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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今世界的核平衡依赖于几个不可持久

被视为具备这项能力，便可产生破坏稳定的作用。一种

的条件。计算能力和数据可用性的进

近乎实现的能力，也许比已经实现的能力更加危险。

步，让机器能够完成一度需要人类参

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连同辅助信息技术和其他方

与或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这种人工

面的进步，将对未来25年的核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智能 (AI) 也许会带来新的军事力量，从而引发军备竞

人工智能技术或延续近年来快速进化的趋势，抑或在现

赛，抑或增加国家在危机中有意或无意间动用核武的可

有技术成熟后趋于稳定。一些理论家认为，机器在未来

能性。1 兰德公司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集众多人工智能

某个时候可能会发展出提高自身智力的能力，形成“超级

与核安全领域的专家于一堂，共同探讨在2040年之前人

智能”，具备人类无法理解或控制的能力，但对于人工智

工智能会如何演变成一股稳定或不稳定的力量。

能的进化之路（包括形成超级智能的可能性）仍然众说
纷纭。有人设想取得初步突破之后会遭遇挫折；有人则

人工智能对核战略的影响，既取决于敌方对其军事

猜测会走循序渐进的道路。

应用能力的认知，也同样取决于其实际能力。例如，一个
国家要发展出定位和锁定敌方所有核武发射器的能力，

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与核战争的前途关系不大。发展

在技术上极具挑战性，但这项能力却能产生出巨大的战

停滞（又称为人工智能的寒冬）只会导致当前核安全环

略优势。因此，各国都垂涎三尺，不顾一切技术困难追

境的微末变化。若超级智能成为现实，人工智能将令整

求这项能力，即使这样做有可能惊动对手，增加冲突的

个世界面目全非，在此过程中人类或将得到挽救或将走

可能性。从技术上说，高级人工智能仍难以克服源自数

向毁灭。另外两种情况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取得巨大进

据局限和信息论论证的障碍，但跟踪和瞄准系统只需要

步，实现许多新的功能，但至少在某些方面仍逊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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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出错，这似乎得到专家群体的更多认可，但对于这

即使不直接连接到核武发射器，人工智能仍可

些功能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专家们莫衷一是。有些“

以就冲突升级问题为人类提供意见。

乐观派”倾向认为，要达到能够执行某些足以打破核平
衡的任务的人工智能是非常困难的，不大可能实现。相
我们必须抗衡受人工智能进步所推动而快速迭代的各

反，
“谨慎派”则认为，人工智能能够执行某些任务，但

种能力。关键性的考量包括：实际能力的影响，相关能力

不应该用于核战争的任何领域。第三种属于“颠覆派”，

的可预见潜能（不论是否存在），以及这些能力过早应用

他们强调敌方篡改、误导、牵制或以其他方式欺骗人工智

或出错性（特别是因敌对行动所致）。只要谨慎行事和一

能的能力，这本身也可以起到稳定或打破稳定的作用。

定的前瞻性思考，这些风险是有可能识别和减轻的。

研讨会上讨论了一个例子：作为决策支持系统的人工
智能。即使不直接连接到核武发射器上，但人工智能仍

未来核平衡重大变化的线索

可以就冲突升级问题为人类提供意见。鉴于人工智能在
日益复杂和不甚明确的任务中取得持续进步，我们有理

2015年11月，俄罗斯透露正在研发终极“杀手机器人”：

由相信，这项能力——至少在决策过程中的某些环节能

核动力海底无人机，用于运载大型热核弹头。俄罗斯电

够在2040年前实现。谨慎派担心，这项能力可能在还不

视台在一次“意外”泄密中透露了这种可怕武器的存在，

可靠或尚不清楚其局限性的情况下就派上用场。然而，

而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认定这是故意为之。电视镜头有

如果人工智能顾问经证实是有效的，则可以减小人为错

一瞬间停留在一张给总统普京的看似保密的简报幻灯

误的可能性，做到彻底透明化，从而降低误判风险，提

片上，内容描述“海洋多用途系统斯塔图斯-6”。斯塔图

升稳定性。但许多专家担心，敌方会通过黑客攻击、破坏

斯-6外观像巨型鱼雷，由小型核反应堆提供动力（见第3

训练数据或操纵输入因素等手段，颠覆本领高强的人工

页的图片），其巡航速度和范围在海洋里几无敌手，能够

智能。

突破敌人的防御（Sutyagin，2016年）。假设美国先发袭

在未来几十年维持战略稳定，需要在多极世界背景

击克里姆林宫，这部无人机将从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潜艇

下重新审视威慑理论的理论基础。要做到有效的威慑，

发射，以大约100公里的时速穿越海洋，同时自动避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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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防御系统，向美国海岸线投下致命的弹头。由于在水

望利用人工智能确保其威慑力量的切实有效性。克里姆

下通信困难，无人机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能力，而

林宫持续探索将人工智能诉诸于军事用途的创新方式，

正是由于人工智能的进步，这直到最近才有可能实现。2

该计划有可能在2040年之前取得成功。这符合其数十年

斯塔图斯-6不仅是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还反映了人

来推行的战略，即针对美国的优越军事力量发展“非对

工智能对核威慑的潜在影响——利用报复威胁来阻拦

称性应对措施”。俄罗斯的海底“末日无人机”只是迄今

对方攻击一个国家或其盟国。3 在美国的核打击瞄准能

为止这种现象最极端的例子。4

力和导弹防御系统面前，俄罗斯报复力量的切实有效性

核威慑在2040年是否会被认可？斯塔图斯- 6是一个

堪忧，因此，核武无人机是俄罗斯领导人心底忧虑的最

严厉的警告，如果技术进步影响到核大国的安全感，它

新体现。现今的俄罗斯无法抗衡这些军事力量，因而希

们可能会试图利用前所未见的新武器系统和军事姿态

斯塔图斯-6的组件

运载自力推进水下载具的核潜艇
项目09852 SSN

项目09851 SSN

自力推进水下载具

感应器

弹头

引导系统

反应堆室

驱动系统

作业深度 = <1,000 米；时速 = <185 公里；巡航范围 = <10,000 公里；直径 = 1.6米

“海洋多用途系统斯塔图斯-6”外观像巨型鱼雷，由小型核反应堆提供动力，其巡航速度和范围在海洋里几无敌手，能够突破
敌人的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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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补救其核威慑力量。与促使美苏暂时和平共处的安

与促使美苏暂时和平共处的安排相比，这些新
兴战略安排可能不太稳定，而不稳定性会提高
爆发核战争的概率。

排相比，这些新兴战略安排可能不太稳定，而不稳定性
会提高爆发核战争的概率。风险上升的幅度主要取决于
人工智能进步的速度和程度，而人工智能的进步将带来
投放核武器和防御核攻击的新方式。2017年5月至6月，

能技术发展作为前提。讨论围绕核大国冲突加剧的几个

兰德公司举办了三场研讨会，核安全专家和人工智能研

具体情景展开。这些情景包括：

究员在会上讨论了人工智能对核安全的影响。与会者似

1. “俄 罗斯复兴”情 景，即新削减战略武 器 条 约失

乎都认同，高级人工智能可能会严重破坏核战略的稳定

效，俄罗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前于战略核武器

性，加大核战争风险。然而，大家对人工智能为何及如何

方面对美国取得重大优势
2. “中国崛起”情景，即中国逐步扩大战略核武器库，

产生影响则莫衷一是，在不同意见派别内亦然。

与美俄分庭抗礼
研讨会的方法和情况简介

3. “成功有限度使用”情景，即巴基斯坦成功使用战

为了研究高级人工智能在未来25年对核安全的潜在影

术核武器迫使印度撤回入侵军队，从而打破“核禁

响，兰德公司在2017年5月和6月举办了系列研讨会。这些

忌”

研讨会汇集了不同的专家群体，包括核安全专家和人工

4. “区域核战争”情景，即朝鲜政权崩溃，攻击中日

智能研究员，以及来自政府和行业的参与者，带来了各种

韩，导致整个地区受到毁坏。

各样的观点。
研讨会参与者被要求用有关大国核力量的技术细节充
第一场研讨会

实这些情景，包括运载系统和C 4ISR（指挥、控制、通

第一场研讨会于2017年5月1日在兰德公司圣莫尼卡总部

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系统的数量及能力，目

举行，十六位参与者中有不少是兰德在核或人工智能领

的是识别拥核国可能感兴趣的人工智能应用。未来的作

域的研究员。研讨会的目的是设想与人工智能互动的战

战系统被假定为与目前研发的系统相似，因为军队购置

略环境，并以未来地缘战略秩序的可预测性高于人工智

的速度很慢，但人工智能的进展要远远快于国防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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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参与者似乎认同，将高级人工智能应用于这些系

部分学习技术都存在容易遭受敌方操纵攻击的弱点，因

统，在未来的对峙局面中可能会成为破坏稳定的影响因

此国家将能够利用这些手段防止敌方跟踪其发射器。

素。然而，参与者也假定，每种会破坏稳定的技术都存

这场研讨会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决策支持系统

在一种具稳定作用的抗衡技术。这个主题在第二场研讨

中使用人工智能，在危机或冲突中就战略核问题为决策

会上进一步展开。

者提供建议。针对人工智能在这些任务中的应用，各小
组存在较大的分歧，有些人表示人工智能应当严格由人

第二场研讨会

类控制，而有些人则宣称这不切实际。这个话题将在稍

第二场研讨会于2017年5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共有十九

后详细讨论。

名参与者出席。其中七人从事人工智能研究，五人从事

最后，研讨会针对未来人工智能的应用概括了核武

国家安全研究，三人同时从事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还有

器控制的教训。参与者似乎认同，不可能复制用于制止

四人为其他学科研究人员。侧重于人工智能的参与者包

核扩散的法律结构和准则来阻止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

括来自商业、学术和非营利人工智能研究机构的知名人

因为核技术与人工智能相差甚远。在人工智能用于核战

士，以及人工智能政策圈的成员，而国家安全领域的参

争相关任务的具体案例中，参与者指出控制人工智能也

与者包括来自国家实验室的核武器专家。参与者分成多

许很困难，但这些应用所必需的其他部件（即传感器平

个小组，讨论了三个问题。

台）是可以监控的。参与者讨论了是否有可能通过控制

第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是否能让国家跟踪和瞄准敌

数据、人才或处理资源来控制人工智能。几位研究人工

方报复力量，从而削弱构成核战略理论主要根据（在后

智能的参与者主张，当前的人才短缺是暂时性的，而随

续环节进行了深入讨论）的保证报复的前提。以核安全

着模拟的完善，训练数据的重要性将会下降，但届时硬

专家为主的小组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做到这点，但第二小

件可能会成为制约因素。他们认为，生产图形处理器等

组却不同意，小组成员包括一位生成对抗网络（通过生

部件的工厂数量有限，使得构建某种控制机制成为可

成中性网络与判别中性网络的互动创建趋于真实的虚假

能，但许多其他参与者则不以为然。

样本的技术）的著名专家。第二小组认为，多数机器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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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组断言，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基本上可以充当军备控制机制，监察合规情况和判定违规，而
无需人类参与。
第三场研讨会

局。参与者指出，现有计划存在许多弱点，但显而易见的

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研讨会于2017年6月9日在兰德公

替代方案并非明显优于现有计划，即使它们大概至少值

司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分公司举行。这场研讨会共有十五

得分析一下。国内和国际的制度性压力使美国难以大幅

名参与者，其中八人主要研究核问题，五人主要研究人

背离由洲际弹道导弹、潜艇和有人驾驶轰炸机组成的现

工智能，虽然后者大多从事政策方面的研究，而不是人

有“三元体系”。

工智能研究人员。其余两名参与者提供了有关采购政策

第三场讨论围绕人工智能如何协助核军备控制。通

的宝贵专业知识。讨论小组包括兰德公司的研究员，以

过提高透明度和信任，人 工智能可用于条约核查等任

及来自美国军方、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国务院军备控制、

务。一个小组断言，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基本上可以充

核查和合规局的代表。本场研讨会以前两次的成果为基

当军备控制机制，监察合规情况和判定违规，而无需

础，询问出席的政策研究人员会如何应对前两场研讨会

人类参与。最后，参与者思考了是否可能或适宜对人工

所确认的挑战。

智能本身实施军备控制。大多数参与者对该目标的可行

第一场讨论聚焦于跟踪和目标锁定问题，要求参与
者思考他们会尝试通过什么方法，来挫败敌方寻求利用

性或可取性保 持怀疑；很多人认为这实际上不可能或

人工智能削弱战略力量的意图。参与者建议尝试通过攻

需要极端和令人 难以接受的干预，例如软禁人 工智能

击相关传感器和通信网络来使这种能力瘫痪，而非攻击

研究员。

人工智能本身。在后续的讨论中，参与者考虑了人工智
评估人工智能潜在影响力的理论和历史背景

能研究员在第二场研讨会上强调的生成对抗技术所带

冷战期间，美苏勉强接受了相互保证毁灭(M A D)的

来的挑战，不过没有形成共识（可能是由于大部分参与

条件，即假定任何全面进攻均会遭到末日般的报复性打

者不熟悉这些方法的技术细节）。
第二场讨论围绕美国是否需要重新考虑其核力量现

击，确保双方社会都会毁灭。MAD是一个条件，而非一

代化计划的路径，因为人工智能有可能显著重塑战略格

项战略—而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希望尽可能避免这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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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Buchan等人，2003年）。即使双方的弱点使得全面

（针对攻击本土的威慑）和延伸威慑（针对攻击战略伙

核交火的可能性下降，但意外或超级大国领导人的误判

伴的威慑）（Cimbala，2002年）。核武器也可以用于胁

仍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例如，罗纳德·里根要求科学

迫——迫使敌方做其不想做的事情（Long，2008年，第

家设计一种令核武器“失效和过时”的导弹防御系统，

9页）。除了高压威慑和胁迫，核武器还可以用于作战，

而苏联则制定了周密的民防系统计划（Gar thoff，1987

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样。核战略在实践中的复

年；Geist，2012年)。MAD也不足以成为美国或苏联核

杂性源于保证—扩大威慑可信度的挑战。冷战期间，美

战略的基础。虽然M A D能可靠地阻止苏联先发制人攻

国积攒了大量的战略和战术核武器，以便其盟友相信，
美国愿意用核打击报复苏联 对欧洲的常规攻击。正如

击美国，但也削弱了美国所做承诺的可信度。美国曾承

英国国防部长Denis Healey指出的那样，
“要威慑俄罗

诺，即使冒着爆发核战争的风险，也会保卫北约的欧洲

斯人，只需美国报复的可信度达到5%，但要让欧洲人放

盟友。如果华盛顿仅仅依赖 M A D，苏联可以利用其传

心，却需要达到95%”。然而，美国核武器库的规模令苏

统的优势入侵西欧，而美国则面临要么投降要么全面爆

联领导人感到焦虑，他们认为美国人也许在试图针对苏

发核战争的严酷选择。因此，美国战略学家和政府官员

核战略目标类型

制定了更全面的保证报复原则，即针对任何敌方挑衅予
以适当有效的回应（Long，2008年）。通过威胁对敌方

环节

定义

可能发动的挑衅予以相应报复，
“保证报复”原则寻求
威压

可靠地阻止小规模和全面的攻击。在冷战后期，此原则
出现了一个称为抵消战略的变种，通过保证任何此类攻
击将由于美国的报复而无法达成其目标的方式，寻求阻
止一切形式的攻击，包括针对军事力量先发制人的攻击

威慑

使敌方不敢做其想做的事情

胁迫

迫使敌方做其不想做的事情

保证

使盟友相信安全保证是可靠的

再保证

使敌方相信只要其不做出挑衅行为，就不会遭到攻击

（Slocombe，1981年)。
核战略不止于威慑（见右表）。威慑是使用报复威
胁阻止敌方攻击本国或盟友。威慑可划分为中心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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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发展第一次核打击能力。这种猜疑彰显出有需要进行

在极端的案例中，人 工智能可能会破坏M A D的条

再保证——使敌方相信只要其不做出威慑所针对的行

件，使打赢核战争变为可能，但破坏战略稳定性所需要

为，就不会遭到攻击（Schelling，1966年）。

的条件则少得多。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中，人工智能的进

当敌方缺乏发动挑衅行为的重大动机时，就存在战

步只需要令人怀疑报复的可信度便足够。中美俄等核大

略上的稳定。5 战略稳定性有几种类型，可按不同的时间

国在维持中心威慑可信度上有着共同利益，但他们追求

尺度区分。当没有国家能够不畏惧毁灭性报复而突袭对

地区优势，以争取眼中的核心战略利益。可信度已然吃紧

手时，便会存在第一次核打击稳定性。通过威胁以第二

的领域，例如某些延伸威慑保证，尤其容易变得不稳定。

次打击力量进行全面自动报复，可以最有力地遏制这种

日趋多极化的战略环境，也在推动各种形式的竞赛，从

可能性（Cimbala，2002年，第66页）。相反，危机稳定性

而对稳定构成威胁。例如，美国热衷于发展跟踪和锁定
小型拥核国移动导弹发射器的能力，但中俄担忧这种技

旨在防止或管控危机期间的冲突升级，就像上世纪六十

术发展成熟后，可能会威胁到其较先进的报复力量。在

年代初在柏林和古巴发生的那样（Cimbala，2002年，第

爆发危机的情况下，动用或提供人工智能情报、监测及

98页）。在这些情况下，国家领导人承受着不能退缩示弱

侦察 (ISR) 或武器系统，有可能加剧局势紧张，增加冲

的巨大压力，但由于国家试图调遣核力量来传递信号，

突意外升级的可能性。最后，追求先进的军事力量会导

意外升级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在此背景下，适合用于

致军备竞赛的不稳定，即使这些技术并不可行，导弹防

最大化第一次核打击稳定性的大规模自动报复，可能会

御技术就是前车之鉴。

引发灾难。

人工智能为战略稳定性带来的挑战并非这种技术所

最后，当敌方军事力量没有可利用的劣势时，便会

独有，但却更为严峻，因为人工智能技术进展迅速，而且

存在军备竞赛稳定性。
（Cimbala，2002年，第110页）。

与核战略多有相交。人工智能可能出现的大多数具体应

国家会避开这些劣势，以管理长期竞赛的风险和成本，

用，例如ISR数据分析、控制自主传感器平台及自动目标

同时 避 免 影 响未 来的第一次 打击稳定性 和危 机 稳定

当敌方缺乏发动挑衅行为的重大动机时，就存
在战略上的稳定。

性。核战略难以制定的原因，就是这些目标的相互关系
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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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ATR)，数十年来一直备受追捧，但却超出了现有技

的进步，以及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崛起，人工智能在近年

术的能力范围。即使未取得进一步的突破，使用现有人

来突飞猛进，尤其以“深度神经网络”（即具有多个层级

工智能技术的增量进展，也能让这些追求已久的目标在

的神经网络）领域的进展最大（Goodfellow、Bengio及

可预见的将来成为现实。

Cour ville，2016年）。深度神经网络的性能提升幅度之

中俄似乎都认为，美国试图利用人工智能威胁其战略

巨，使其几乎成为了人工智能的同义词，但事实上旧范

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引发互相猜疑，而这在危机中可能会

式也持续取得进展，并广泛应用于商业和军事用途。近

造成灾害性后果。如Paul Bracken所指出，人工智能等技

期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工智能系统，例如击败世界围
棋冠军的Alphabet DeepMind的AlphaGo程序，就结合

术的持续完善有可能“削弱最低核威慑战略”和“模糊
常规战争与核战争的界限”（Bracken，2017年）。

了深度神经网络与穷举 搜索等旧技术。在人工智能的

冷战中的人工智能

够的智能，是否有可能克服贫穷和疾病等看似无解的问

人工智能先驱马文·明斯基将人工智能定义为“使机器

题——甚至是打赢核战争？

60年历史里，其支持者所寄予的厚望从未改变。有了足

做到假如由人类来做则需要运用智慧的事情的科学”

人工智能与核战争的交集在50多年前就成为了科幻

（Minsky，1968年，第v页）。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科学家

小说的陈词滥调，但两者在现实世界中的联系比这还更

开始研究人工智能以来，计算机重塑了人类对“智能”

早。最早的人工智能研究员深度参与了国家安全工作，并

的理解，而这个领域的界限也随之改变。人工智能也随

声称其理论研究很快会转化为实际的军事应用，从而获

着各种理论范式的兴衰而持续演进。从上世纪五十年

得政府支持。Claude Shannon在1950年的论文“编程让

代到八十年代，旨在复制高级人类推理能力的“符号”

计算机下象棋”中断言，让计算机玩这种历史悠久的游

范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随后被“联结主义”范式所取

戏，可以提供理论见解，让“能在简单军事行动中做出战

代，后者寻求用人工神经网络模仿人类认知的生物学基

略决策的机器”可以“在短期内”问世（Shannon，1950

础。在20世纪，这两种范式在实验室演示以外所取得的

年，第256页）。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研究人员在美国空

效果都不是很好。这导致在部分时期（有时称为人工智

军的支持下设计出最早生效的人工智能程序（Simon和

能寒冬），人工智能研究陷入经费短缺的窘况。归功于

Newell，1958年；Newell、Shaw和Simon，1959年）。这类

计算机科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计算和通信硬件和软件

机器的潜在应用不久便出现在战略理论家的著作里。五
9

十年代后期，Herman Kahn提出了“末日机器”的概念，

用人工智能加强针对军事力量的作战能力。上世纪八十

利用经过编程的计算机来识别不可接受的敌方挑衅并还

年代末期的一个研究项目可生存适应规划试验 (SAPE)

击（Kahn，1960年，第145–154页）。尽管Kahn原本打算

寻求利用当时的人 工智能技 术，让美国能够瞄准苏联

把这作为思想实验，说明实施核战略应避免的做法，但科

的移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SAPE不会直接控制核武

幻小说作者对智能计算机控制核武器的想法产生了浓厚

器，而是利用专家系统将侦察数据转化为核武瞄准计

兴趣，创作出无数小说和电影，例如《巨人》（1970年)、

划，然后由有人驾驶的B2轰炸机执行。SA PE只是一套

《战争游戏》（1983年）和《终结者》（1984年）。

预想系统和军备的一部分，如果实现，将严重挑战苏联
核武器的生存能力（Roland和Shiman，2002年，第305

虽然虚 构的惊悚片编造了计算 机支配核武 器胡作

页；Long和Green，2012年）。

非为的故事，但现实世界中运用人 工智能处理核战略
问题的尝试 往往平 平无奇。美苏官员都不愿把发 射决
策交给计算机，一方面原因是他们不情愿这么做，更希

人工智能与新兴的地缘政治秩序

望这个特权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则是用自动报

尽管20世纪的人工智能尚难以实现这些应用，计算能力

复应 对艰 难的战略问题（例如胁迫或 危机稳定性）并

近期的进步可望释放它们的潜力。深度学习等当代技术

不合理。唯一一次值得注意的例外来自冷战末期的苏

正推动机器视觉及其他信号处理应用显著发展，从而加

联。苏联领导人察觉美国期待掌握第一次打击能力，担

强自主性和传感器融合。自主性和传感器融合也许具有

心自己可能成为斩首行动的目标，所以想方设法确保资

极大的战略意义，因为这能大大提升人工智能情报、监

本主义侵略者无法 全身而退。6 据报道，苏联曾考虑研

测及侦察(ISR)、自动目标识别(ATR)和末端制导能力。这

发一个系统，在遭到第一次打击后，万一联系不到苏联

一切可能会严重削弱核大国保证其核力量生存能力的手

政治领导层，该系统会自动向美国发射尚存的洲际弹道

段。由于武器精度的提升早已削弱了发射井式洲际弹道

导弹。看起来，昵称“死亡之手”的全自动化版本被否

导弹的生存能力，中美俄都将核武器装备在被视为更有

决了，改成另一个名为“Perimetr”的版本，会自动把发

可能抵御第一次打击的潜艇和移动洲际弹道导弹上。如

射权限授予战地指挥官，但过程中始终需要人类参与

果技术使可生存力量（例如潜艇和移动导弹）能够被锁定

（Hoffman，2009年）。据俄罗斯媒体报道，Perimetr系

和摧毁，则一个国家更有可能会发动第一次打击。这会破

统仍然健在并利用了某种人工智能。7而美国则在探索利

坏战略稳定性，因为即使掌握这些能力的国家无意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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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它们，敌方也无法肯定这点。因此，这些军事力量仍

国家战略弱点的范围。8他们倾向于假定美国当前和未来

可能被用于在危机期间压迫潜在对手，从而令其让步。在

的军事力量将严重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使这种焦虑火上

危机期间，这种能力无需实际动用也能发挥政治作用。如

浇油。

Alfred T. Mahan所指出的，
“力量在其存在为人所知，但

核战略的一大挑战是 对手或 将一个国家的安全报

尚未动用的时候，是最有效的”（Mahan，1912年，第105

复力量视为第一次打击威胁或末日机器，并据此作出回

页）。只要敌方惧怕这种军事力量可能存在，就可以不战

应。例如，俄罗斯人大概会将斯塔图斯- 6视为最后的第

而屈人之兵——更强大的国家能够在危机中先发制人取

二次打击方案，利用人工智能自主绕过美国的防线，但

得胜利。因此，核打击瞄准能力对许多国家很有吸引力，

西方观察家则认为它是奇爱博士的“钴弹”。人工智能

尽管它有可能破坏战略稳定性。

的发展也促使俄罗斯加倍押注战略性能不理想的旧型

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在跟踪和瞄准及反潜战中实现

系统。例如，俄罗斯研发出RS-28“萨尔马特”导弹后，

新的突破，或者让高精度的常规弹药更容易摧毁加固的

重新投资于搭载分导式多弹头 (MIRV) 的发射井式大

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Holmes，2016年）。这种能力破

型洲际弹道导弹。根据现已废止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

坏稳定的作用特别大，因为决策者威胁使用常规武器的

武器条约，俄罗斯曾经计划弃用这类武器。西方战略理

可能性远高于任何类型的核攻击。在危机中，常规武器

论普遍认为分导式多弹头大型洲际弹道导弹会破坏稳

的威胁会令对手承受巨大压力，这可能会迫使其屈服，

定，因为它们是先发制人的理想武器，也容易受到先发

但也有可能卷入核战争。冲突可能升级的原因是，对手

打击。

认为需要在被解除武装前使用核武，以反击未能成功解

在新的千禧年之初，莫斯科认为能够通过主攻移动

除武装的攻击，或者只是危机导致意外动用核武。

洲际弹道导弹，弃用苏联遗留的大型发射井式导弹，确

美国的潜在对手（例如俄罗斯）很严肃地看待美国

保其核力量的生存能力。然而，俄罗斯领导人对美国可

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大幅提升打击能力的可能性。

能威胁移动洲际弹道导弹生存能力的忧虑，似乎促使他

过去几年，俄罗斯军事分析家一直在军方媒体上争论其

核战略的一大挑战是对手或将一个国家的安全报复力量视为第一次打击威胁或末日机器，并据此
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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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们需要考虑人工智能增加或减少蓄意或意外引发

日趋多极化的核环境也扩大了人工智能的

热核战争风险的不同方式。即使基于我们当前浅薄的理

潜在战略影响。

解，仍可以着手考虑某些新兴军事力量的影响及其相互
作用。

们改变计划，尝试通过在美国攻击期间发射核弹来保
证报复行动，而不是坐以待毙。这相当于采取攻击下即

专家对人工智能前途的普遍意见

发射反击的核态势，这可能令俄罗斯领导人承受在危机

如先前所讨论，有几种观点主导了研讨会的讨论。

中首先发射的巨大压力，从而增加冲突意外升级的可能
性。俄罗斯人认识到萨尔马特发射井不太可能独自抵御

预测人工智能的演化

先发制人的攻击，因此其生存能力依赖相关的主动防御

关于人工智能的演化，主要有四种看法，很难提供严谨的

系统。此系统代号为“莫济里”，其目的是在发射井一段

证据来证明任何一种看法优于其他看法。尽管如此，其支

距离外引爆敌方弹头，让其能够避免被核爆摧毁。

持者常常为此争论不休。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席研讨会的

日趋多极化的核环境也扩大了人工智能的潜在战略

专家都熟悉不同的看法，能够从所有角度提出论点。

影响。虽然冷战期间有六个国家拥有核弹，但其中五国

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出现的每种未来状态，第13页的表

将苏联视为主要敌人，因此战略秩序基本上是两极化。

格概括了每类专家意见有关核安全的共同观点。这些观

这种两极化为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提供了支

点和支持或反驳的论据在后续章节有进一步讨论。

持。现在有九个核武国家和多个间接互相影响的战略对
手。美国担心俄罗斯和中国；俄罗斯计划对抗美国和中

超级智能

国；中国视美国、俄罗斯和印度为潜在对手；印度卷入与

部分人预计超级智能是必然出现的状态，届时机器的智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战略竞争；而朝鲜几乎对每个国家来

力将远胜人类。牛津哲学家Nick Bostrom（2014年）等

说都是一个麻烦。

理论家认为，一旦超级智能出现，可能会有两种结果：超

发展适用于这些复杂多极冲突的战略稳定性理论，

级智能是善意的，解决了人类的所有问题，或者超级智

仍需要做大量工作。随着分析家研究这一难题的解决办

能会毁灭人类，不论是恶意的还是出于意外。Bostrom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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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反复自我完善的人工智能将极快地进化成超人类智

及人类。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可反复改编程序的软件系

能，同时几乎不会犯错。这种“智能爆炸”也许只需要几

统快速提升智能，达到其硬件所能支持的峰值，但无法

个小时或几分钟。

再进一步提升，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此情况下，核安全的作用变得微不足道：超级智能

在此情况下，根据相对于人类形成的确切能力，人工

如果是善意的，将从核战争中挽救人类；如果是恶意的，

智能最有可能被用于发掘其比较优势，而人类则会最大

核打击不过是千万种灭绝人类的方法之一。

化自身的比较优势。与人类一样，人工智能仍然会出错，

大多数人工智能专家似乎不认为超级智能即将或必

而可能出现结果的范围和影响主要取决于这种出错的

然出现，但许多支持者认为这值得关注，原因是其代价

性质。

和利益极其巨大，即使出现的可能性较低。

循序渐进的发展

有限的突破

第三种可能性是与上述相似的状态，但并非通过断续的

没有创造出真正的超级智能，人工智能也可能出现断续

人工智能跃进达到，而是循序渐进地发展达到。这种演

的跃进，机器的智力大幅提升，但至少在某些方面仍不

进取决于计算速度加快、硬件架构、算法发展、数据可

依专家意见判断的人工智能的不同前途
人工智能的潜在前途
专家意见派别

人工智能寒冬

有限的突破或持续递进的进展

超级智能

乐观派

有可能

数据不足，问题对高级人工智能来说仍然
太复杂

不大可能出现，但大概比人类更安全

谨慎派

不大可能

几乎无效的算法会引起对手警戒，如果使
用，有可能失败

最终必然出现，并有可能毁灭人类，不论有意或无意

颠覆派

中立

有可能造成人工智能彻底失败，或者造成
人工智能失败的能力可为稳定性提供保证

超级智能可抵抗颠覆和人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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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和成本的下降。这可以说是对人工智能近期趋势最

在可见将来仍将充足。有了如此高水平的投资，对进展

靠谱的解读，当从任意一个时间点来看，人工智能能力

的预测可能会自我应验，就像摩尔定律数十年来推动半

的提升似乎平平无奇，但从几年的时间段来看，提升则

导体发展那样（Mack，2011年）。此外，
“人工智能的稳

相当巨大——当把预测的时间范围扩大超过20年直到

定期”有可能在现今能力取得重大进展后出现，对核安

2040年，有关进展将会是惊人的，好比今天的互联网于

全造成许多与前两种情景相同的挑战。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普通人群中几乎无人知晓。
对核安全的预期影响

尽管从哲学或预防政策的角度来看也许区别明显，
但就结果和对核安全领域的影响而言，20多年持续递

本期《视角》主要聚焦于有限的突破和持续递进的进展

进的进展与有限的突破基本别无二致。与有限的突破一

两种情况，因为另外两种从核安全的角度来看不太相关。

样，人类和机器都可能存在有优势的方面，也仍然会出

有限的突破和持续递进的进展预测，可以概括为人工智

错，而这种出错性会带来风险。

能在更复杂和数据有限的任务中远超人类智能。对于这
种能力会给核安全带来什么影响，专家们莫衷一是。

人工智能的稳定期
几位研讨会参与者表达了最后一种观点，即人工智能在

乐观派

现有技术成熟后，可能趋于稳定。这种结果有别于过去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人工智能除了提升效率和透明度之

的人工智能寒冬，当时人工智能研究继续取得进展，即

外，不会深远改变现状。这种“乐观”看法的支持者往

使经费和大众的兴趣显著减少。例如，计算机硬件的发

往更注重技术问题，而非战略或政策。应当注意的是，

展可能会停滞不前，导致人工智能得不到实现理论潜力

虽然参与者包括全球最有才华的部分人工智能工程师，

所需的计算资源。

但与自身专业相比，他们很可能对人工智能安全性更感

当前活跃的人工智能研究员通常对这种想法持怀疑

兴趣，因此这种看法的代表性也许不强。乐观派更有可

态度，不过他们承认这是可以想象的。目前全球对人工

能认为核战争太过复杂，导致人工智能难有大作为，因

智能发展的直接投资水平空前高涨，未必可以持续，但

此人工智能对现有平衡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例如，乐

私人公司和中国等国家政府明确的投入水平表明，经费

观派断言即使到了2040年，人工智能也无法克服收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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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派

此外，
“人工智能的稳定期”有可能在现今能力

第三种观点的立场介于乐观派与谨慎派阵营之间，立足

取得重大进展后出现，对核安全造成许多与前

点是对人工智能易受对抗行动影响的担忧。这源自有关

两种情景相同的挑战。

对抗行动可能十分有效的理论考证。此观点所带来的结

据和区分真实系统或行动与诱饵的挑战。他们也更有可

论未必与人工智能进展有限或被视为有效但实则不然

能认为，识别和解读核升级相关决策输入数据的问题十

的情况相同，但两者存在重叠之处。

分宽泛，足以令其成为人工智能完全问题。换句话说，凡

在许多令人信服的求证中，旨在破坏机器学习算法的

是能够在此任务中做得比人类更好的计算机，将必须飞

少量对抗工作极具成效。部分研究人员认为这是机器学

跃至能够胜过全部人类。

习的普遍特性，并预期这个问题会持续多年。当有效的

谨慎派

跟踪和瞄准人工智能破坏稳定，导致武器扩散甚至更糟

处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谨慎派，他们倾向于认为人工智能

糕的结果时，如果对手相信自己能够利用这些对抗方法

将导致现有系统变得脆弱，或扰乱现有战略平衡以致

防止被探测，则会恢复对第二次打击力量生存能力的信

产生严重问题。这一阵营包括绝不会将 任何方面的核

任，从而重建战略稳定性。另一方面，行动方可能认为自

决策交托给一个计算程序。部分参与者过去曾经亲身

己能够破坏人工智能识别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的能

尝试设计实现相关目标的计算程序。在某些情况下，这

力，使这种打击成为可行的选项，从而破坏稳定。

些程序不合理及其无法考虑决策的情感和道德因素，
示例：跟踪移动导弹发射器

使参与者对人工智能与核问题的交集感到不安。谨慎派

人 工智能可能破坏战略稳定性的原因，并非其效 果太

还认为，人工智能只需要被视为十分有效，便会产生破

好，而是刚好足够增加不确定性。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会

坏稳定的作用——例如在跟踪和瞄准对手的发射器方

在本节介绍兰德公司早前研究瞄准移动导弹发射器问题

面。对手面对丧失第二次打击力量的可能性，将被迫先

得出的结果。

发制人发动第一次打击，或者扩充武器库，这两种结果
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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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靠的第二次打击的影响

从极近距离发射，就连常规弹药都会变成可行

大多数核大国青睐移动导弹发射器，原因是它们难以跟
踪和瞄准，所以被视为具备生存能力。这些导弹经常沿

的选项，从而显著增加先发制人打击军事力量

着公路或铁路移动，除非敌方一直追踪其位置，否则攻

的可靠性。

击它们的唯一方法（在武器部署到战场前将之摧毁的
第一次打击除外）是尝试用核武器瞄准其较大的巡航区
有些限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通过人工智能的进展克服，

域。即使是这种轰炸战略，也只有在导弹的可能位置至
少能够缩窄到一定范围，才真的切实可行。冷战时代针

但有些限制则不太可能在2040年前得到解决。例如，即

对苏联移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的计划，是把轰炸战略

使对目标位置了如指掌，机动目标在武器发射与抵达期

与苏联移动导弹规律的情报结合起来。

间能够移动。瞄准移动系统的武器也许能够飞得更快，

人工智能可为人工智能情报、监测及侦察(ISR)和分

更好地调整航向，但武器仍需要极其精密的末端制导能

析系统做出关键贡献，推翻这些假设并使移动导弹发

力，以大幅减少所需的武器数量。因此，即使图像处理

射器容易受到先发制人的打击。这种可能性令中俄的国

和目标辨识取得进展，仍需要许多大型武器，或者小型

防规划者忧心忡忡，因为这两个国家主要依赖移动洲际

武器需要从近距离发射。第17页的图显示摧毁移动目标

弹道导弹进行威慑。即使人工智能只是略微提升了整合

所需的各类弹头数量，武器有效半径介于0至5公里。尽

敌方导弹部署数据的能力，也可能严重动摇一个国家的

管其“杀伤半径”巨大，直径长达数公里，但要有把握地

安全感，从而破坏危机稳定性。目前，发展自动目标识别

保证摧毁一个导弹发射器，仍需要由弹道导弹投放多枚

(ATR)、传感器整合和信号处理所需的能力仍然极其困

热核弹头。例如，覆盖一个目标需要由飞行时间十分钟

难。然而，这些挑战可能处于足以使这些武器完全过时

的三叉戟II型导弹投放三枚475-kT W88弹头，或者五枚

与毫无可信度之间的尴尬处境。

100-kT W76弹头。然而，分析发现，从邻近目标的位置

艰难的技术挑战

发射的精确巡航导弹（图中的30-kT巡航导弹和200-kT

兰德公司构建了一个跟踪和瞄准对方力量的模型，当中

巡航导弹）只需一两枚弹头就能覆盖移动导弹发射器。

包括传感、图像处理以及武器速度和杀伤半径。9上述

从极近距离（即飞行时间只有几分钟）发射，就连常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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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目标所需的最小武器数量
5.0

1
所需武器

2

4.0

3

4

W88
弹头

5
MMIII
更新后

200-kT
巡航导弹

3.0

武器有效半径
（公里）
2.0

1.0

0.0

MMIII

11–20

W76
弹头

30-kT
巡航导弹

6–10

ATACM

>20

JDAM
0

15

30

最新的武器飞行时间（分钟）

此图显示摧毁移动目标所需的各类弹头数量，武器有效半径介于0至5公里。尽管其“杀伤半径”巨大，直径长达数公里，但要有把
握地保证摧毁一个导弹发射器，仍需要由弹道导弹投放多枚热核弹头。ATACM =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JDAM = 联合直接攻击弹
药；kT = 千吨；MMIII = 民兵III型。

药都会变成可行的选项，从而显著增加先发制人打击军

威胁的一线希望。即使跟踪和瞄准发射器的人工智能

事力量的可靠性。

系统较为先进，要对移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造成可信

这些发现表明，人工智能加上移动、甚至自主的传

的威胁，攻击部队的基地仍需要非常接近目标。即便在

感器平台，可以威胁移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的生存能

这种条件下，可实施攻击的“脆弱窗口”只会持续几分

力，从而破坏战略稳定性，但也留下通过军备控制防止

钟，机会一旦出现，攻击方必须抓住。担忧遭受解除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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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攻击的国家，将对这些部队出现在外围极其警惕，并

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日千里，在日益复杂的任务

可能让他们相信自己处于“不用则废”的境地。因此，

中有着超越人类的表现。

这类举动可能会导致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反而激发并
非任何一方本意的冲突。但是，这种不利的结果是可以

的规则。但DeepMind的研发人员一直努力设计一种能

避免的，方法是订立可核验的协定，禁止在移动导弹发

玩电脑游戏星际争霸的人工智能（Woyke和Kim，2017

射器的一定范围内建立基地或部署可用于解除武装攻

年），这款游戏模拟军事冲突，包括物流、基础设施，以

击的武器。

及各种难以规定的行动和战略。星际争霸也比核战争简
单得多，但到了2040年，预期人工智能系统也许能够以

示例— —人工智能作为可信赖的顾问

超人类的水平参与军事演习或演练的某些方面或阶段，

除了可能削弱对第二次打击力量的信心外，人工智能也

似乎也合情合理。一旦这种能力得到证实，做出指挥决

可能无意中影响国家的战争路径、升级和发 射决策能

策的人类有可能将人工智能系统的建议视为等于或优于

力。自主控制不大可能在任何本土发射器或指挥控制平

人类顾问的建议。这种可能未经验证的信任带来了必须

台上直接实施，但不需要这样做，人工智能也能发挥影

考虑的新风险。

响力。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计算机程序、模拟或数据分

有些研讨会参与者深信，人类不愿意让计算机左右

析程序被用于辅助人类决策。预计人工智能将更广泛用

核战争的决策，而有些人则轻易就能预想到人类 对这

于协助决策（通常称为决策支持系统）。

种想法会越来越放心。有趣的是，不同世代的参与者有
着不同的观点，意味着到2040年上位的人可能会对让出

人工智能在决策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一定的控制权感到更放心，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在未来

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日千里，在日益复杂的任务中有着超

数十年持续证明自己能够完成日趋复杂的日常任务。美

越人类的表现。Alphabet DeepMind的AlphaGo击败世

国人已普遍依赖人工智能作出驾驶路线决策、协助安排

界围棋冠军，就连人工智能专家和战略专家也感到惊讶

任务和回复简单电子邮件。危险的是，这些成功会让人

（Etherington，2017年）。当然，围棋中的决策比核战争

类形成无根据的信心，因为日常决策与核战争有着巨大

中的决策要简单得多；走棋是有序可循的，并且有明确

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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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行动对效能的限制

训练数据攻击

发展人工智能用于核战争相关任务面临着两大挑战。第

破坏人工智能的另一种方法是篡改训练数据。有几种办

一，从1945年美国轰炸日本令其无条件投降以来，核武

法能实现这一目标：由内鬼替换数据、黑客入侵替换数

器未曾使用过，而且从未发生过核交火。因此，完全缺

据、在公开数据中加入错误样本，或对手精心选择行为

乏真实的训练数据。但是，模拟、演练和演习可能有助

方式充当套路。
各种 研究已开 始 罗列 破坏 不同 机 器 学习算 法 的

于减轻这个问题，而且不应忘记，真实数据的缺乏也同

训 练 数 据 的 战 略 和 效 果（ Anderson等人 ，2 017 年；

样限制了人类的学习和决策。
第二个显著的特点是，导航或行程安排等共同追求

Biggio、Nelson和 Laskov，2012年；Kearns和 Li，1992

的参与各方有着成功完成任务的相同动机，而核战争天

年），但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而且可以预期会有更
多发现。当中许多研究工作是由杀毒专家群体牵头的，

然具有对抗性。有各种方法能破坏人工智能系统，而在

杀毒软件是其他具对抗性的少数应用领域之一——近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破坏手段似乎是一个有效的选

年来，这个 群 体已 从 基于 特 征 的 传 统 方 法 转 向 机 器

项。我们会简要讨论黑客攻击、训练数据攻击和操纵输

学习。有些 人 想 方 设 法 确 保 机 器 学习在 遭 受 数 据 操

入因素，举例说明现存的几种问题。

纵攻击后仍然有效，但这些研究工作仍处于初期阶段

黑客攻击

（Kegelmeyer等人，2015）。预计数据篡改在未来很长

黑客攻击并非人工智能所独有，但只要人工智能涉及到

一段时间里都会构成威胁。

计算机，则必须被视为容易被入侵。人工智能本身可以

操纵输入因素

被黑客攻击（如下文所论述），但举例来说，数据也可能

第三个破坏人工智能的机会来自其接受全面训练之后。

在输入、输出或从输出到显示的过程中被篡改。当然，

巧妙 地操纵输入因素，可促使高性能的人 工智能系统

在核战争中有一席之地的人工智能会得到谨慎保护，但

生成攻击者期待的结论。在图像辨识领域，这已得到证

也是一个高价值的目标。

实：通 过 对图像做出人类无法 察觉的细微修改，促使
人工智能将修改后的图像划分为攻击者所选择的类别
（Karpathy，2015年）。这在核问题上也许更困难，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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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确切知道所有输入数据或可能的分类。在图像辨识

人工智能的发展似乎不可阻挡，企业和政府纷

的案例中，对手的输入数据范围很简单，局限于像素。对

纷扩大人工智能的应用，包括攻击性和防御性

于其他任务，对手可能需要按特定规律调动部队或按特

的用途。

定顺序发表包含特定信息的声明，但仍然有可能——至
少在原则上— —“欺骗”经 过全面训练的人 工智能系

最终或逐渐——获得更多重视。凡是承担这些职责的系

统。重要的是，数 据操纵攻击无 须 对手进 入 经训练的

统，都必须通过严格测试，包括对抗测试。只有测试者

系统，因此即使是防护严密的人工智能仍然会受到攻击

能够预想对手可能制造的所有攻击时，才能在测试中充

（Paper not、McDaniel和Goodfellow，2016年）。要了

分有效模拟对手。尽管如此，所有部署的军事系统都面

解弱点范围以及哪些输入值、输出值和数据需要保护，

临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将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人工智能可能有一定的强化稳定作用
有限效果对核安全的影响

鉴于过去几十年来都没有发生核攻击，很容易把战略稳

在此前的跟踪和瞄准案例中，人工智能的威胁与破坏战

定性视为理所当然。虽然前述章节列出了人工智能的进

略稳定性相关，因为对手过分相信其效果，但相反的情

步可能损害战略稳定性的方式，但事实未必如此。人工

况也是成立的。在决策支持系统的案例中，利用人工智

智能的发展似乎不可阻挡，企业和政府纷纷扩大人工智

能的军队相信其有效的害处，比不相信其有效的害处更

能的应用，包括攻击性和防御性的用途。人工智能对这

大。对手也有可能相信自己能够破坏人工智能和避免报

些战略应用的影响只会逐步显现。人工智能有可能加剧

复，导致其走上会令冲突升级的路线，包括先发制人发

核战略不同方面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在有利的情况下也

动第一次打击。例如，对手可能相信自己发现了一种发射

会缓和这些紧张关系，强化战略稳定性。有核国家虽然互

和轨迹的模式，会让人工智能误判这是安全的，即使导

不信任，但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有可能为此展开协调。

弹正在飞向目标。
人工智能带来了一系列难以实时侦测的新弱点。但在
战争路径、升级甚至发射决策中，人工智能几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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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错性过后的时期

侵略国，也许敢于采取圉于不确定性而不敢发动的挑衅

研讨会参与者认同，在人工智能形成新的能力（例如跟

行动。

踪和瞄准或有关冲突升级的决策支持）后是风险最大的

情报收集和分析的准确性提高，也可能使威慑、保证和

时期。在这个试用期，较有可能出现错误和误会。随着

再保证更可信，从而巩固战略稳定性。如果潜在对手秘

时间推移和技术进步，这些风险有望减小。如果主要的

密谋 划攻击的机会减少，威 胁对本国或盟友动武的可

启动能力是在和平时期开发出来的，则可以合理预期其

能性将会下降。如果战略伙伴能获取更全面的情报和分

会在原可首次投入战场的时间后持续取得进展，从而有

析，则能更容易让他们放心。随着保证所需要的力量减
少，美国这类核大国可以裁减核武器库规模，这将加强

时间提高其可靠性或充分了解其局限性。最终，人工智

对敌方的再保证。这个过程可能会形成良性循环，最终

能系统所形成的能力，虽然可能会出错，但概率要低于

极大降低战争风险。遗憾的是，这个结果的实现需要极

人类，因此在长期具有稳定作用。

幸运的条件，而不论人工智能技术处于什么状态。首先，
确保战略稳定性的潜在合作

所有行动方需要获得均等的情报和分析能力。在新兴情

使核战争风险持续存在的其中一项因素，是第一次打击

报不对称的局面中，较弱的国家很可能认为自身很容易

稳定性所要求的保证报复（这促使政府采取“攻击下即

受攻击，并对对手的疑心加重。此外，对手国家的意图必
需是真正的善意。最后，官员对情报收集和分析系统（包

发射反击”的核态势）与可能发生意外或失灵之间的矛
盾。例如，1983年苏联的预警系统失灵，
“探测到”不存

括非人工智能的部分）的信心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为实

在的美国攻击（Hoffman，2009年，第6至11页）。尤其是

现人工智能促进战略稳定性的潜力，随着这项技术的成
熟，各国需要开始互相协调，以避免跌入陷阱。有关的

在危机情况下，这样的事故可能会促使官员下令对子虚

讨论应包括外交和军方官员，以及技术专家。

乌有的袭击进行报复还击。人工智能可通过协助创建更
可靠的预警系统缓和这个矛盾。而更强的第一次打击稳

彻底透明化

定性有助于减小危机意外升级的危险。即便如此，这种

在一个非常乐观的可能性中，用于支持事态升级相关决

信任可能是好坏参半。自认为能够预测事态会否升级的

策的人工智能算法有可能和对手分享。这种彻底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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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伴随着多种风险。随后，对手或许会执行不可取的行

部分专家担忧，对人工智能的依赖加大可能会导致

动，直至升级到阈值的边缘。它也可能会破坏人工智能。

新型的毁灭性错误。有可能被迫在技术成熟前使用人工

同时，任何用于辅助上述决策的人工智能，都需要通过

智能；人工智能也许很容易遭到对手破坏；或对手可能

广泛的测试，包括对抗性测试。在任何情况下，设计人

认为人工智能的能力比实际更强，导致他们犯下灾害性

工智能时，努力保证它在敌方获得算法时仍然安全，是

的错误。

一个良好的做法；假定对手得不到它是很危险的想法

另一方面，如果核大国成功建立与人工智能所带来

（Kerckhoff，1883年）。如果人工智能计算机系统在投

的新能力相匹配的战略稳定性，机器可以减少猜疑和减

入实战前必须达到如此高的健全性标准，广泛散布也许

缓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降低核战争风险。
目前，我们无法预计这些情景中哪一个（如有）会实

能减轻顾虑，以及使错误判断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

现，但我们需要在这些挑战变得严峻之前，开始考虑人
结论

工智能对核安全的潜在影响。在未来数十年维持战略稳

整体而言，研讨会参与者认同，到2040年，人工智能有

定性也许极其困难，所有核大国都必须参与制度建设，

很大的潜力推翻核稳定的根基并削弱威慑力，在日趋多

以帮助控制核风险。实现这个目标将需要极幸运的技

极化的战略环境中尤其如此。排除了好莱坞常见的邪恶

术、军事和外交措施组合，以及对手国家的配合。我们希

人工智能试图用核武器毁灭人类的情况后，专家们转而

望这期观点能引发有关的讨论，并针对这些富有争议、

讨论能力提升所产生的较为平凡的问题。所讨论的人工

经常两极分化的课题，开创通向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

智能应用包括跟踪和瞄准对方发射器以打击军事力量

道路。

的能力，以及将人工智能整合进决策支持系统，为决定
是否使用核武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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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znobishev、Potapov和Skokov（2008年）。普京持续重

附注

复这种说法——例如，在他2012年的声明中，
“俄罗斯对
1

美国全球的反导弹防御设施及在欧洲的组成部分的军事

在本期《视角》中，我们使用非正式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技术应对将是有效和非对称的”（普京，2012年）。

一词，它包括与人工智能广泛相关的研究项目所取得的

2010年《核态势评论》指美国核战略的目标是“加强对

许多计算机科学成果，即使这些成果最终与模拟人类智

5

慧一事本身关系不大。这些项目产生了模式识别算法、新

朝鲜等地区对手的威慑力”，同时“巩固与中俄的战略

的编程语言、自然语言处理，以及各种其他在过去几十年

稳定性”。然而报告没有提供“战略稳定性”的简要定义

被称为人工智能但早已进入主流计算技术的功能。

（美国国防部，2010年）。

2

6

俄罗斯媒体账号称斯塔图斯-6采用人工智能实现自主

美苏各自追求发展先发制人的打击力量，如果看来即将

能力。例子可见Tuchkov（2016年）和“Ros- siiskii

受到攻击，可用于解除对方的武装，但这应当与用于突

proekt‘Status-6’meniaet sootnosheniia iadernykh sil

袭的第一次打击力量区分开来。实际上，很难区分先发

v mire”（2016年）。后一篇文章称斯塔图斯-6“配备了人

制人攻击与第一次打击所用的战略力量，导致两个超级

工智能”，能够沿着“原本不可达的路线”避开反潜作战

大国的官员担心对方可能在谋划启动核战争。

措施，攻敌不备。

7

3

家媒体上出现。例子见Timoshenko（2015年）和Valagin

按照一般的说法，我们用通俗的语言包括符合人工智能

关于Perimetr利用某种人工智能的说法反复在俄罗斯国

定义的未来和近期发展，但不包括有很长应用历史的发

（2014年）。

展，即使这些任务在过去需要人类。

8

例子参阅Akhmerov、Akhmerov 和Valeev（2016年）。

9

兰德公司未发表的研究报告，作者为Brien Alkire和Jim

4

在冷战最后几年，苏联选择发展专门的导弹技术来反制

美国未来的导弹防御设施。有关俄罗斯就苏联对罗

Powers。

纳德·里根战略防御计划的“非对称应对”的解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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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视角》报告

RAND Ventures

我们谨此感谢兰德公司全球风险与安全中心以及中

兰德公司是一家解决公共政策挑战的研究机构，旨在协

心 主 任 Andrew Parasiliti发 起 这 项 研 究 工 作 ， 并 感 谢

助推进全球社区的安全、卫生与繁荣事业。兰德公司致

RAND Ventures的资助。对于Angela O’Mahoney和 Bill

力于公共利益，属于非营利性、无党派组织。

Welser全 程 提 供 的 指 导 ， Sonni Efron、Doug Irving和

RAND Ventures是投资于制定政策解决方案的机构。

Greg Baumann协 助 搜 集 素 材 ， Hosay Yaqub为成功举

慈善捐款支持我们高瞻远瞩、处理棘手、经常富有争议

办有关活动所做出的努力，在此一并表示谢意。最

的课题，以及通过创新和有吸引力的方式分享我们的发

后，我们还要感谢研讨会参与者，根据查塔姆宫守

现。兰德公司的研究结果和建议以数据和证据为基础，

则略去与会者姓名。

因此不一定反映其委托人、赞助商或支持者的政策偏好
或利益。

2040年安全局势

这项事业的资金来自兰德公司支持者的捐赠和经营

本《视角》报告是RAND Ventures一项倡议的一部分，

收入。

以预想2040年全球的关键安全挑战，考虑政治、技
术、社会和人口趋势的影响，它们将在未来几十年

关于作者

左右这些安全挑战。本项研究在兰德公司全球风险

Edward Geist是兰德公司的政策研究副研究员。他此前

与安全中心内进行。

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 (CISAC) 麦克阿瑟

兰德公司全球风险与安全中心

基金核安全研究员，以及兰德公司华盛顿分公司的斯坦

全 球 风 险与 安 全 中心 在 兰 德 公司开展 多学 科 研 究

顿核安全研究员，2013年5月从北卡罗来纳大学取得俄罗

和 政 策 分 析，应 对 全 球 安 全 的 系 统 性 风 险。中 心 利

斯历史学博士学位。

用 兰 德 公司的 专 业 知 识 补充 和 扩展 兰 德 公司 在许
多 领 域 的 研 究 ，包 括 安 全、经 济 、卫 生 和 技 术 。众

Andrew J. Lohn是兰德公司的工程师。他运用各种数学和

多 杰 出 的 商 业 领 袖 、慈 善 家 和 前 政 策 制 定 者 提 供

机器学习技术来提供对高技术性政策问题的新见解，例

建 议 并 支 持 中心 的 工作，其 研 究 重心日益 趋 向 全 球

如，网络战、人工智能或无人机投递。Lohn持有加利福

安 全 趋 势以 及 颠 覆 性 技 术 对风 险 和 安 全 的 影 响。

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博士学位。

有 关 兰 德 公司全 球 风 险 和 安 全 中心 的 详 情，请 访 问
www.rand.org/international/cg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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