�〕

第二，无过错保有人责任存在诸多弊端。无过错保有人责任并非完美无缺，存在诸多弊端。其一，
无过错保有人责任彻底颠覆了现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规则。 2007年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以来，
过错始终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立法论倡导的无过错保有人责任彻底改
变了这一模式，这意味着相关法律规则、实践做法需重新洗牌，制度成本巨大。 这种难度也体现在了
最近公安部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中，有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条款并未有实质
修订。其二，无过错保有人责任有加重使用人一方责任之嫌。一个理性人是不会花更多钱去购买需要
承担更多责任的自动驾驶汽车的。〔48�〕纵使自动驾驶汽车更加安全，责任保险也能够大幅降低赔偿数
额，但保险费用的成本仍然由用户承担。 而考虑到通过产品责任向生产者主张赔偿的难度，受害人几
乎会本能地选择起诉使用人。 其三，2003年道路交通安全法曾经针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交
通事故采用无过错责任，但遭到了广泛的批评，随后2007年才作了修订。〔49�〕如果采用更加彻底的无过
错保有人责任，可能会招致更多的批评和阻碍。

（二）解释论的方案设想
依托民法典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现有的责任框架，可以作如下解释论上的构想。
1.解释路径的选择
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使用人一方的责任究竟在何种具体责任类型中加以解

释展开有不同声音。 例如，有学者认为使用人一方不应再承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其角色接近于乘
客，应适用一般侵权责任，〔50�〕即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的过错责任原则一般条款来承担责任。 有
学者则认为，对于高度自动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使用人不负有接管义务，可以参照民法典第1236条
高度危险责任条款进行处理。〔51�〕

笔者认为，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应当在现行机动交通事故责任框架内进行解释，不宜另
起炉灶参照一般侵权责任或者其他特殊侵权责任类型展开。 其一，自动驾驶汽车仍属于机动车的范
畴，不应适用其他责任类型。 一方面，从侵权责任法到民法典，我国从来没有将机动车纳入高度危险
责任的调整范围，因为机动车本身与民用核设施、民用航空器、易燃易爆物等相去甚远。 作为传统机
动车的升级版本，自动驾驶汽车最大的技术特征就是安全，这也是自动驾驶大规模商用的前提，将自
动驾驶汽车纳入高度危险责任并不合适。 另一方面，纵使自动驾驶汽车高度安全，但作为交通工具决
定了其不能与普通物件等同视之，适用一般侵权责任也不合适。 其二，解释论体系效应的考量。 无论
是参照高度危险责任，还是其他侵权责任类型进行解释，都会存在割裂自动驾驶汽车与传统机动车
的缺陷，加剧侵权责任分担的复杂性。 特别是在自动驾驶与人工驾驶随意切换的情形下，不停变换适
用的具体责任规则显然不妥。 相反，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规则内解释，可以一体解决包括自动驾驶
汽车在内的机动车引发的全部交通事故。

2.解释路径的构想
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核心在于使用人过错的认定。 自动驾驶汽车大规模商用后，使用人过

〔47〕参见王利明：《论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的现实路径》，载《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12期。

〔48〕参见同前注〔1〕，韩旭至文。

〔49〕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条文背后的故事与难题》，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178页。

〔50〕参见同前注〔11〕，郑志峰文。

〔51〕参见同前注〔22〕，宋宗宇、林传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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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是否仍然存在解释空间不无疑问。 笔者认为，通过引入“理性车”标准可以丰富过错的判断，由此克
服自动驾驶技术带来的驾驶过错不复存在的困境。

第一，从“使用人”的过错到“机动车一方”的过错。 自动驾驶技术消解了人工驾驶的必要性，使用
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使用人无需实施具体的驾驶行为。 由此需要从判断“使用人”的过错转为判断

“机动车一方”的过错。 其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并未明确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必须追究“使
用人”的过错，而是使用了“机动车一方”的概念，这意味着过错判断针对的是“机动车一方”，而非“使
用人”，这为对过错的认定提供了解释空间。 其二，纵使在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过程中，使用
人的过错也不等于机动车一方的过错，过错的判断并不必然指向使用人的驾驶行为，更多地是将人
车视为一体，从机动车一方整体的客观的行为进行判断，如机动车是否超速、闯红灯等。 在自动驾驶
汽车场景中，仍然可以从人车一体的角度对机动车一方的过错进行整体判断。

第二，从“理性人”标准到“理性车”标准。 传统侵权法理论，对于行为人过错的判断主要依据理性
人标准，未尽到一个理性人标准的注意义务，就意味着存在过错。〔52�〕自动驾驶取代人工驾驶后，可以
参照理性人概念引入理性车标准，〔53�〕以此判断机动车一方是否存在过错，这也符合社会对于自动驾
驶汽车的合理期待。 从机动车作为交通工具参与社会生活之日起，人们对于机动车一方就施加了合
理期待，这种合理期待具体体现为使用人的注意义务，因为汽车的运行全系于使用人的行为，对于使
用人施加注意义务可以降低机动车带来的风险。 机动车的使用人必须符合理性人标准，具备法定的
驾驶资格，拥有良好的驾驶能力，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否则就会被认定存在过
错。 自动驾驶技术使得使用人对于汽车的控制逐渐让位于自动驾驶系统，但社会对于机动车的合理
期待并没有降低，甚至因为自动驾驶技术而有所提升。 考虑自动驾驶汽车的运行原理，这种合理期待
从使用人的身上自然转移到了自动驾驶系统身上，自动驾驶系统对于汽车的操控必须符合一个“理
性车”的标准，负担必要的注意义务。

第三，理性车标准符合过错认定客观化的趋势。 对于过错的认定，现代侵权法理论越发注重客观
行为，这在现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也有体现。 实践中，有法官就认为：“根据监控视频显
示，马某某车辆距离最右侧台阶尚有一定距离，且顾某某和梅某两辆电动自行车均在靠近非机动车
道的机动车道内行驶，按一般理性人判断，马某某停靠行为已影响非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通行，存
在过错。 ”〔54�〕在自动驾驶汽车的场合，也可以以自动驾驶汽车本身的客观行为来判断机动车一方是
否存在过错，只要自动驾驶汽车客观行为违反“理性车”标准，就可以认定机动车一方存在过错。

第四，理性车标准的适用是完全可能的。 理性车标准脱胎于理性人标准，可以借鉴理性人的判断
要素。 理性人标准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性方法，其通过具体化理性人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塑造出一
个生动的人格形象，进而将该人格形象置身于重构的场景之中，来观察其所为与所思，并以此为参照
解决个案争议问题。〔55�〕在自动驾驶汽车场景中，自动驾驶系统也可以被拟制出一个具体的人格形象，
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则是其真实的能力水平。 相较于真实生活中“人”主观能力的多样性和行为的不可
预测性，自动驾驶系统更具可预测性，由此理性车标准甚至比理性人标准更为直接和客观。 例如，我

〔52〕参见同前注〔17〕，程啸书，第301页。

〔53〕See�K.C.�Webb,� Products� Liability� and�Autonomous�Vehicles:�Who's�Driving�Whom,�Rich.� J.L.�&�Tech.� 23,34 (2017);�Nick�Belay,�

Note,�Robot�Ethics� and� Self-Driving�Cars:�How�Ethical�Determinations� in� Software�Will� Require� a� New� Legal� Framework,� J.� Legal�

Prof.40,129(2015).

〔54〕参见顾某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分公司与梅某、薛某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江苏省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2020）苏02民终3809号民事判决书。

〔55〕参见叶金强：《私法中理性人标准之构建》，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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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See� Ryan� Abbott,� The Reasonable Computer:Disrupting the Paradigm of Tort Liability, 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1,37-38(2018).

〔57〕关于机动车一方的认定，立法论部分已经作了具体分析，本部分不再赘述。

〔58〕参见同前注〔11〕，刘召成文。

〔59〕参见周友军：《交往安全义务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们设想一辆自动驾驶汽车以每小时40公里速度行驶，一个小孩突然从路边跑到离车150米的前方，自
动驾驶系统来不及刹车撞上了小孩。 对此，如果市场上大多数相似规格型号的自动驾驶系统能够反
应更快，在距离100米处就能完成刹车避撞，那么事故中的自动驾驶系统就不符合理性车标准，使用
人一方存在过错。 而自动驾驶系统的反应时间和刹车性能都是客观的，理性车标准的运用完全是可
能的。〔56�〕

（三）解释论的规则展开
机动车一方的过错包括使用人的过错和自动驾驶系统的过错，需要分别适用理性人标准与理性

车标准进行判断。〔57�〕

1.使用人的过错判断
对于使用人来说，自动驾驶汽车的适用并未免除其全部的注意义务，使用人仍然需要遵守“理性

人”标准，否则将认定机动车一方存在过错。 笔者认为，使用人的注意义务应注意如下事项：
第一，接管义务的否定。 按照《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和《汽车驾驶自动化分

级》规定，有条件自动驾驶阶段的使用人负有接管义务，这与德国、日本最近的修法是一致的。 对此，
有学者认为使用人接管义务包括三部分：一般情况下合理的时间间隔观察的义务；高速运行和速度
变换阶段，或者遇有车辆会车及特殊道路状况，不间断观察的义务；系统警示特殊情况下立即接管的
义务。〔58�〕笔者认为，接管义务直接违反了自动驾驶汽车解放人类的设计初衷，增加了事故发生的风
险，还限制了使用人的群体范围。 在测试阶段，由于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性能没有保障，强制配备安全
员随时准备接管是合理的，但商用阶段的自动驾驶汽车理当具备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使用人只享
有主动接管的权利，强制使用人承担接管义务只会徒增消费者的抵触情绪，混淆自动驾驶与辅助驾
驶的界限。

第二，车辆注意义务。 使用人使用之前需要检查汽车的性能状态，查看是否存在明显的不适于使
用的情况。 使用人需要熟悉自动驾驶汽车的操作，确保自动驾驶系统及时更新升级，在开启自动驾驶
模式前需要判断天气、路况等是否适合开启。

第三，交往注意义务。机动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使用人需要负担注意义务。其一，使用人在不使
用自动驾驶汽车时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无权利人使用自动驾驶汽车，带来不必要的社会风险。〔59�〕其
二，使用人将自动驾驶汽车交给第三人使用时，需要确保第三人熟悉自动驾驶汽车的操作，具有相应
的驾驶资格和驾驶能力。 当然，如果自动驾驶技术高度发达，法律对于使用人驾驶资格和驾驶能力的
要求降低，那么使用人的这一注意义务也会降低。

第四，事故注意义务。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自动驾驶汽车本身并不能采取措施应对，这需要使用
人负担注意义务，如救助受害人、保护现场、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等。 如果违反这些义务，也应当认定
存在过错。

2.自动驾驶系统过错的判断
对此，我们需要把握几点：
其一，理性车标准独立于理性人标准。 相较于传统机动车，自动驾驶汽车最为本质区别在于内置

算法的自动驾驶系统高度智能，能够独立于使用人自主决策和执行决策，驱动汽车的运行。 为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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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对使用人进行理性人测试的同时，还需要根据理性车标准针对内置算法的自动驾驶系统进行独
立判断。 虽然最终承担责任是使用人，但仍然有必要针对自动驾驶系统的行为或者算法的决定进行
独立的理性审查。〔60�〕

其二，理性车标准理当高于理性人标准。 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传统机动车的升级版本，安全性是其
大规模商用的前提。〔61�〕基于此，自动驾驶系统遵守的理性车标准理当比人类驾驶员遵守的理性人标
准高，因为自动驾驶系统具有比人类驾驶员更强大的能力，它们不会疲惫、饮酒，还能“眼观六路，耳
听八方”，具有更强的规避交通事故的能力。 如果自动驾驶系统的客观表现还不如一个合格的人类驾
驶员的表现，那么可以认定自动驾驶系统不符合理性车标准。 例如，面对突然闯入路面的小孩，如果
人类驾驶员囿于生理反应限制来不及立即刹车，那么其很可能是符合理性人标准的，不需要就损害
承担赔偿责任。 但在同样的情形下，如果自动驾驶系统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则很可能不符合理性
车标准，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因为自动驾驶系统具有全方位超越人类的能力，包括能够做出超快决
策的软件、超越人类感官的传感器和超出人类视野的摄像头。〔62�〕但需要注意的是，自动驾驶汽车并
非绝对安全，不能期待自动驾驶汽车是万能的，能够避免一切事故的发生。 同时，理性车标准也是不
断发展的标准，会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而不断提升，〔63�〕这确保理性车标准能够不断适应技术的
发展。

其三，自动驾驶系统应当遵守交通法规。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机动车的行驶设置了诸多规则，自
动驾驶系统也应当像人类驾驶员那样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如
果自动驾驶系统在行驶过程中违反交通法规，如闯红灯、超速、逆行或者不按交通标志行驶，那么就
可以认定自动驾驶系统不符合理性车标准，机动车一方存在过错。

3.机动车一方过错认定
由于自动驾驶系统本身具有自主性，能够独立于使用人自主操控汽车，这使得使用人与自动驾

驶系统的过错形态并不必然同步，分布具有多样性。〔64�〕为此，机动车一方的过错需要区分四种情况具
体判断：

第一，自动驾驶系统符合理性车标准，使用人符合理性人标准，两者都尽到了各自的注意义务，
那么机动车一方就不存在过错。

第二，自动驾驶系统不符合理性车标准，使用人不符合理性人标准。 例如，使用人明知自动驾驶
汽车存在刹车失灵故障，仍然强行开启自动驾驶模式，而自动驾驶系统本身也出现故障，未能识别出
交通信号灯，闯红灯撞伤行人。 此种情形，考虑到使用人和自动驾驶系统都存在过错，可以直接认定
机动车一方存在过错。

第三，自动驾驶系统符合理性车标准，使用人不符合理性人。 自动驾驶系统和使用人各自需要负
担注意义务，使用人违反注意义务并不必然影响自动驾驶系统的行为。 例如，使用人明知大雾天气仍
然强行开启自动驾驶模式，自动驾驶系统在运行中并未有失水准，但汽车还是因为能见度低撞到行
人。 此时，尽管自动驾驶系统符合理性车标准，但使用人的过错与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应当认定

〔60〕See�Karni�Chagal-Feferkorn,�The�Reasonable�Algorithm,�U.�Ill.�J.L.�Tech.�&�Pol'y�1,115(2018).

〔61〕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究竟要比人类驾驶员安全多少才能上路，这最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策问题。 参见［美］雷恩·卡罗：《人

工智能政策：入门与路线图》，郑志峰译，载《求是学刊》2019年第2期。

〔62〕See�Ryan�Abbott,�supra, note(56),pp.36-37.

〔63〕See�K.C.�Webb,�Products Liability and Autonomous Vehicles:Who's Driving Whom, Rich.�J.L.�&�Tech.�23,35(2017).

〔64〕See�Bryant�Walker� Smith�&�Andrey�Neznamov,� It's Not the Robot's Fault! Russian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Responsibility

for Robot Harms, Duke�J.�Comp.�&�Int'l�L.30,15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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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机动车一方存在过错。
第四，自动驾驶系统不符合理性车标准，使用人符合理性人标准。 例如，使用人在开启自动驾驶

模式和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都尽到了注意义务，但自动驾驶系统本身存在故障，没有遵守交
通法规，超速将行人撞伤。 此时，尽管使用人没有过错，但自动驾驶系统不符合理性车的标准，违反了
交通法规，可以认定机动车一方存在过错。

4.责任承担
从解释论路径出发，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可以继续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规定，只需要在过错的判断上引入理性车标准加以辅助。 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引发的机动车之间的交
通事故，按照各自的过错分担。 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可以实行过错
推定，由机动车一方证明自己符合理性车标准。 否则推定存在过错，以降低受害人举证难度，同时根
据受害人过错程序进行具体分担。

结语：立法论与解释论的衔接

自动驾驶是汽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传统机动车向自动驾驶汽车演进，人与车之间的关
系将会重新定义。 一方面，汽车越来越智能，汽车运行日益脱离人的驾驶行为，人对于汽车的控制似
乎越来越薄弱；但另一方面，无论自动驾驶汽车如何智能，其都需在人的指令下运行，仍然是人控制
的交通工具，本质上与传统机动车并无实质区别。 这种人机关系认识上的两面性，使得我国可以从立
法论和解释论两种不同路径去对待自动驾驶汽车。 如果从自动驾驶汽车智能属性出发，传统的驾驶
行为就需要让渡给保有行为，无过错保有人责任是更为合适的选择；如果从自动驾驶汽车工具属性
来看，人对于汽车的控制始终没有变化，仅仅是“驾驶行为”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如此依据现有的规
则追究人的驾驶行为和驾驶过错变得可能。 但无论是解释论还是立法论，也无论是过错责任还是无
过错责任，都是在技术与规则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都需要兼顾技术创新与受害人救济，都需要在归
责、赔偿数额、责任保险等各方面进行相应配套，同时也都需要在民法典确定的框架内进行调整。 考
虑到自动驾驶汽车发展需要一定时间，可以先在既有规则内采取解释论路径，待自动驾驶技术成熟
普及后再行立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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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lars� have� reached� at� least� three� consensuses� on� the� tort� liability� caused� by�
self-driving� cars:� the� status� of� legal� subject� should� not� be� granted� to� self-driving� cars,� the� pro-
ducer�needs� to�bear�product� liability,� supporting� liability� insurance� is� essential,� but� there� is� a� lot�
of� debate� about�whether� and�how� the�user� should�be�held� vehicle� traffic� accident� liability.� In� the�
absence�of�provisions� in� the�Civil�Code,� there�are�at� least� two�ways�of� regulation:� legislative� theo-
ry�and� explanatory� theory.� The� legislative� theory� is� helpful� to� adapt� the� liability� rules� of�
self-driving�cars� fundamentally,�while�article�1208�of� the�Civil�Code�also� leaves� room� for� the� re-
vision�of� the�Road�Traffic�Safety�Law.�In� the� future,�we�can�construct� localized�rules�of�keeper� li-
ability,� and� replace�driving�behavior�with�keep�behavior� as� the�basis� of� liability� attribution,� so� as�
to� comp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ous� driving�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of�maintaining� the�authority�of� the�Civil�Code�and�continuing� the�existing� system,�ex-
planatory� theory� is�also�necessary.�The�"reasonable�car"�standard�can�be� introduced� to�enrich� the�
judgment� of� the� fault� of� "motor� vehicle",� so� as�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drived� by� system� re-
placing�drived�by�people.

Key�words:� self-driving� cars;� civil� code;� traffic� accident� liability;� keeper� liability;� reason-
able�car;� liability�for�t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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