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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数字人权时代,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相当多的便
利,但也给个人信息、隐私和财产带来风险,并且给人的尊严带来被贬损的可能。 在兼顾
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应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持审慎态度。 对该技术的应用带来的风
险、其所涉的数据提供者、控制者、使用者和监管者等各方的利益,以及公共利益进行衡
量。 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通过公权力机关的推动和公民自我认知的提升形
塑“ 数字理性” 主体。 其次,立足现有规范体系和现实,将个人信息保护的“ 知情同意” 架构
进行柔韧化处理,建构合理的规范体系。 最后,通过强化数据掌控者和监管者的责任、推
动公众和专业人士的有效参与、建构兼容“ 知情同意” 框架的制度体系等方式,形成基于责
任和参与的多重治理机制。 这些措施是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路径,也是实现数字人权的
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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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脸识别在学术研究和技术发展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步。 在
学术方面,人脸识别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① ,其中很多成果已经走入人们的生活。② 人脸识别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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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仅仅在中国知网收集有关人脸识别的中文文献,每年都有数百篇文章,近五年有三千余篇,且呈逐年递增之势,其中 2014 年

534 篇,2015 年 601 篇,2016 年 577 篇,2017 年 727 篇,2018 年 872 篇。

② 如在工作场所的签到,支付软件和银行 App 的刷脸验证,机场的安检等。 具体参见赵劲松:《 炫酷升级:“ 刷人” 技术来了!》 ,载《 南

国早报》2018 年 10 月 25 日,第 A1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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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逐步深入,从传统的人脸特征提取并针对特征进行高性能的分类器设计,发展到通过卷积神经
网络自动学习。① 在技术方面,通过使用局部二值模式( local binary pattern,简称 LBP ) 的强度影像

( intensity images) 技术、视频训练的图像序列技术( video sequences) 和 3D 特征提取的 3D 信息技术,
人脸信息识别、提取技术越来越实用和高效。② 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嵌入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
面,在财务行为、工作场所监督、安全防控等领域得到普遍应用。
相较于以往身份认证软件、传统生物特征识别( 如指纹、虹膜识别等) 等技术而言,人脸识别具
有无需接触、符合人类识别习惯、交互性强、不易被盗取、高效迅速等诸多优势,且被认为在保障公
共安全、信息安全和金融安全方面卓有成效且潜力巨大。③ 但是,我们身处技术急剧进步而“ 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整体水平仍然不高、风险控制难度日趋增大的新时代,人脸识别技术固
然可以提高某些方面的治理水平,可能会提高这些方面和领域的安全性,但其在风险社会④ 中面临
的潜在风险却有可能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而进一步发酵,给个人信息、隐
私权、信息安全、金融安全乃至公共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和隐患。 因此,作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发
展重大成果的人脸识别技术,应该被“ 认真对待” ,在考虑扩充其使用范围以便利人们生活的同时,
也应将之置于风险社会的背景和框架中进行审视,并对其在某些领域的应用持审慎态度。
一、人脸信息的学理与规范意涵
在日常生活中,要确定一个人的身份,往往需要书面材料、实物证据或其他证据证明,但是在验
证这些证据材料的时候,大都需要通过校验人脸的方式确认是否为本人。 从生活常识和直觉的角
度来看,人脸是最重要的个人信息之一。 然而,这种信息与我国民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行政法
乃至宪法等规范意义上的个人信息在何种程度上相关,则需要从法理层面进行观察和论证。
( 一) 个人信息的规范沿革
从法学的角度看,个人信息及与之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在最近半个世纪才得以产生并日渐
受到关注。 这一概念在产生之初即与隐私具有密切的关联。 在美国《 隐私法》 ( The Privacy Act of

1974) 中,个人信息被纳入“ 个人记录” ( records maintained on individuals) 名下,这里的“ 记录” 是指
“ 由专门机构保存的任何有关个人的信息的项目、集合或归类。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其教育背景、财
务往来记录、病史、犯罪或受雇记录,还包括其名字或特别分配给个人的识别号码、符号或其他识别
特征,例如手指或声纹或照片” ⑤。 从该法的名称也可看出,这里的个人信息或个人记录从属于隐
私。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在限制联邦机构,防范公权力对具有识别性的个人信息的滥用和传播以
保护个人隐私。 在此之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 1980 年颁布《 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通指

①
②

参见陈耀丹、王连明:《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识别方法》 ,载《 东北师大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6 年第 2 期,第 70-76 页。

Prasad K. K. , P. S. Aithal, A Conceptual Study on User Ident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Process Using Face Recognition Techniq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Letters ( IJAEML) , 6-17 (2017) .
③

参见景晨凯等:《 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识别技术综述》 ,载《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18 年第 1 期,第 223-231 页。

⑤

《 美国隐私法》 ( The Privacy Act of 1974) 的立法背景资料可参见美国国会图书馆官网:http: / / www. loc. gov / rr / frd / Military_Law /

④

参见[ 德]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47 页。

pdf / LH_privacy_act-1974. pdf,2019 年 11 月 5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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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 以下简称《 指南》 ) 。 《 指南》 把个人信息纳入到“ 个人数据” ( personal data) 这一术语名下,寄望

在数据自动化处理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既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又不过分影响国际数据流动。①

“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这一法律概念源自于澳大利亚 1988 年发布的《隐私法》,该法将其定
义为“可识别或理论上可识别身份的信息及观点”,且强调无论个人信息是否真实、是否以物质形式记
录,均属于该法所规定的个人信息。② 此后,欧盟《个人数据处理保护与自由流动指令》、英国《 数据保
护法》、日韩《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法》 等均对个人数据、个人信息等概念作出法
律界定。
我国法律文件中有关个人信息规定的内容出现较晚。 它最早出现在工信部于 2011 年 12 月颁布

的《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规定》第 11 条强调未经用户同意,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收集与用户相关、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用户的信息,并将这
些信息称为“用户个人信息”。 2013 年 4 月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
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 以下简称《 通知》) 首次对“ 公民个人信息” 的内容作出规
定,即“包括公民的姓名、年龄、有效证件号码、婚姻状况、工作单位、学历、履历、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
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或者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数据资料”。 2016 年 11 月颁布的《 网络安全
法》首次对个人信息的概念作出法律规定,即“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
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 2017 年通过的我国《民法典》第 111 条则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
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
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时至今日,据
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陆地区已经有 3 部民事法律、21 部宪法和行政法领域法律、16 部经济法和社会法
领域法律、3 部诉讼法、2 个刑法修正案、11 部行政法规和数十个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章对个人
信息予以规制。③
(二)人脸信息的规范属性
从生活常识来看,人脸是重要的个人信息。 人脸附有与个人和身份相伴随的一系列标签和属性,
并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属于这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职责,甚至是性格与行为特征。 从规范的角
度来看,这些信息是否属于个人信息则有待于进一步确认。 从前述所列的关于个人信息的规范看,它
们均没有在个人信息的定义中直接列举人脸。 这就需要基于相关条文对人脸识别及人脸的规范属性
予以分析。 前述的相关规范均将“可识别性” 作为界定个人信息的核心要素。 且在《通知》 中,以列举
的方式确定个人信息的外延,同时用“等” 把其他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或者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
息、数据资料进行概括式界定。 相对于有效证件号码、电话号码和学历等信息,人脸无疑是更容易识别

①

参见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的 官 网: http: / / www. oecd. org / sti / ieconomy / oecdguidelinesontheprotectionofprivacyandtransborderflow

②

有关《 澳 大 利 亚 隐 私 法》 ( Privacy Act 1988) 的 立 法 背 景 资 料, 参 见 澳 大 利 亚 政 府 网: https: / / www. legislation. gov. au / Details /

③

笔者以中国人大网的“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为基础,结合北大法宝、威科先行等法律数据库,全文检索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sofpersonaldata. htm,2019 年 11 月 5 日访问。
C2014C00076,2019 年 11 月 5 日访问。

规章等中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通过在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中检索“个人信息”,共命中宪法性法律 123 部,行政法规及文件 187 部,但由
于系统默认检索“个人”“信息”“个人信息”,经排查,规定“个人信息” 及有关内容的法律有 50 多部,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数十部,具体参见
中国人大网的“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http: / / law. npc. gov. cn:8081 / FLFG / flfgByID. action? flfgID = 38065940&keyword = %E4%B8%AA%E4%
BA%BA%E4%BF%A1%E6%81%AF&zlsxid = 01,2019 年 11 月 5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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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确定个人身份的个人信息。 在熟人社会里,一个人的年龄、身份证号或者家庭住址可能不为人知,但
一看脸就能识别出其身份。 在陌生人社会里,即便知道前述诸多信息,仍需要比照人脸,进行验证和确
认。 因此,从立法技术看,“等”中内在包含着人脸信息。 从法律解释看,对“等” 可以运用当然解释的
方法,即“等”中当然包含着人脸信息。 将这种理解和解释延伸到法律层面,则意味着《民法典》和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的个人信息应当包括人脸。
从我国法律对个人信息概念的界定来看,人脸信息属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范畴,是个人信息的重
要组成部分。 根据《网络安全法》第 76 条第 5 款的规定,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
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 生物识别信息是指与自然人的身体、生
理或行为特征有关的基于特定技术处理产生的个人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确认该自然人的独特身份。①
生物识别信息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人的身体或生理特征的信息,如虹膜信息、指纹信息、人脸信
息、声音信息、体味信息等;另一类是基于行为的信息,如移动方式、手写签名、步态分析等。② 我国相关
规定明确指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包括“个人基因、指纹、声纹、掌纹、耳廓、虹膜、面部特征等” ③。 这就
在规范层面认可了人脸信息的生物识别信息属性,表明其应当受到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规制。

受到法律规制的人脸信息包括参考模版和数字图像两部分。 其中,参考模版根据个人图像制作而
成,将人脸面部具有代表性的部位的相对位置和相对大小作为特征予以提取,再辅之以人脸轮廓的形
象信息,把人脸图像转化成紧凑且可识别的特征向量④,然后储存在后台数据库系统内供日后的识别
和认证。 而数字图像则是在视频或图像中用以比对的人脸形象。 数字图像要成为个人信息,必须具备
两个特征:一是必须蕴含个人清晰可见的脸。 如果该数字图像包含的是远处或模糊的场景数据,则不
大可能被视为个人信息。 二是必须使该人能够被识别,这是数字图像得以成为个人信息的实质性要
素。 而参考模版因蕴含个人面部特征,能够与特定的个人相关联,因此也应当被视为个人信息。⑤ 可
见,在对人脸识别规制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对数字图像的采集、比对、储存等环节予以针对性调整,还需
要对储存在自动识别系统中的参考模板予以规制。
(三)人脸信息与隐私交叠
在进行人脸识别时,将所采集到的人脸图像与后台数据库中的样本模版进行比对,不仅能对特定
个体进行识别,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进一步追踪到个体的活动轨迹、人际关系、财产状况等隐秘性信
息,使个人隐私暴露于他人的视野中。 人脸信息是重要的个人信息,但能否将人脸信息置于隐私的保
护之下,需要从学理和规范层面思考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的关系。
有关个人信息和隐私权之间的学理关系,大致有三类观点,分别是隐私权包含说、个人信息包
含说与交叠关系说。 隐私权包含说认为,隐私权具有消极和积极两个面向,前者意指传统意义上私
生活不被打扰的独处甚至“ 遗世而独立” 的权利⑥,后者则是信息社会中对自身信息的自我决定权。
①

See Article 4 of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2012 / 0011( COD), Regulation ( EU) 2016 / 67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②

See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Opinion 3 / 2012 on Developments in Biometric Technologies, WP193.

④

See Daniel Saez Trigueros and Li Meng. Face Recogn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Deep Learning Methods, https: / / arxiv. org / pdf / 1811.

Council of 27 April 2016.
③

参见《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附录 A,表 A. 1。

00116. pdf(last visited on November 5, 2019).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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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See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Opinion 02 / 2012 on facial recognition in online and mobile services, WP192.
参见郭春镇:《 论两种人权偏好之关系及中国人权的积极面向》 ,载《 法学评论》2012 年第 2 期,第 1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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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主体不仅有权不被干扰,而且可以通过“ 有所为” 的方式决定和使用个人信息。 此时,个人信
息是隐私的内在组成部分,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就是捍卫隐私权。① 个人信息包含说认为个人信息
包含隐私。 该学说认为,我国法律确认个人信息具有识别性,个人隐私由于也具有识别性,因此应
内涵地被纳入个人信息之中。② 交叠关系说认为个人信息和隐私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两者在权
利主体和客体方面有相同或相似性,但在属性和保护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③ 也有学者认为隐私权
主要涉及不同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衡量问题,而个人信息不仅涉及到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还涉
及到国家利益,需要在权利主体、信息从业者和国家之间寻找新的平衡。④ 还有学者认为传统的隐
私权保护模式所能保护的个人信息仅仅是一小部分,有更多需要被保护的个人信息在当前背景下
无法得到这一模式的有效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求,需要超越现有的隐私权保护模式。⑤
从规范与学理角度看,包括人脸信息在内的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之间存在交叠关系。 从我国《民法
典》第 110 条和第 111 条的规定来看,至少在私主体之间,个人信息和隐私权是相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术
语。⑥ 从两者在《民法典》中的位置来看,它们前后相互衔接,都处于第五章“民事权利”之中,且其后的
诸条均规定各种具体权利及其救济问题。 然而,在权利林立的第五章中,个人信息仍没有被表述为“个
人信息权”,其自身到底是一项权利还是一种利益,则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确认。 因此,从规范角度看,
个人信息和隐私确实不同且有密切的相关性。 从学理来看,虽然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的关系存在三种迥
异的观点,但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语义“射程” 存在较多的交错地带,仅凭其中的任何一个,均无法涵
盖对另一内容的保护和保障。 可见,两者处于一种复杂的交叠关系。 人脸信息作为个人信息的重要构
成部分,其与隐私权亦处于交叠关系中。 因而,对人脸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既有可能侵害到公民的隐私
权,也有可能侵害到公民的个人信息。
二、 “数字人权”时代人脸信息的风险
(一)新时代是“数字人权”时代

新时代是一个“数字人权” ⑦日益彰显的时代。 “数字人权”是一个崭新的术语,是在兼容大数据时

代特征的基础上所孕育并诞生的新兴人权,它有着积极和消极双重面向。 数字人权的积极面向意味着
国家对数字人权的推进和实现应有所作为。 在人们几乎无法回避和逃逸出网络化生存⑧ 的背景下,互

①

参见王泽鉴:《 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隐私权篇( 中) 》 ,载《 比较法研究》2008 年第 6 期,第 1-20 页;杨立新、陶盈:《 公民

②

参见“ 侵犯公民人格权犯罪问题” 课题组:《 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司法认定》 ,载《 政治与法律》 2012 第 11 期,第 149- 154

③

参见王利明:《 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从个人信息与隐私的界分为中心》 ,载《 现代法学》2013 年第 4 期,第 62-72 页。

⑤

参见谢远扬:《 信息论视角下个人信息的价值———兼对隐私权保护模式的检讨》 ,载《 清华法学》2015 年第 3 期,第 94-110 页。

个人电子信息保护的法理基础》 ,载《 法律适用》2013 年第 3 期,第 2-8 页。
页。

④
⑥

参见张新宝:《 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 ,载《 中国法学》2015 年第 3 期,第 38-59 页。

我国 《民法典》第 110 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第

111 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
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⑦

张文显:《“数字人权”这个概念有着坚实的法理基础、现实需要和重大意义———“ 无数字 不人权”》,载《 北京日报》 2019 年 9 月 2

⑧

蒋建国:《网络化生存、网络孤独症蔓延与心理危机》,载《探索与争鸣》2013 年第 10 期,第 81-85 页。

日,第 15 版。

23

现

代

法

学

2020 年第 4 期

联网如同交通、电力、自来水等一样,成为一项公众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因此,数字人权要求国家要
有所作为,国家有义务和责任建设好互联网基础设施,做好所涉的硬件和软件工程建设工作,以及提供
基于这些软硬件而延伸和发展起来的各项“互联网+”公共服务。

数字人权的消极面向意味着人们在大数据时代“独处的权利”。 在每个网民都接入互联网并拓展

自己的生活空间的时候,人们仍有不被审视和窥探的权利、自己的身份在无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情况
下不被识别的权利、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被干预的权利以及自己的人格利益不被侵犯的权利,并在此基
础上,在不侵犯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提升做自己想做事情的能力。①
人脸信息是数字人权所关切的重要内容,它所面临的风险需要我们审慎对待。 人脸识别技术是随
着网络化生存而产生的技术,数字人权的积极面向促成了它的产生和越来越普遍的应用。 同时,人脸
是重要的个人信息,对人脸信息进行采集和应用的行动,关涉数字人权的保护、保障和实现,这在数字
人权的消极面向体现得更为明显。 新时代是一个与风险社会在时空上交错的时代,在对自然或社会的
控制日趋完美的愿望下,风险社会的这种风险被掌握相关知识和话语权的专业人士界定和建构。② 然
而,他们在制造这些风险后,又将风险移转到社会民众、特定或不特定群体身上,使得这一风险被全社
会或某些群体分担,最终导致在这些群体的利益或权利被侵害之后,难以甚至根本无法找到承担法律
甚至道义责任的主体。 因此,在数字化的风险社会中,人脸信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二)人脸信息所面临的隐私威胁和财产风险
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传统中,人脸之于人都有特殊的意义。 在风险社会中,人脸信息被广泛收集
并形成大数据之后,可能会对个人隐私、个人安全、社会与国家安全带来风险和威胁。 这种风险和威胁
可能贯穿于人脸信息大数据形成与应用的始终。
一方面,对人脸信息的收集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 人脸不是隐私的直接载体,但它是重要的个人
信息,与隐私有密切的关联。 从隐私的定义来看,无论是把隐私界定为“不愿告人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
私事” ③,还是对抗公权力搜查和逮捕意义上的权利,抑或“半宪法性”的且与言论自由相关的自由④,人
脸都难称得上是隐私。 否则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个人都面带隐私出行,人们一露面就相当于隐
私被主动泄露。 虽然人脸自身并不是隐私,但人脸本身无疑携带着重要的个人信息。 若将“ 可识别
性”作为个人信息及其保护的标准的话,人脸甚至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个人信息。 如果按照传统的立场
和观点,把隐私界定为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在内的个人私生活秘密⑤,那么即便人脸自
身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其所携带的个人信息和它所出现的时间、空间等信息结合在一起,却可能构成隐
私。 在面对真实世界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一副“思想的眼镜”,以敏锐的洞察力去发现我们周围世界
复杂现象背后的真相。⑥ 大数据的处理方式类似于向数据处理者提供一副特殊的眼镜,使其可以发现
零碎纷乱的个人信息背后某个人真实的面貌乃至思想,对某个个体形成全方位洞察。 由此,大数据技
术创造了一个穿越信息迷雾、全面掌控个人信息的“大数据眼镜”。

①

参见[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 页。

③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629 页。

②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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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 页。

See Ken Gormley, One Hundred Years of Privacy, Wisconsin Law Review, 1335-1442 (1992).
参见杨立新:《隐私权,不容侵犯》,载《人民日报》1999 年 9 月 8 日,第 11 版。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意义的惊现:科学、信仰以及如何理解事物的意义》,孙为鲲译,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19 页。

郭春镇:数字人权时代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治理

另一方面,对人脸信息的收集和应用有可能会给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甚至
威胁到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 对于生活中纷繁复杂和支离破碎的信息,有哲学家敏锐地洞察到:“有些
人听到的只是噪音,而有些人却从中听出了旋律” ①。 个人信息似乎也是如此。 碎片化的个人信息相
当于噪音,但“有心人”通过技术手段整合个人信息,就像把噪音中的音律排列组合后形成旋律。 那些
生活中以分散乃至散乱的形式置于各个不同摄像头下的人脸,对某个单独看到这张人脸的人来说可能
只是一张普通的、与自己无关的人脸,就像无意中听到的某个或某段无意义的噪音。 但在经过大数据
整合之后,这些“噪音”有可能变成“旋律”,通过挖掘,可以从中得到很多个体不想为人所知的信息、秘
密和隐私,甚至是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信息。 对于个人来说,很多银行或网络金融产品的
支付行为,小区门禁乃至私宅房门的开启,都会应用到人脸识别技术,而这些人脸信息被人脸识别设备
生产商、小区物业机构获取后,难以保证其不被泄露而致滥用。 同时,这些机构的网络安全设施、相关
人员的网络安全意识和技术等也难以保障人脸信息长期处于安全状态,人脸信息一旦被非相关主体收
集使用后,可能会给个人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 如果人脸信息过多地被收集,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都可能会带来消极影响。②
当然,这里的风险只是意味着隐私或财产受侵害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发生。 运用人脸
识别技术的企业或机构也在采取部分措施预防风险。③ 在实践中,已有在人脸识别中通过活体检测发
现欺骗行为的案例,如某网贷 APP 中通过人脸识别活体检测发现欺诈事实,并因此发现冒充检测者的
犯罪行为。④ 与此同时,破解人脸识别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且诸多进展也让人们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安
全性保持足够慎重的态度。 有研究成果表明,通过对抗性贴纸,可以在 49. 6%的时间里骗过人脸识别
镜头。⑤ 而来自莫斯科国立大学和华为莫斯科研究院的科学家们研发出一种特殊纹路的纸,可以在纸
上生成对抗攻击图像,让其显示为三维立体图像,进而可以干扰和欺骗人工智能,将这张纸贴在头上,
人脸识别系统就无法识别当事人真正的图像。⑥ 即便是活体测试,也已产生通过 3D 人脸建模进行破
解的思路和方法。⑦ 这些都充分表明:种种人脸识别欺骗性技术和手段在不断挑战包括企业、社会组
织乃至国家的认证能力,人脸识别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风险。
(三)人脸信息面临的尊严贬损风险
有时候对人脸信息的收集,并不直接侵犯个人的隐私,却有可能直接侵犯人的尊严,贬损这一人们
享有的所有权利的价值核心。 人的尊严是人类所珍视和追求的价值,人们不仅因在意自身的安全而进

①
②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意义的惊现:科学、信仰以及如何理解事物的意义》,孙为鲲译,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18 页。

比如,通过大数据获得某个或某些安保人员的人脸活动信息及其运动轨迹,有可能会做出近期是否有重大安保事项的推测。 如果

这些信息被恐怖分子获取,可能会对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
③

企业采取的人脸识别风险预防措施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二维识别,要求被识别人通过网络或应用程序提供身份证进行人脸对

比,其中部分服务提供者在对比后再与权威数据源(通常是经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与公安部门的数据) 进行核验;第二类则除了前述要求之
外,还要求在权威数据源校验之前进行活体检测,通过眨眼、张嘴等来确认是否为“真人”,以排除作弊行为,具体参见谭红春等:《 一种高效的
人脸三维点云超分辨率融合技术》,载《光学技术》2016 年第 6 期,第 501-505 页。
④
⑤

参见彭菲:《女友提分手 他竟下狠手》,载《厦门晚报》2019 年 8 月 18 日,第 A6 版。

See Li J. , Schmidt F. R. and Kolter J. Z. , Adversarial camera stickers: A physical camera - based attack on deep learning systems,

https: / / arxiv. org / abs / 1904. 00759 (last visited on November 5, 2019).
⑥ Stepan Komkov and Aleksandr Petiushko, AdvHat: Real -world adversarial attack on ArcFace Face ID systemat, https: / / arxiv. org / abs /

1908. 08705 (last visited on November 5, 2019).
⑦

参见杨玮玥等:《3D 建模的多姿态人脸合成方法》,载《中国科技论文》2018 年第 14 期,第 1573-15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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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我保护,因关注自己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而追求财富,也对“自身价值有本能的和微妙的感觉,对
这一点的贬损不亚于对身体和财物的损害” ①,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这一价值的追求超越了生命
和财产,这才有了“视不义富贵若浮云”和“舍生取义”之类的行为。 因此,“在人这个名义中,有某种被
感受到的尊严存在” ②。 人的尊严这一核心价值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尊重和肯定,并体现在诸
多法律规范中。③ 我国在私法和公法层面同样作出此类规定。④ 人脸识别技术的迅速发展,不断拓展
其被适用的空间与范围,并在这一过程中迅速降低设备运行和使用成本。⑤ 随着成本的降低,人脸识
别设备的销量会增加,可能会在更大的范围内被应用。 在享受人脸识别这一先进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
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基础性法律价值可能被侵蚀的难题。 在某些情况下,人脸识别的应用直接关涉
到人的尊严问题。
“脸”在社会文化中的意义和功能,使其内在蕴含着人的尊严。 相对于其他种类的个人信息,我们

要注意到“脸”自身的文化属性及其对个人的心理影响。 打卡、指纹签到(此时我们暂且不考虑指纹中
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刷脸签到都是一种签到方式,但无疑刷脸签到更容易在心理上产生被冒犯的感
觉。 脸在中国文化图景中具有特殊的意涵⑥,它不仅是一个人五官的排列和集成,而且带有丰富的社
会文化功能,具有明显的规范性和辐射性,与“一定的社会情境中表现出的一系列规格性的行为” 密切
相关,包含着“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来的认同性的心理和行为” ⑦。 脸在世界各个文化体系中也都承
载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人脸不仅意味着一个人类的器官,更映射出某种情感、性格和人格。⑧ “脸”不仅
仅是生理意义上的“脸”,还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脸”,它蕴含着一些可用于判断主体情感、观点、态度
的非语言信息。 它还与“尊敬”在抽象的认知层面相关联,意味着个人、家庭等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尊
敬。⑨ 因此,“脸”不仅是身体的一部分,它还代表甚至等同于包括精神在内的整个人,并与一种稳定人


格形成链接关系,以或显或隐的方式表征着人格。

在生活实践中,很多人脸识别设备的安装,并未得到当事人的知情同意,其中既包括由于当事人认
知能力不足或信息不对称而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知情,也包括知情之后未能发自内心作出同意或反对。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有的人并不知道人脸识别对个体而言意味着什么,仅仅是觉得“刷一
下脸而已,自己又没少什么东西”;第二,有的人不知道被“刷脸” 之后自己的信息存储是否安全,更不

①

[德]萨缪尔·普芬道夫:《论人与公民在自然法上的责任》,支振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1 页。

③

如《德国基本法》第 1 条明确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全部国家权力的义务”,日本《宪法》第 24 条明确规定

②

[德]萨缪尔·普芬道夫:《论人与公民在自然法上的责任》,支振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1 页。

婚姻和家庭有关事项的法律必须以人的尊严与两性平等为基础。 此外,《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欧
盟基本权利宪章》等国际条约也明确保护人的尊严。
④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9 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3 条第 3 款规

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虽然我国宪法没有在该条文中直接明确表述人的尊严,但公法学的通说认为,人权的核心即是人的尊严。 参见
郑贤君:《宪法“人格尊严”条款的规范地位之辩》,载《中国法学》2012 年第 2 期,第 79-89 页。
⑤

在 2018 年上半年,笔者曾率队参观某一以网络安全为核心业务的上市公司并与其法务和技术人员座谈,该公司的相关人员在展示

了自己技术的同时,还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准确性及其适用的便捷性与范围做出了较为稳健保守的陈述。 但一年以后,笔者所在的事业单位
就以适宜的价格安装上了人脸识别系统。
⑥

参见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3-35 页。

⑧

参见文旭、吴淑琼:《英汉“脸、面”词汇的隐喻认知特点》,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6 期,第 140-144 页。

⑦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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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载《社会学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48-57 页。
参见钱建成:《“脸”的跨文化隐喻认知》,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第 110-114 页。

参见徐艳东:《“脸”的道德形而上学———阿甘本哲学中的“脸、人、物”思想研究》,载《哲学动态》2015 年第 2 期,第 15-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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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的人脸信息今后将被什么机构用于何种用途,这些用途是否有害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人格尊
严;第三,有的人知道或能预感到,被“刷脸”之后可能会产生对自己不利的后果,或者对后果并不了解
但认为“刷脸”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的冒犯,只是由于自己是某个单位的员工或社区成员,不好意思反
对或担心反对会让自己被所在群体疏离;第四,当事人知道人脸识别的可能风险并反对,但是迫于直接
的压力,诸如失去工作或受到减薪、降低待遇乃至暴力威胁的不利后果,而不得不接受人脸识别。 无论
是哪一种情况,这都是对知情同意原则的违反,更是对当事人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的侵犯。
或许有人会认为,没有经过知情同意而进行刷脸是对人的尊严的冒犯,那么知情同意后的刷脸就
不冒犯人的尊严了。 这种观点强调意思自治的重要性,认为基于知情的同意体现当事人通过自己的真
实意思为自己设定权利义务,使得个人信息被使用或被刷脸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基础。 然而,这种认知
可能忽略了“真实意思”中的“真实”一词。 首先,人们可能只是“知道”,而非真正意义上知情。 囿于人
们对信息的理解能力和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力,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很多时候人们可能知道与自己相
关某事的存在,却不知道这个事件与自己真切的利害关系,因此有可能在缺乏理解或考量的情况下就
“同意”。 其次,即便真正“知情”,也可能不得不“同意”。 这种同意,在形式意义上符合现行法律法规
的要求,但未必真正体现其自由意志,因而也难称得上是真正的同意。 有时候,人们受制于强制力
(coerce)而不得不同意,就像某些强买强卖在形式上合法一样。 有时候人们可能并不面临直接或间接
的武力威胁,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同意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只是迫于形势与现实而不得不同意,就
像一个亟需养活家人的劳动者不得不签订一个内容对其非常苛刻且待遇微薄的劳动合同那样。 此时,
他可能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但受制于现实而被迫(compelled)同意。 可以想见,在面临就业或与
之类似的压力时,一个人很难拒绝刷脸签到、刷脸领工资等制度安排。
“脸”作为个人社会身份的象征,是人际交往和构建信任的通行证。 但在刷脸时代,人脸被摄像头

等设备自动抓取后生成数字图像以识别、认证或核实特定个体,成为识别与被识别的工具。 由此,未经
当事人真正知情同意的的“刷脸”行为成为一种权力与服从行为———不管这种权力是国家权力还是社
会权力。 人脸背后的人格因素及其所承载的信任与尊严等价值被稀释,被技术俘获并遮蔽。 计算机技
术和新型的测量手段,成功地将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一系列的数字和符码,将活生生的人转化
为一行行数据。 此时,识别的是人脸,得到的是数据,失去的或被贬损的则是人的主体性及其尊严。
三、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中的利益衡量
由于人脸识别技术在应用时涉及到重要的个人信息,且直接影响到数字人权的实现,因此应审慎
适用。 慎用首先意味着要“用”,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科技的进步,使其有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有利于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 慎用强调要慎重地面对,尤其是在充满新风险的现代
社会,既不能让技术自身不受任何限制地发展,也不能让应用该技术的产业“ 野蛮生长”。 因为被“ 野
蛮生长”的产业所挟裹的人脸信息,一旦流失或被滥用,就难以得到有效救济,更难于完全恢复原态。
如果说手机号码、家庭住址甚至姓名都可以更换,进而避免使个人的利益和权利受到更大的侵害,那么
由于人脸不能更换,人脸信息流失或被滥用的侵害则可能是长期甚至永久性的,其补救的难度也会呈
指数级上升。 因此,在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时需要科学、严肃的评估,对信息所有人、企业、政府等不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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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风险、成本和收益等进行衡量。
(一)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进行利益衡量的必要性
利益衡量这一术语往往用于司法中。① 但在对某些行为进行规制时,也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对不
同主体的相关风险、成本和收益进行衡量从而制定出更为合理的规则。② 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进行治
理时,可以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规则,以实现不同主体间权利和义务的均衡。
在风险社会,需要对新技术带来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衡量。 新技术和与其相伴而生的制度所带来的
风险是一种“人造风险”,它们有可能会超越自然风险而成为风险社会的主要内容。③ 有些技术和制度
安排,其初衷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在其运行初期也确实达到其预期目的,
但最终却可能带来与初衷相反的结果。 相对于那种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外部风险,
这种与科技发展和知识进步相伴而生的风险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风险。④ 且过去的生活经验、技术手
段和组织制度,已不足以使我们防止、规避和应对新的社会风险的威胁。⑤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所带来
的就是这样一种风险。 它可以提供便利的支付方式、比以往更可靠的身份识别、更有序的交通秩序和
更安全的社会环境,能全方位、整体性地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同时,它所带来的风险也同样体现在前
述领域中。 这些风险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难以预料,有时可能非常巨大,以至于连乐于收集个人信息并
从中获取巨大收益的微软公司,都要求加大对生物识别隐私的监管力度以应对或避免此类风险。⑥ 因
此,我们在对人脸识别技术进行评估时,必须置身于风险社会及其相伴而生的“ 人造风险” 的语境中,
衡量不同主体在人脸识别应用中所面临的风险和收益,合理分配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二)人脸识别应用中利益衡量的内容
在评估一项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时,应对其成本和收益进行评估并对所涉各方的成本和收益进行
合理的分配。 笔者无意在本文中给出评估的指标及其体系,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作,需要一个
强有力的团队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才有可能完成此项任务。 如果我们认同法律的本质是某种“计划” ⑦,
那么在评估时至少应考虑如下因素:主体、成本、风险、收益,并考虑如何在不同主体间公平分担成本、
风险和收益。 此外,在讨论理性行为和制度约束两者的关系时,不能忽略社会生活中固有的政治社会
因素。⑧ 如不同国家受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和约束,其人民对不同种类的价值有不同的偏好。⑨
1. 关于不同主体的衡量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风险收益评估应该考量信息收集者、信息被收集者这两大类主体,以及代表

①

参见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载《法学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52-65 页;熊

②

参见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 3 期,第 38-59 页。

④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 页。

琦:《正当防卫中法益衡量问题的客观归责之解》,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 年第 3 期,第 86-103 页。
③
⑤
⑥

参见范如国:《“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与》,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 期,第 65-83 页。

参见姜方炳:《“网络暴力”:概念、根源及其应对———基于风险社会的分析视角》,载《浙江学刊》2011 年第 6 期,第 181-187 页。

Drew Harwell, Microsoft Calls for Regulation of Facial Recognition, Saying It’s Too Risky to Leave to Tech Industry Alone, WASH. POST,

( July 13, 2018), 转引自 Matthew B. Kugler , From Identification to Identity Theft:Public Perceptions of Biometric Privacy Harms, U. C. Irvine L.
Rev. (Forthcoming)
⑦

杰克·巴尔金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另一位教授司各特·夏皮罗( Scott Shapiro) 一样,都将法律的本质视为一种“计划( plan) ”Scott

J. Shapiro,Legality, Cambridge,Mass. ,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转引自丁晓东:《宗教视野下的美国宪法解释———评
巴尔金的〈活原旨主义〉》,载《政法论坛》2015 年第 5 期,第 173-183 页。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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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参见 [美]杰克∙奈特著:《制度与社会冲突》,周伟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18 页。

参见郭春镇:《论两种人权偏好之关系及中国人权的积极面向》,载《法学评论》2012 年第 2 期,第 1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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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的社会和国家。 信息收集者既包括应用这一技术的个人、企业、政府等主体,也包括开发这一
应用技术的企业。 这些主体能够在销售技术和服务之后获取源自前述主体的人脸信息。 信息被收集
者是个人,不仅包括在单位被要求进行人脸识别的员工,也包括在机场、地铁站、汽车站等场所的旅客,
还包括在商场购物的顾客、在公共服务机关办理事务的行政相对人、在医院就诊的患者乃至街头的行
人等。 当然,这些人之间也可能存在着身份的交叠。
2. 风险与成本的衡量

需要强调的是,成本和风险是一体的,除了现实的支出或损失外,风险的大小及其发生的概率也是

确定成本的方式,甚至仅仅风险自身也构成一项重要的成本。 当然,这种成本既包括具体的物质财富
的损失,也包括权利丧失所带来的情感与精神损害,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人的尊严的贬损。 相应地,收益
也有客观和主观的方面。 如果把物质财富视为一种客观利益的话,那么情感和精神方面的利益可以被
称为主观利益。 主观利益具有主观性和难以认定的特点。 不同的生活空间、生活方式乃至个体的生活
经历,都可能影响到对这种利益的感觉和判断。 比如,农村和城市的人们、违法犯罪行为的加害人和受
害人,可能对牵涉隐私、表达、“面子”等内容的行为会有不同的利益感知,对于刷脸是否侵害及多大程
度上侵害自己的主观利益也有不同的感受。 此外,主观利益与客观利益如何衡量在技术上也存在着需
要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比如,当人们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前脑岛和背外侧前额叶皮质被显著激
活。 而前脑岛负责的是情绪加工,与厌恶和愤怒的情绪相关,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则负责认知系统对情
绪的抑制控制。① 这说明此时人们对于公平和公平感这种主观利益的追求超越了经济利益。 即便主
客观利益在当前背景下尚无有效的通约计算与衡量的方法与机制,但至少在评估时应考虑这两方面的
因素。② 对于尚未造成损害或难以预测损害程度的风险,已经有现实的案例对其进行规制,以保护风
险主体的权利和利益。 比如,2008 年美国 伊 利 诺 伊 州 颁 布 《 生 物 识 别 信 息 隐 私 法 案》 ( Biometric

Information Privacy Act,即 BIPA),该法案规定了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处理规则,这些数据包括对视网膜
或虹膜扫描、指纹、声纹、手或脸几何扫描产生的数据,也包括来自公众的其他生物信息或生物识别数
据。 消费者可以因其信息被不当存储或使用,或未经授权被披露而起诉侵权行为人,而不管是否造成
实质性的损害,这在 2019 年 1 月 25 日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 Rosenbach v. Six Flags Entertainment
Corp”一案的判决中得到充分体现。③
3. 公共秩序与安全的衡量

此外,还有一部分收益体现为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 这种公共产品的收益尽管难以定价,但至少

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应予以考量。 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包括线上线下两个领域。 线上领域是指网
络安全。 按照我国《网络安全法》第 76 条第 2 款规定“网络安全,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对网络
的攻击、侵入、干扰、破坏和非法使用以及意外事故,使网络处于稳定可靠运行的状态,以及保障网络数

①
②

参见贺熙、朱滢:《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关于自我的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第 1021-1024 页。

关于主客观利益通约的问题,也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参见郭春镇:《当法律责任理论遭遇认知神经科学》,载《现代法治研究》

2016 年第 1 期,第 61-72 页。
③

Six Flags 游乐园把采集原告儿子的指纹作为其购买主题公园季票的一部分,原告认为自己及其儿子均未被告知其指纹收集的具体

目的和保留期限,且他们都没有签署任何关于取指纹的书面通知,也没有同意收集或使用该生物识别数据。 虽然原告没有说他的儿子受到
任何实际伤害,但仍主张游乐园的行为违反了 BIPA 的要求,寻求金钱赔偿和禁令救济。 具体参见 Rosenbach v. Six Flags Entertainment Corp.

2019 IL 12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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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的能力。”这意味着网络安全涉及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网络运行安全、网
络数据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主要方面。① 网络安全既是国家也是公民所需要的基本公共物品。 因
为,“公民希望他们的政府能使他们免于网络上的彼此伤害、防范来自国外的损害。 公司需要能保障网
络的稳定性、令互联网商务繁荣发展的法律环境” ②。 线下领域是指互联网之外的真实生活中的安全,
它包括良好的治安、安全的交通、有序的社会生活和可预期的行为模式与结果。 这部分收益虽然不是
针对特定的个体,但为所有社会主体所享有。 它既能使得每个个体现实的安全得到保护,又为其长远
的发展提供保障,因而是不可或缺的公共利益。
四、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治理路径
2019 年 6 月,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

牌照。 这意味着我国将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③ 随着我们和 5G 时代的距离拉近,万物互联给新技
术、新应用、新业务的产生和发展带来无限可能性,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范围、方式、方法等也存在着各
种可能。 但愈是如此,我们就愈要注意人脸识别所带来的风险。 在推动新技术应用和新产业发展的同
时,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从而确保数字人权在新时代的实现。
(一) 形塑具有“数字理性”的主体
人的理性是一个复杂的学术论题。 在当前信息流动极为迅速的大数据时代,在包括人在内的万物
都是数据链上一环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人的理性,对人的理解需要从关注个体(以及由个体组
成的群体)转向关注“关系”,关注互动和流动性,而这种互动和流动性还应当“ 有温度、有气息、有情
感”。④ 因此,“我们不能再仅仅把自己当作谨慎决策的个体,必须要考虑那些影响个人决策,驱动经济
泡沫、政治革命和互联网经济的动态社会效应”。⑤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语境下,我们应当从关注独立个
体的经济理性或社会理性,转向关注人与人之间交换性或互依性的关系理性。⑥ 这种理性,可以称为
“数字理性”。 “数字理性”的养成,既需要人们自身不断的学习与更新,也需要公权力机构和国家的有
所作为。

1. “数字理性”主体的自我修养

主体首先应有互联网思维。 这意味着主体在互动过程中基于关系理性看待个人和网络上的商品

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个人信息使用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解自己为享受的服务所面临的成
本和风险,了解自己和相关主体的基本的权利义务。 从互联网初创至今,无论是在包括自媒体在内各
种传媒所宣传的广告中,还是在个人使用互联网的实践中,“免费” 和“分享” 都是一种共识性的判断,

①

参见郎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的说明》,载《中国通信安全》2015 年第 8 期,第 52-55 页;杨合庆主编:《中华

②

Jack Goldsmith, Tim Wu,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Illusions of a borderless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p. VIII.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91-194 页。
③

日访问。

新华网:《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于近期发放 5G 商用牌照》,http: / / www. xinhuanet. com / 2019-06 / 03 / c_1124577284. htm,2019 年 11 月 5

④

段永朝:《测量,还是感知》,载 [美]阿莱克斯·彭特兰:《智慧社会: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汪小凡、汪荣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⑤

[美]阿莱克斯·彭特兰:《智慧社会: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汪小凡、汪荣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 页。

年版,序言第 XV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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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见贺来:《“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6 期,第 2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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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人们没有付钱购买就能免费使用某些网站、软件和 App。 实际上,只要与互联网上此类服务商产
生连接,虚拟或实体生产就发生了。 各种平台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搜集到更多的数据,通过精妙的算法
预测和塑造经济消费习惯,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服务,控制交易和生产渠道,捕获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和生
产者剩余。” ①因此,“数字理性”主体不应把享受服务视为无成本消费或搭便车,而应该理解为提供包
括人脸识别在内的个人信息是支付这些服务的对价,而这种对价不仅提供了互联网企业所需要的生产
力,为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提供直接动力,还给自己未来的生活带来各种潜在的风险。 他还应该意识到,
在享受看似免费的互联网服务的时候,要明了自己、服务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在真正知情同意的基础
上使用网络服务,而不是完全忽略知情同意书或由于其过于复杂而无视它。 此外,他还应基于法律和
公序良俗在互联网上进行活动,同时知晓网络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具有治理互联网的权力和职责,其
中包括为避免个人信息被滥用而进行有效监管的职权。
“数字理性”主体还应不断提高其理性社会认知能力,消除认知偏差。 提高理性社会认知能力是

一个不断学习和习得的过程。 就像焦虑、无助等负面情感和认知可以习得一样,乐观和理性也可以通
过习得而成为个体对社会进行认知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甚至产生了“积极心理学”这样的学科且此
类研究得到高度的社会评价。② 同样,就像人们可以选择以悲观或乐观的态度对待世界一样,人们也
可以选择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消除认知偏差,理性对待人脸识别带来的积极与消
极影响。 能够从诸如徐玉玉案这样的案件中认识到保护本人信息的重要性,也能够从诸多对泄露个人
信息的网络平台和个人进行追责的案件中,认识到自我保护和国家采取措施保护个人信息的必要性,
从而避免夸大其中的某一面并产生认知偏差。 这样他就可以既不沉迷于网络所带来的便利和效率,也
能谨慎持重地评估其带来的隐私风险、安全风险和金融风险。
2. 公权力机构对“数字理性”的推动

理性社会认知能力的提高,不仅仅来自公民自我素养的习得与提升,更需要公权力机构通过温情

与冷峻的行动与制度安排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首先,公权力机构应该以负责的态度对待包括人脸在内
的个人信息,这既包括对收集到的信息要采取严密的安防措施以免泄露,也包括让公众知晓收集、应用
此类信息的风险;不能只宣传人脸识别或安装设备对于公共安全和管理的便利,有意无意忽视公开相
关信息,使得公众无法得知、了解和理解这些措施对自身所产生的潜在风险与消极影响。 其次,国家应
该更有效地实施法律法规,消减公众对个人信息泄露的不安全感。 通过对网络诈骗、电话诈骗有力打
击,对网络平台和其他握有个人信息的公权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进行有效监管,让人们真正享有免于
个人信息泄露之恐惧的自由。 再次,做好舆情引领、心理干预工作,合理引导并优化社会认知。 当人们
持续或长期暴露于某种刺激下,会对这种刺激产生反应钝化现象,并导致认知、情绪和行为的长期变
化,甚至形成具有某种负面特征的人格。③ 基于这种人格和行为模式,从负面阅历的积累中获得的“潜
意识知识储备” ④可能会“自然”形成某些负面直觉反应。 因此,公权力机构应做好舆情引导工作,避免
公众对某种负面行为的脱敏。 就刷脸或个人信息而言,就是要避免形成“被侵权脱敏”,避免让人们形
①
②

胡凌:《人工智能视阈下的网络法核心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 年第 2 期,第 86-95 页

如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 Seligman 获得 2006 年美国心理学会( APA) 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 See Seligman M E P. :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cientific contributions. 61 (8), American Psychologist,772-788 (2006).
③
④

参见滕召军等:《媒体暴力与攻击性:社会认知神经科学视角》,载《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 年第 6 期,第 664-672 页。
[美]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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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被侵权而不救济的内隐性社会认知。①
(二)建构合理的规范体系
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我国已经有多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予以规
定。 如我国《宪法》第 33 条和第 38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1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 14 条和第 29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 23 条等。 由此形成从宪法行政法到民
法经济法和社会法乃至刑法的一整套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体系。② 在人脸识别规制上,除《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直接提倡人脸识别完成身份认证外,还
有 43 部部门规章对人脸识别进行规范,这些规章的内容主要分为两大类,即运用人脸识别技术实现身

份认证和明确人脸识别的技术或图像标准,其中更多的规范重在推行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 此外,
还有至少近百部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涉及对人脸识别的治理。③ 值得注意的是,位阶越低
的规范越关注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反而在法律层级的文本更能体现出对包括人脸识别在内的个人信
息的尊重和保护。 这或许是因为越是在地方层面和部门层面,越注重公众直接关切的现实利益,以及
自己所辖地区和部门的业绩。④ 比如,在公租房中运用人脸识别等技术和门禁措施以实现非承租人员
不得随意出入、对流浪乞讨人员人脸识别以便于寻找其家人、对医疗人员和患者进行人脸识别以打击
欺诈骗取医保基金,等等。
总的来看,现行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整体呈现出形式上散乱不统一、内容上价值定位游离不
定的特点。 这就需要制定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 该法律应该在立法理念和原则方面体现出对公民利
益和权利的尊重、保护和保障,对公共利益的强化和推进,以及对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视和引领。 同时,
能与现行宪法和法律相互协调,保持法律体系的融贯性。 有了这样一部法律才能纲举目张,让关于个
人信息的低位阶规范在正确的价值和方向引导下,通过更具体的实施规范使前述利益和权利等价值得
以实现。
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应当以知情同意作为基本架构。 相对于“场景理论”注重场景和信息流动
性⑤、“社会控制”强调个人信息的社会属性⑥等模式,知情同意模式似乎显得较为“传统”,它在理论方
面看起来似乎也不如那些模式显得更具有“大数据”特色。 但是,从理论的接受度与可操作性而言,知
情同意模式似乎更具竞争力。 首先,知情同意模式及其理论基础在社会认知方面更具有可接受性。 知
情同意模式的理论基础在于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保护,它强调个人的理性,尊重个人的自治和自决并
将此视为人的尊严的核心内容。 这一模式强调人的理性,预设人们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且能够自
主地去追求,这与近代民法对人的认知一致并符合法学的基本立场。 其次,在制度方面更具有可操作

①
②

参见陈娟等:《政府辟谣信息的用户评论及其情感倾向的影响因素研究》,载《情报科学》2017 年第 12 期,第 61-65 页。

在民事立法方面,我国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有《民法典》《电子商务法》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宪法行政法领域,主要有《 宪

法》《公务员法》《网络安全法》《公共图书馆法》《反恐怖主义法》等法律;在经济法领域,主要有《 广告法》 《 旅游法》 《 统计法》 等法律;在社会
法领域主要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慈善法》等,此外在刑法领域还有刑法修正案(九)等,这些法律共同构成我国的个人信息
保护体系。
③

笔者以北大法宝为基础,以“人脸识别”为关键词全文检索,共命中 379 部地方法规规章,其中福建省 38 部,广东省 25 部,北京市 20

④

如地方政府运用人脸识别技术来保障公共安全和提高行政机关的效率,减少行政机关的工作量。

⑥

参见高富平:《个人信息保护:从个人控制到社会控制》,载《法学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84-101 页。

部,上海市 18 部。 具体参见北大法宝网:http: / / www. pkulaw. cn / cluster_call_form. aspx? menu_item = law&Db = lar,2019 年 11 月 5 日访问。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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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与既有的制度体系有更高的契合度。 “场景理论”和“社会控制”模式具有理论说服力和适应社会
需求的优势。 但从操作层面来看,“社会控制” 模式提供的方案更偏重于理念和原则。 “场景理论” 虽
然在美国奥巴马任总统时形成了《消费者隐私保护法(草案)》,但并没有最终形成法律,它的实效并没
有得到现实的检验。 而且即便能够产生积极效果,也要考虑该法所依存的美国判例法制度体系对其产
生的影响,而这一制度体系是我国所不具有的。 再次,知情同意模式是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和基础,是
信息主体意思自治的体现。 虽然知情同意框架在学理上存在诸多可争议之处,但“不完美的自主总比
没有机会自主好,认为用户行使不好权利就不赋予其权利的逻辑显然存在严重问题” ①。 未来个人信
息保护立法应当在坚持知情同意框架的同时提升其兼容性,吸纳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些新理念,力求
兼容“场景理论”和“社会控制”,从而为与其相应的制度安排都留下空间,形成一个有整合性的基本法
律架构,同时又有实施细则和不同层级具体实施规范的多重治理机制,那么我们就有更大的可能性对
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进行有效治理。
(三)基于责任和参与的多重治理机制
对于包括人脸在内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护,应形成多重治理机制,强化数据监管者、掌控者和使
用者的责任,并通过这种机制分配数据提供者、控制者和监管者之间的利益、权利和责任。 这种机制立
足于现有的制度框架,通过多主体参与和互动形成公意,形成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实施方式,实现个人信
息使用的产业化和数字人权保护的目的和功能。
1. 数据监管者和掌控者的责任

这种机制强调监管者和数据掌控者的责任。 这是因为,从成本控制的角度来看,让所有参与数据

生产的用户基于知情同意来决定是否同意个人数据被收集将耗费大量成本。 由于人们的理解能力、情
绪影响、信息不对称和认知偏差,虽然提高人们的数字理性十分必要,但将每一个人培养成完全理性的
主体并不现实,也是边际收益很低的工作。 因此,在培养公众理性的同时,将注意力放在如何对数据监
管者和掌控者配置义务是成本更低也更有效的工作,这更有利于进行有效的数据治理和保护公民个人
信息与数字人权。 我们可以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所确定的
责任原则②,授权或委托个人信息的数据监管者制定相应的规则,要求数据控制者和掌控者在符合法
律原则、规则和监管理念与措施的前提下,制定行业规程并采取具体措施。 比如,规定数据控制者和使
用者在知情同意条款中有义务确保所收集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只要其所收集或掌握的个人信息被泄
露,哪怕没有造成实际损害,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我们可以确保个人信息的安
全性,个人信息的使用不侵害当事人的利益和权利,且符合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
2. 公众和专业人士的有效参与

这种机制强调规则制定和决策的公开、民主和包容,同时强调专业人士有效参与。 即便仅谈现在

而非未来的 5G 时代,个人信息的使用及其脱敏后的销售,仍然是一桩大生意。③ 对于这样一项数额巨
①

田野:《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原则的困境与出路———以生物资料库的个人信息保护为例》,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8 年第 6 期,第

②

Cavoukian A, Taylor Sand Abrams M E. , Privacy by Design: essential for organizational accountabilityand strong business practices, 3(2),

③

参见[美]迈克尔·费蒂克、戴维·C·汤普森:《信誉经济: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价值与商业变革》,王臻译,中信出版社 2016 年

111-136 页。

Ident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405-413 (2010).
版,第 9-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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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事关几乎所有人信息利益和权利、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安全的事业,必须要以公开、民主的方式进行
治理。 公开意味着避免“暗箱操作”,而是采用公布议程、发表记录、准许旁听等方式,并将这些方式与
互联网结合起来,让人们能够了解和知晓此类问题的处理,让事关所有人利益和权利的规则与决策能
够被知晓,这是后续民主参与的前提与基础。 这里所说的民主,既包括传统民主中的“共同核心”———

公民参与①,也包括数字化时代民主自身的特征———发出的声音应该被听到而非淹没在信息过载的海
洋中。

在互联网时代,往往是极小部分网站占据了极大多数的链接数与访问量,更多的网站及其承载的
信息难以被看到。 搜索引擎在链接和流量分配中起着重要引导作用,有人直接把这种不平等秩序称为
“谷歌政体”(Googlearchy)。② 此时,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超载和信息不足( 公众看不到想看到或应该看
到的信息)共存,我们需要更优质的过滤工具滤除垃圾信息以获得有效信息。 与此同时,个人信息与数
据的治理需要有专业人士的参与。 虽然每个人都能就个人信息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对这些信息和
数据的重要性、对处理它们所需要的技术工具、对于其所产生的后果这些重要和复杂的问题,需要包括
互联网、大数据、产业家和法律人等不同专业群体的共同参与。 听取来自不同行业的各种声音,可以让
我们在理解和认识到问题复杂性的同时,也避免单一行业专家讨论和决策时的“扎堆犯傻”。③
3. 提高“柔韧化”知情同意的兼容性

“柔韧化”的知情同意模式形式上具有对经典和传统的坚守,但通过文字处理和相应的制度安排

可以兼容乃至融合“场景理论” 甚至“社会控制” 模式的某些需求。 因此,多重治理机制可以在“ 柔韧
化”知情同意模式中得以实现。 具体而言:
首先,兼顾并强调监管者和掌控者的责任。 如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制度及监管体制,强调对
个人信息保护的国家义务,规定信息业者的社会责任、行业组织和个人信息保护组织基于公益对个人
信息保护的社会义务,以及围绕这些主体而形成个人信息保护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其次,在保持对人的个体理性尊重的同时考虑人的理性不足问题。 通过对知情和同意进行“柔韧
化”处理,为当事人通过合同重新配置个人与国家、信息业者三者之间权利义务提供了空间。 在信息不
对称、个人认知能力不足或受制于场景而无暇详细知情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 不得不” 知情和同意。
草案制定者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并进行一定程度的补救,要求“信息业者、政务部门应当以清晰、易懂
的用语,全面、准确、及时地告知信息主体其个人信息处理的目的、方式、范围等相关事项”,同时排除
“推定同意”,规定“信息主体的同意应当以明确的意思表示或者行为作出”“信息主体未予拒绝的沉默
不被视为同意”。④

最后,提高与场景理论的兼容度。 场景理论注重“ 根据具体场景的不同采取差异化保障措施,变
信息处理前的静态合规遵循为信息使用中的动态风险控制” ⑤。 通过规定“默示不被视为同意”的例外

①

参见郭秋永:《当代三大民主理论》,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11 页。

③

Adrian Vermeule, The Constitution of Ris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p. 164 - 165. 转 引 自 郑 戈: 《 迈 向 生 命 宪

②

[美]马修·辛德曼:《数字民主的迷思》,唐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1 页。

制————法律如何回应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中的风险》,载《法商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5 页。
④

张新宝、葛鑫:《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 / / www. civillaw. com. cn / lw / l / ? id = 36127, 2019 年 11 月 5

⑤

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 年第 5 期,第 92-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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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强调在“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与信息主体另有约定” 的时候,可以推定主体的同意。 这有
助于各利益相关主体就个人信息收集、存储、使用、交易和利益分配等问题,形成多样化、情景化的权益
安排。 这同样有助于形成以合同和交易机制为中心的个人信息制度,能更灵活地照顾到个人信息问题
在不同时空语境中的不同特性,也使监管部门能够同时借力于对格式合同的集中审查和对合同争议的
分散裁判,使这些制度获得更有效的落实。
4. 多重治理机制的实现方式

基于责任和主体参与的多重治理机制,可以通过机构设置、制度安排、规范对接等措施得以实现。

首先,设置专门的数据保护机构。 在网络信息安全领域,我国已形成以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
员会牵头抓总的统一领导体制。 但在具体工作机制层面,仍缺乏统一筹划、部署、协调,导致许多已经
订立的原则性规范难以落实、监管对象缺乏合规指导。 为强化该领域监管工作的权责统一,保障相关
政策思维和实践具有整体性,可参照欧盟和欧洲各国设立专门数据保护机构的思路,在中央统一领导
下,设置或选定一个部门统筹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执法协调工作。
其次,制定多重制度以规制多方主体,实现从公权力机关到私人机构、从法律到社会规范、从交易
到保险机制的立体化治理。 包括人脸在内的个人信息是识别与确认个人身份的认证信息,刷脸及其他
对个人信息进行识别与认证的权力是一种安全认证权力。 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在认证个人信息时有
不同的资格与权限,其刷脸行为也应当相应地具有不同的规范依据或合同约定,否则会模糊公共服务
和私人服务的界线,形成不同身份与权限的混同。① 因此,未来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建设的重点,除了在
法律层面确定权利,还应推动社会规范的形成、进行较为细致的合同和交易机制设计。 通过社会规范
对政府和商业主体的数据行为进行制约,通过合同与交易机制促成各利益相关主体就个人信息收集、
存储、使用、交易和利益分配等问题形成多样化、情景化的权益安排。 此外,还应加强对个人信息损害
保险机制的研究与设计,充分利用保险机制,弥补民事诉讼在风险管理和损失修复方面的不足。
最后,对接不同部门法规范实现对个人信息一体化保护。 为了对个人信息进行有效保护,除了在
民事领域合理配置权利、尊重对个人信息使用的市场创新并进行有效规制外,还应该与行政法、刑法的
相关规则进行有效对接,对那些突破道德底线、性质恶劣的侵犯个人信息行为,如对个人敏感信息、未
成年人信息的收集、买卖甚至用于诈骗等行为,进行严厉惩处并长期保持高压态势。
结 语
在人脸识别技术已经普遍应用的时代,我们既要对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业的发展保持开放包容心
态,也要注重对数字人权的保护和保障。 人脸信息是人们( 至少是短时间内) 不可取代的生物识别信
息,是个人信息重要乃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数字人权所应关切的基础性权益,我们理应“慎用”。
在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进行治理时,要对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风险收益进行合理分配。 要对生
物信息被采集人、生物信息使用者和控制者、监管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职责进行合理划分,强化数据监
管者、掌控者和使用者的责任。 基于这一理念和原则,我们可以在权利主体、规范体系与多重治理机制

①

参见胡凌:《刷脸:认证、去身份化与法律规制》,“明理计算法学沙龙第 3 期: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趋势与应对” 会议论文,北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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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做出相应的努力。 首先,我们应在开放包容的心态下采取措施,形塑数字人权主体的数字理性,使
其能够对新技术带来的便利和惊喜保持理性,对随之而来的风险收益有基本的认知。 其次,制定一部
架构和内容都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并建构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多重规范体系。 最
后,通过公开、民主、专业化的方式,形成基于责任和参与的社会规范集合和多重治理机制。 通过塑造
新时代的数字理性主体、完善法律规范体系和多重治理机制,以多层次、多面向的方式提高国家和社会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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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digital human rights, the development of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has
brought considerable convenience to our daily lives. However, it has also brought risks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privacy and property, and has the potential to degrade human dignity.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we should be cautious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We should measure between the risks posed by the technology, the interests of the data
providers, controllers, users and regulators involved, and also public interests. Based on i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Firstly, shape “ digital rational” subjects through the actions of public authority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citizens’ self-awareness. Secondly, based on the existing normative system and
the reality, make the “ informed consent” structur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more flexible to
construct a more reasonable normative system. Finally, build a multiple governance mechanism based on
responsibility and participation by emphasiz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data controllers and regulators,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public and professionals, and constructing an institutional
system compatible with the “ informed consent” framework. That is not only the way to protect the securit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but also the way to realize digital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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