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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 年“元宇宙元年”以来，一个 30 年前提出的概念成为当前各行业热议的焦点，引发

人们对科技前景和未来人类社会遐想，这是继互联网、虚拟实在和人工智能之后，又一次激发人

类对于生存问题持续追问的新技术，因此，“元宇宙”不只是一项新技术，还是人类探索自身存

在问题的“门洞”。本专题的 5 篇文章是在 2022 年 1 月 15 日，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思与言小

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以及《哲学分析》编辑部联合主办“元宇宙中的科学、技术与哲

学”跨学科工作坊基础上邀约的，旨在促进哲学成为“元宇宙”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为

新的技术革命提供哲学与伦理学支撑。第一篇是翟振明教授的“元宇宙的哲学预设”，文章从中

山大学人机互联实验室体验开始介绍元宇宙的哲学基础，对查尔默斯对其观点的误读给予了澄清，

并提出“造世伦理学”及相关的八个伦理问题。第二篇是陈晓平教授的“元宇宙的哲学基础及其

伦理问题 —— 兼与翟振明教授商榷”，文章指出元宇宙的本体论原理可以派生出元宇宙的四项

基本伦理学原则，进而指出翟振明教授的“造世伦理学”在理论上存在不协调，因而会陷于困境。

第三篇是李珍教授的“真实的自我与虚拟的身体：元宇宙中虚拟化身的具身性研究”，文章通过

深入探讨元宇宙中意识主体、真实的身体和虚拟的身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推进心身关系问题的当

代研究。第四篇是崔中良副教授的“元宇宙中深度沉浸感的生成本质与基础”，文章从时间的沉

淀性、空间的扩展性、感知主体的行动具身性和认知的延展性四个方面探讨元宇宙深度沉浸感产

生的本质与基础。第五篇是薛少华副教授和王宇轩博士生合写的“从神经罗塞塔到数字巴别塔：

元宇宙的终极入口在哪里？”，文章从元宇宙的概念出发，勾勒数字时代的新巴别塔，提出脑机

接口技术是进入元宇宙终极入口一个富有前景的候选者。希望通过本专题对于“元宇宙”这一热

问题的冷思考，促进学界对当代数字智能社会所面临的技术、哲学和伦理学挑战进行深度关注，

也为未来元宇宙社会可能引发的人类生存方式问题做必要的理论准备。

                                                                                                                       （专题策划：王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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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宇宙概念已被扩展现实概念覆盖，而扩展现实就是网络化的虚拟现实加物联网，以主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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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为中介。这就引出了一个人体替的新概念，人体替就是主从机器人的从方。如此看来，我们就可以

在扩展现实中生活和发展，可以选择不离开虚拟世界而欢度一生。这里，有一系列的哲学预设，本文就

这些预设做出基本的澄清。同时，也会有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应运而生，这包括造世伦理学和其他一些基

本的伦理问题，我们有责任建立起这一全新的学术领域并探索其中的基本原则和规则。

关键词:元宇宙  扩展现实  虚拟现实  造世伦理学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Metaverse is covered by that of Expanded Reality. Expanded Reality is networked 
VR combined with IoT, which is mediated by Master/Slave Robot as the operating device. This leads to the 
new concept of Avator as the slave part of the device. Thus understood, in the Expanded Reality we can live and 
prosper in it and do not have to leave the virtual as a possible option. Then a range of ethical issues arise and we 
have to deal with these issues and establish a new academic field and explore its basic principles and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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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虚拟-现实”的
无缝穿越实验

中山大学人机互联实验室可以让你感受一

次身临其境的实验体验。当你和其他两个人进

入一个实验室，坐上一辆高尔夫球车，戴上被

改装过的头盔。高尔夫球车起步了，往前开，

你看见某个熟悉的教授及其他教授的办公室，

长 安 街， 天 安 门， 歌 剧 院，UFO 飞 碟，UFO
上的翟教授……你和对面的人打招呼和朋友聊

天，畅游一番后，然后一起回到中山大学的校

园。驾驶员让您摘下头盔，你回到实验室。你

愣在原地，回想刚刚发生的一切，什么时候从

真变假？从现实变成虚拟？这一切的感受是真

真实实地发生着，一开始从现实到虚拟是无缝

的，现在从虚拟出来回到现实也是无缝的，技

术模糊了我们对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和感知，这

是一次无缝穿越实验。这个无缝穿越实验正是

元宇宙开始的雏形，在这个无缝穿越实验中涉

及元宇宙哲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比特世界与

原子世界的无缝对接、AI、VR、ER 概念中的

哲学预设、元宇宙造世中的伦理问题。

二、元宇宙：
比特世界与原子世界的无缝对接

上述的无缝穿越实验说明元宇宙的一种进

入方式，即通过各种设备无缝从现实世界进入

虚拟世界。元宇宙涉及两个世界的共生，一个

是虚拟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或者称一个是

比特世界，一个是原子世界。元宇宙的技术要

实现从实到虚和从虚到实，从原子世界到比特

世界和从比特世界到原子世界的无缝穿越，依

赖各项技术的发展，如人工智能技术、交互技

术、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区块链技术

等等，但需要澄清的是，每项技术发展的基本

节奏不同，未来发展的前景也是不一样的。

1. AI 技术中的自我意识难题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戴着 VR 头盔和一台

计算机戴着头盔的区别在哪里吗？人戴着 VR
头盔有虚拟世界，以计算机为代表的 AI 智能机

器戴着 VR 头盔却没有虚拟世界。为什么呢？

人带着 VR 头盔，能够进入虚拟世界，这个虚

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对照，是因为我们设定现

实世界中的人有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与虚

拟世界中的意识相连通。人工智能带上 VR 头

盔却无法产生一个与虚拟世界对照的现实世

界中的自我意识。但也有学者尝试论证强人

工 智 能 可 以 有 自 我 意 识， 如 波 斯 特 姆（Nick 
Bostrom）在《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

对策略》一书中指出人工智能最终如果发展到

“超级智能”，这种超级智能是超越人的智慧，

超越人的意识，自然也会产生超越人类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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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自我意识。但波斯特姆只在书中描述

超级智能是一种与智能相对应的，具有功能性

更好一点的智能，并没有论证人工智能生命体

是一种以第一人称视角，内在自我意识呈现的

智能生命体，也没有说明这种智能现象的本质

是什么。对此，我在“‘强人工智能’将如何

改变世界——人工智能的技术飞跃与应用伦理

前瞻”一文中进行了详细地回应。[1] 我的基本

观点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发展，但出现自

主意识的强人工智能却很难得到论证。强人工

智能 AI 的认证判准是：

如果人工智能系统不能按照量子力学

中的非定域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证

明人工智能系统中的精神意识存在，那么

无论人工智能中可观察的行为与人类行为

如何相似，都无法认定为人工智能的自我

意识。[2]

在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领域，包括计算

主义在内的物理主义都比较推崇“定域原则”

（Locality Principle）。受定域性原理影响的“计

算主义者”“物理主义者”认为意识神经元可

以通过物理主义还原，人的意向性、自由意志

等问题都可以通过物理因果关系模型进行解

释。在这种定域性原理的框架下，物理主义预

设整个物理系统都可以被分解为单个独立的局

部要素的集合，物理系统中的各要素仅同其直

接邻近的物件发生相互作用。这种预设后来被

计算主义承接，只不过相较于物理主义重视分

析要素，计算主义更重视符号关系，这种符号

关系对意识现象的产生和关联的机理不是纯逻

辑的关联，而是实质性的关联。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哲学家查尔默斯基

本上和波斯特姆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模拟

智能很可能是有意识的，但也有一定的保留意

见，因为他认为意识可能不依赖于作为物质的

材料，或“基质中性”。但查尔默斯和波斯特

姆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意识根本不能被模拟，

因为所谓的“模拟”意识与意识本身没有区别，

它可能与所谓的物理“实体”无关，或者它可

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实体”。因此，我在“心

智哲学中的整一性投射谬误与物理主义困境”

一文中指出“物理主义”“计算主义”连最基

本的意识感知现象（比如说双眼综合成像）都

解释不了，因为这类现象中涉及的同一时空点

的变量的个数远远超出在局域性预设中每个空

间点可容纳的物理变量个数。“计算主义”“物

理主义”的论证混淆了“内在描述”与“外在

描述”之间的区分，会陷入“整一性投射谬误”。
[3]

概而言之，以定域性预设为前提的物理

主义和计算主义原则上不能解释人类的意识现

象，而非定域性的理论架构才有可能对意识现

象做出相应的解释，这才是量子力学解释意识

的一个相对有希望的框架。我们不知道意识从

何而来，但我们确信它不是基于牛顿框架下所

理解的物理物质，完美的模拟是在牛顿的框架

下完成的，因此可能与意识无关。近年来，彭

罗斯和斯塔普等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斯塔普

说：“没有定域原则为限制条件的量子力学，使

得内在描述无需观察者的投射就可以具备外在

描述的功能”。[4] 
2. 脑机接口技术的使用边界

脑机接口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荷塞·德尔

加多（Jose Delgado）设计的无线电遥控的脑

部电刺激仪实验。他将 1-2 根电极的脑机接口

植入公牛，成功让一头愤怒的公牛掉头逃走。

后来，脑机接技术被应用于刺激和恢复大脑的

神经功能，治疗感知恢复、运动恢复、脑控轮椅、

阿尔兹海默症失忆患者等医学难题。2020 年，

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加大对脑机接

口技术的研究，并引发对脑机接口技术扩大化

的争议。在元宇宙的讨论中，脑机接口技术是

否能实现比特世界和原子世界的有效对接，或

者说人机的高度互联作为元宇宙沟通现实世界

与虚拟世界的有效通道吗？

在元宇宙，数字技术时代出现的信息泄露、

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算法歧视等问题仍然存

在，元宇宙的人机互联会在人联网和物联网之

间进行。人联网是通过网络把人联结起来的虚

拟世界，在人联网的虚拟世界平台中，每个人

通过人的数字替身（人替），以实时受控三维

形象的方式将人与人集结在一起，进行交流与

元宇宙的哲学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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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活动。而物联网则是在虚拟世界中把人

造物，自然物、虚拟动物等一切虚拟物接入到

一个更大的虚拟空间中。[5] 在人联网和物联网

的互联中，我们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其

一，认知信息，通过外部世界给人提供判断的

原材料；其二，控制信号，对外部世界对象按

照主体的需求发生改变（或者保持）周边环境，

即控制系统的脑神经信号；其三，对信号做出

回应，并发出信号。人的自然感观监视、接受

认知信息，进行判断和认知，然后通过大脑神

经元发出信号；其四，信息与信号在概念上不

可混淆，否则人就会被物控制，泄露个人信息，

出现数据信息安全问题。我认为脑机融合有很

多不可控的偶发性因素，比如：机器控制人的

自我意识，人变成机器；又或者自我意识被外

来的控制信号干扰，从而被控制或者被整个抹

除使人成为 zombie，成为邪恶的工具。

因此，元宇宙技术的发展不能违背最基本

的伦理共识，即康德伦理学主张的“人是目的”

的基本伦理原则。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发展

中，我主张人机关联要遵循“不对称原则”来

保证元宇宙技术中人的主体性。在科学哲学领

域，拉图尔依据“对称原则”提出行动者网络

理论（ANT），认为通过行动者的磋商、征募、

转译，可以让所有行动者有意识地建立行动者

网络，因此，应当依据“对称性原则”看待人

类与非人类（研究对象、虚拟人等）。[6] 相反，

我认为“不对称原则”才是人机互动、人机互联、

人机融合的基础性原则。数字技术发展中的“不

对称”即为信息主体与信息客体之间的信号不

对称，具体可以表述为：[4]

（1）从主体到客体这个方向，控制信号越

畅通越好，信息密封度越高越好；

（2）从客体到主体这个方向，信息越畅通

越好，信号阻滞度越高越好；

（3）如果上述两原则被破坏，需要以最严

苛的程序保证主体的主导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脑机接口并不是对

接比特世界和原子世界进入元宇宙好的方式。

它所面临的伦理争议和控制风险非常大，甚至

会导致人类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毁灭。相较而

言，我更倾向于主张发展可穿戴的物理设备发

展元宇宙。

三、扩展现实：
元宇宙技术中的哲学预设

在元宇宙的技术建构中，要避免脑机接

口技术对人自我意识的控制，我更主张利用可

穿戴的物理设备，传感器、光学仪器，以沉

浸式的方式模拟、增强和扩展其现实性，从

而实现元宇宙多重平行世界的建构。在虚拟

现 实（Virtual Reality， 简 称 VR）、 增 强 现 实

（Augmented Reality， 简 称 AR） 和 扩 展 现 实

（Expanded Reality，ER）中，有哪些哲学预设

是我们需要探寻的呢？

虚拟现实技术以高性能的智能技术 , 结合

传感器、光学仪器等为个体的认知心理等组合

创建出一个有形和无形的虚拟实在空间。在虚

拟空间中，主体通过数字替身完成主体对虚拟

世界的再创造，而现实世界的主体可以沉浸、

并与之发生交互作用。可以说，虚拟现实（VR）

的运作有两条基本定律：

虚拟现实的第一定律是个体界面定律：

人对感官刺激后的时空结构及其内容的感

知，只随刺激表面的物理-生理输入和其后

的信号呈现过程而变化，而不随输入之前

或之后刺激界面之外的任何变化而变化。[4]

在这一定律中，个体界面指可以被感觉器

官感知的界面，如视网膜是视觉界面，耳膜是

听觉的界面。人的感官界面是第一人称与第三

人称的分界面。以视觉为例，视网膜外边是第

三人称的客体世界，进去就是第一人称的主观

世界。更重要的是第一人称世界不是第三人称

世界的一部分，第三人称世界是客观世界，而

第一人称世界是主体世界。我在前面已经论述

过除非以量子力学原理来设计它，才有可能突

破第一人称主观世界与第三人称主观世界的界

面联结，否则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是必须的，而

不是可选择的。这个刺激界面（视觉上就是视

网膜）是无限小的空间，是一个理论空间，不

是实际上的空间。也就是说，这刺激以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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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识发生作用，才有了第一人称的世界，亦

即虚拟世界。只要视网膜上发生的信号的内容

和自然刺激的内容是相同的，它就能得到整个

世界的虚拟世界。

虚拟现实的第二定律是人际协变定律：如

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同一个物理世界中，通过

对物理和时空结构以及因果关系的实时计算协

调我们不同感觉器官表面的刺激，获得共存的

沉浸式体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那么，这种虚拟生成的感官体验在原则上与原

子世界中的自然体验毫无分别。

第二个定律是关于在网络化的虚拟现实

中，不同的人为何可以获得共处同一空间知觉

的原理。它说明我们不同人的不同感官，包括

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等不同感官，通过编

程技术的协调，获得共处在同一个物理时空，

交互主体之间的沉浸式体验。这种虚拟现实的

体验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基础部分，一个是

扩展部分。虚拟现实的基础部分，可以借助虚

拟设备，通过遥距操作功能操纵虚拟现实中的

物理因果关系过程；而在扩展现实部分则不再

具有遥距操作功能 , 扩展现实中的活动是虚拟

世界中的创造性活动 , 这种创造性活动是虚拟

现实世界中最精彩的部分。从虚拟现实到扩展

现实才有元宇宙最具吸引力的开始，此时时空

结构的形而上学层次才被虚拟出来，才基本有

了元宇宙的萌芽。

元宇宙要沉浸现实，要增强现实，尽可

能在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等各种感

觉器官上接近真实的物理世界。目前，Oculus
的头显设备，Meta 的仿生眼专利，美国卡内

基梅隆大学开发的 Reski 触摸感应机器人皮肤

都增强了从虚拟到现实的视觉直接可见性和听

觉直接可听性。但我更想论证元宇宙的可扩展

性 —— 扩 展 现 实。 和 VR、AR 一 样，ER 也 是

元宇宙发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相较于

VR、AR 不一样的是，它可能比元宇宙概念覆

盖的内容更多，可以构造是一个无限延展的世

界。

扩展现实通过人联网——网络化的虚拟

现实——物联网（IoT）相互联结、叠加与扩

展。扩展现实中有可能构造一个纯粹模拟的世

界，也有可能扩展为一个终极的、重建的世界。

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中的因果过程相关，通过

主从机器人连接物联网，也就是说人通过主从

机器人的从方人体替（Avator）控制物联网中

的各种设备。在这个世界中，有一个用户直接

操纵的，具有主体表征的数字替身，我称其为

“人替”（Avatar）。“人替”和“人体替”不同，

“人替”是虚拟世界模拟真人制造出来的虚拟

人，与现实社会中的个体相互对应，也有人称

其为数字替身，“人体替”是数字替身的替身，

是以物的存在方式执行“人替”在虚拟世界中

的命令。“人替”是元宇宙的主体性表征，也

是可以在元宇宙中与原子世界物理身体在物理

空间重合的主体性存在。除此之外，在元宇宙

的扩展现实中，元宇宙还会创设或者用户自己

创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摹拟人，我称之为“人

摹”（NPC）。此外还有用户离线或脱线状态下

选用人工智能驱动的多个“人替摹”（Avatar 
agent）。与之相对应的元宇宙世界会产生物替

（Inter-sensoria）， 物 摹（Physicon）， 动 物 替

（Animal avatar），动物摹（Animal agent）……

等，原子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在元宇宙世界中都

能完成其“替”和“摹”的建构。这样就会发

展出 ER 扩展现实的基本原理。

当虚拟现实中的个体不仅可以在元宇宙世

界中有沉浸式的体验，而且还可以操纵物联网，

可以通过主从机器人的从方人体替 Avator 操纵

机器。个体如果不退出，可以一直生活发展在

扩展现实之中，不断延展、建设、再造元宇宙。

扩展现实是对虚拟现实在元宇宙中的延

续。在虚拟现实的基础部分，个体可以通过操

作“人替”完成元宇宙中的工程作业。这个“人

替”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是现实世界个体

主体性在虚拟世界中的延展。假设“人替”在

虚拟世界中受到伤害，那么对应原子世界中

的个体也会受到伤害。但在虚拟世界的扩展部

分 , 不仅有代表原子世界个体的“人替”, 还有

由编程技术设计出来的“人摹”“人替摹”“物

摹”……。这是扩展部分与基础部分的最大差

别，扩展部分不具有与基础部分相同的本体论

元宇宙的哲学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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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在原子世界中也没有基于物理因果性

的对应物，其行为活动完全由程序决定。“人

摹”“人替摹”“物摹”不是能动者，没有自我

意识，也不能感觉或经验到任事物。

扩展现实可以直接控制物联网，在虚拟

世界中遥距操作物理世界中的设施，但扩展现

实中的主体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摹”，因此，

在进入扩展现实的构建时，需要划定伦理边界。

元宇宙建构的底线伦理是不能由物操控人，让

“人摹”“人替摹”或物联网控制“人替”，也

不能由数字平台、数字公司或其他来操纵个体

的主体选择。因此，在以扩展现实为基础的元

宇宙建构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建构一个“人

替”为中心的元宇宙伦理文化，这种伦理文化

的建构决定着元宇宙未来发展的持久性。

四、元宇宙扩展现实世界的伦理问题

美国斯坦福大学虚拟人机交互实验室创始

主任拜伦森（Jeremy Bailenson）对元宇宙、虚

拟现实一直秉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虚拟现实

不是让我们远离现实，而是通过虚拟世界丰富

我们的现实世界，提高我们的学习和沟通能力，

增强我们的同理心和想象力，并使我们更好地

对待自己、他人、现实世界。[7] 我对虚拟现实

技术未来的前景是看好的，我还专门列表来预

测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但我对在虚拟现实技

术上创立的元宇宙确实忧心的，最大的忧虑来

自于伦理的考量。元宇宙世界中的是非、善恶、

可行与不可行、应当与不应当与现实世界有很

大的不同，元宇宙想要创造一个可能世界，而

在这个可能世界中，如果脱离理性根据和伦理

考量，元宇宙的可能世界会变成一个糟糕的可

能世界。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元

宇宙的造世伦理学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探讨。

元宇宙显然不会复刻现实世界的伦理规范，在

拓展现实世界、数字虚拟世界、多重数字虚拟

世界中会遇到许多新的伦理问题。

1. 伦理主体：责任主体的双重身份与多重

交替

当前现实物理世界中的伦理规范，无论是

后果论、义务论，还是美德论，都是围绕有自

由意志的道德主体——人展开的。元宇宙的造

世伦理学需要建构的是以“人替”为中心的伦

理规范。“人替”作为元宇宙世界中具有道德

主体地位的虚拟个体会面临两个方面的伦理难

题。其一，同一责任主体的双重身份问题。[5]

通常情况下，在现实世界中，有道德责任和法

律责任的主体是重合的，是明确的，是受当下

伦理规则和法律规范作用的，但在虚拟世界中

这种明确性和重合性可能变得模糊。比如元宇

宙中的年龄遮蔽、性别互换等问题在虚拟世界

中如何运用道德和法律的规制。显然现实世界

的伦理原则和法律规范不一定能解决虚拟世界

中的冲突，因袭需要考察虚拟世界新的原则和

新的规范，那么这个新原则和规范是什么 ? 设

定的依据是什么？如何证明其合理性和普遍有

效性？其二，“人替”“人摹”“人替摹”之间

不同责任关系的界定责任问题。在原则上，虚

拟世界中的“物摹”和“物替”没有被设计成

与“人替”一样，可以在外形、特征、功能等

任一方面与“人替”进行区分，但是，这并不

是虚拟世界的强制原则。这也就是说上是，元

宇宙的设计中如果没有特别规定，完全一样的

“人替”“人摹”“人替摹”是极有可能存在的，

如果这几个完全一样，在虚拟世界中如何进行

道德责任的区分。事实上，在虚拟实在的赛伯

空间里 ,“人摹”与“人替”在本体论上是不对

等的，“人替”才具有道德责任，“人摹”“人

替摹”并不具有道德责任。但如果强制要求对

“人替”“人摹”“人替摹”之间进行外形、特征、

功能的区分，也会妨碍“人替”的道德自由。[8]

而且在从技术层面上，衡量“人摹”与“人替摹”

的设计是否成功，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其行为表

现无限接近“人替”的行为表现。因此，当“人

摹”与“人替摹”的技术逐日完善，用户逐渐

失去区分这三种对象的能力，仅把“人替”当

做一个道德上负责任的主体是否妥当？元宇宙

会出现多重道德主体吗？

2. 伦理行为：双重意图与双重后果

即使我们承认虚拟世界中的“人替”是仅

有的道德主体，但“人替”作为道德主体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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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世界人在元宇宙空间的延展，其行为意图和

后果之间比现实世界中的人作为道德主体要更

复杂。在虚拟空间中，数字交往的行动要素是

用户决定的，用户要在虚拟世界里活动，在虚

拟世界内部要发生作用，所有的虚拟行动服从

人的意向性。在元宇宙中，“人替”的意向性

与人的意向性还是有差别的，其行动意图和行

动结果之间有多重可能性。比如：你在虚拟世

界里的一切行为只是为了向物联网施加遥距操

作做准备，那么真正的期待的后果在虚拟世界

之外发生，你在在遥距操作实施前虚拟世界中

做的事仅仅是具象化的意图。但如果你在虚拟

世界中的意图是在虚拟世界中出现后果，“人

替”互动导致的在现实世界溢出的后果与遥距

操作导致的后果就应该被归为另一类，这会出

现元宇宙世界中双重意图与双重后果的难题。

意图与后果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中责任概

念的关键问题。在现实世界中，一个行为与道

德相关，就体现在意图和结果上，如果一个行

为既无伤害意图也无伤害结果，那么这是一个

道德无涉的行为。在元宇宙中“人替”的行为

意图和后果之间至少涉及多种关联组合。在虚

拟世界中以及在一般的网络游戏中，攻击一个

“人替”，一般是出于人身攻击的意图或冲动，

但是如果这种攻击不与某种导向现实世界人身

攻击动作的遥距操作相连接的话，实际的结果

最多只能是对方的财产损失或尊严的贬损。这

种行动的当下意向和预料中的结果之间会出现

意图与结果的相悖，也会导致道德或法律判断

的困境。我们要遵循什么样的路径，才能走出

这种困境？

3. 伦理原则：权利、自由与边界

元宇宙要建立以“人替”为中心的伦理法

则，然而根据人机交互的“不对称原则”，“人

替”作为自由主体的延展最好能以隐匿的方式，

更有效地保护隐私，这样为“人替”建立自我

身份认同的“防火墙”就十分必要。但这也

会出现难题，比如如何保证虚拟世界中以“人

替”为中心，私人空间的界定既能有利于维护

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又不赋予用户以完全隐

身的方式活跃在赛博空间中制造事端？这些隐

匿主体在赛博空间制造伤害如何判定呢？比

如 :“Horizon Worlds”的性骚扰事件，讨论最

热烈的话题是“身体没有被真实触碰，到底算

不算性骚扰？”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纽科姆教授

（William H. Neukom）认为在现行法律中，虚

拟性骚扰可能不会构成犯罪，这不是性暴力，

因为没有肢体接触。但俄亥俄州立大学福克

斯（Jesse Fox）） 教 授 在 接 受 MIT Technology 
Review 的采访时却说，性骚扰从来都不仅是身

体上的事情。即使认定性骚扰的行为是容易的，

那么更难的是如何认定用户的受伤害程度？没

有物理程度接触的伤害是不是伤害？“人替”

产生的物理伤害是不是应该由现实世界中的个

体承担？在何种程度上承担？显然现实世界用

来区分物理伤害和心理伤害的标准已不再适用

元宇宙。在虚拟世界以及在一般的网络游戏中，

攻击一个“人替”，从虚拟世界内部看是“物理”

性质的，而从现实世界的观点看却可能是“心

理”性质的。元宇宙制度设计中该建立什么样

的规则，才最符合普遍理性的要求？

元宇宙的边界会不断扩展，我们需要处理

很多新的问题，新的界分。如：虚拟世界中用

户创建的“自然”景观，同时也是“人替”的

人造物，元宇宙世界中如何区分哪些是“人工

物”与“自然物”？如何扩展对财产权、所有

权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当然，元宇宙更大

的边界问题是：如果我们的技术发展到我们将

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限在经验层次抹掉的

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种颠覆性的越界？

我们如何保有自我意识的真实性而不是把虚拟

经验仅当做自我意识的投射？日益发展的比特

世界会不会推动原子世界的隐退，过于沉浸于

元宇宙世界中的个体会不会更在意“人替”的

经验体验而导致个体的自我幽闭，理性的自我

主宰如何脱离虚拟空间茧房的藩篱？

五、结语：元宇宙的造世伦理学与
虚拟大宪章

可以说，虚拟实在技术改变了我们自己构

建世界的感觉框架 , 这个通过感觉框架存在的

元宇宙的哲学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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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本体论上和自然世界对等的，在感觉

体验中又是更丰富的。我们在元宇宙中可以通

过“人替”设计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形象、不

同的职业，开展不同的体验，但同时我们在元

宇宙中又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需要设计、探

讨和制定一套最佳的、相互协调的“物理”规

律来丰富元宇宙。如：虚拟世界中的造物可以

变旧吗？“人替”可以在与自然和他人的互动

中被损坏吗？虚拟世界中允许“自然灾害”的

发生吗？元宇宙中，虚拟世界的“物理”规律

是人为设定的，人可以创造任何数字化的虚拟

存在，通过“人替”不断扩展“替”和“摹”

的设置，赋予其意义，获得其体验等等。在回

答这些“物理”规律问题的同时，作为主体技

术的元宇宙技术要对这些基本的伦理规则进行

深入探讨，这就是“造世伦理学”的基本含

义。目前看来，元宇宙是一个由数字技术实现

的，最有可能颠覆现实世界文明的新世界。虚

拟现实技术不是制造工具的技术，而是制造整

个经验世界的技术。元宇宙世界是依照“物理”

规律建造的新世界，但却并不是只追求制造工

具，追求客体技术的新世界。在“人替”作为

元宇宙的道德主体具有完整性吗？“人替”存

在人格同一性问题吗？“人替”“人摹”“人替

摹”在元宇宙中的虚拟活动哪些需要承担道德

责任？杀死“人替”是虚拟暴力犯罪吗？……

以“人替”为中心的伦理学应当成为元宇宙研

究的重要领域。

元宇宙是人类通过主体技术创造出来的一

个以“人替”为中心的无限世界。在元宇宙的

多维数字空间，我们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和扩展现实不断创造新世界。如果元宇宙技术

是一项涉及人的主体性发展的技术发展，那么，

我们必须警惕元宇宙之“恶”。我们必须考虑：

是否应该将全部生活场景、生活方式全方位地

向元宇宙推进？如何保证所有个体的主体意识

足够强，能够分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

限？完全地沉浸会不会模糊界限，让人陷入癫

狂？如何在元宇宙扩展个体权利、自由的边界，

探寻无限世界的时候守住伦理底线，追求更高

层级的伦理文明？如何保证元宇宙的文明是一

种更好、更值得追求的文明，如果不能，如何

避免元宇宙文明对现实文明体系的冲击和反

噬？可以说，元宇宙的伦理是元宇宙建构中最

重要的，最前瞻的，最基础的部分。在元宇宙

发展之初，我们抛开个体偏好、宗教理念、政

治意图，纯粹的商业利益，通过人类价值理性

的思考与探讨，凝聚一定程度的价值共识，制

定开放性的虚拟大宪章才能更好地推动元宇宙

发展，拥抱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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