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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和态度置身或面对这个生活世界，我们都已经不能脱离
对科学技术的依赖。近几十年来，随着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网络技术、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
速发展，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文明演进历程，以及“人与物”“物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或“物化”
结构，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5G网络技术为先声，以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为基础的“万物互
联”时代正悄然而至，并呈现出一派“万物生长”的多元化和智能化并存的状态或景象。“万物生长”靠什
么？“万物生长”是万物互联时代的“人工物”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物理世界和以人为主体的社会世界的一种
技术社会整体征候或格局。

新技术时代的兴起：万物互联与人—机算法世界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演进过程越来越跟技术社会与现代性的重构相关联。 [1]尤其是近几十年来，

唐魁玉，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社会学教授、博导，中国网络社会学会暨生活方式

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网络社会学与人类生活方式。主要著作有《网络化的后果》《虚拟企业和

谐互动的社会管理研究》等。   

万物互联时代的兴起及其边缘算法效应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教授  唐魁玉

【摘要】作为一种新技术时代，万物互联时代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人类生产方式，而且重塑了生

活世界的面貌。全面认识和诠释计算机及其边缘算法技术社会哲学的特质，并深度分析其或强或

弱的社会后果，具有重要的技术文明史意义和生活实践意义。相较于大数据和云计算，边缘算法

可以更好地支持或服务于移动通讯与物联网应用，显示出诸多技术社会优越性和一些必须降低的

技术社会负作用。万物互联与边缘算法以及人工智能一经结合，便会在“人—物—物”之间生发

出无数主客体世界重组或变化的可能性，从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算法后果论和算法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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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的长足进步，各种打
上了新技术烙印的时代命名，如信息时代、网络
时代、大数据时代、移动通讯时代、人工智能时
代，等等，层出不穷，将人类的生活世界图景装
点得五彩斑斓。不过，当前最强劲和最具时代色
彩与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特质的时代称谓莫过
于“万物互联时代”了。万物互联时代的兴起，象
征着一种“普遍联接”的“万物重构”新技术时代的
到来。 [ 2 ]对此，我们无疑有对其存在论本质解
释和反思的必要，或者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说
法，大有“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的必要。在笔
者看来，“万物互联”的特性有八个：一是复杂主
体性（包括人的主体性和物化的主体性）；二是
普遍关联性（包括“人—人”的互动性、“人—
物”和“物—物”的联接性）；三是本体重构性

（在存在论和本体论意义上的重构）；四是智能
计算性（即人工智能和可计算性）；五是延展时
空性（在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充分进行同步—异步
的协同，以及引入各种加速性信息资源）；六是
技术融合性（各种先进技术的融合）；七是应用
普惠性；八是国际竞争性（比如以5G为焦点的中

美技术政治博弈）。
我们只要对“万物互联”一词稍加思索就会发

现，这里存在着福柯式的“词与物”的秩序和追问
“物体系”的知识考古史。从“物的追问”到“万物的
追问”再到对“万物互联”的追问中，折射出了整整
一部人类对物质世界或技术社会的认识史。假如
我们继续沿着福柯的方向思考，便可以看到，词
在与物及万物互联的分离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
形式与意味，不仅隐含着技术文化的变迁，而
且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异。 [3]“万物互
联”作为一种词语的魔力及虚拟日常生活实践的
哲学思考，存在着如上所归纳出的各种技术化时
代特质及数字技术文化因素。然后，从对存在的
遗忘到言说，迷失在从“中心”通往“边缘”世界的
路上。

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认为“物”或“人工物”之作

为一种“存在”是具有客观规定性的，甚至人们看
见的一切东西的影像也是“物体”的反映。古罗马
诗哲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一书中就曾说过：“因
为如果事物从无中产生，那么一切物种都能从万
物中生出。什么都不需要种子。” [4]海德格尔在
《物的追问》一书中也指出：“物的本质就其物性
而言所依赖的条件，本身不再是物或有条件的，
它就必然是一个无条件的东西，但无条件者的本
质，同样也要借助被确定为物或形成物的东西而
得到规定。”[5]这段话隐含的另一个意思是：对物
的追寻始终离不开人们所理解的条件和条件性的
存在。换句话说，“万物互联”的词语意义是由主
体人所决定的。人是具有“物性”和“联性”的统一
体，是“万物互联”的尺度，是存在者彼此互证和
互相联接的尺度。当然它也是互联网、物联网和
数据化技术演进到一个新阶段的条件性时代情境
下的产物。

世界是怎样生成的？道家经典《道德经》第
四十二章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万物互联就是“三生万物”的一种花果俱在
的现象世界或实在世界。换言之，万物互联乃是
一种由自然物和人工物在主体人的支配下构成的
“计算世界”或“算法世界”。这个世界作为一种综
合存在体，有时是敞开和延展的，偶尔也会被某
些人或物所遮蔽。

所谓“算法世界”就是规则化、程序化的，具
有可计性、测度性和复杂性的信息技术——生活
世界。当然，在计算数学家看来，“一个算法就是
有限多个规则的集合，用以对数量有限的数据进
行操作，而且有限多步之后产生后果”。[6]与此同
时，算法也具有简单程序的反复执行的特性。正
是上述的这些算法限度和迭代特性，影响了万物
互联时代“算法世界”的关系结构与功能。

据此看来，万物互联时代充满综合性、整体
性的计算机技术事实的凸显，给予了我们认识“算
法世界”的机会。这些有价值的物所构成的“算法
化生存”世界，无论对其进行怎样的描述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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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捕捉到一些“世界现象的边际” [7]。因此，从
某种意义上说，万物互联现象的存在，就是计算
和社会的双重复杂性基础上感知“算法世界”的结
果。人们在主体间性的作用下生活在其中，并与
技术人工物的集合体、互动体一起，构成了一个
异化的技术生活世界。依据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和
明代心学家王阳明的观点，所有的人和物固然可
以存在于心灵中，[8]但归根结底，万物互联的“天
下”和“算法世界”还是得归于仁。[9]

边缘算法的技术哲学解释学分析

在万物互联的算法世界中，除了处于云计
算数据中心地带的“算法”之外，还存在着边缘计
算的规则或程序——“边缘算法”。所谓边缘算法
是指靠近物或数据源头的一侧，采用网络计算
存储、应用核心能力为一体的开放平台。该平
台借助一系列搭载手段，可以顺畅地为数据终
端用户提供实时、动态和智能化的优质计算服
务。就效能而言，边缘计算或算法不需要像云
计算那样依赖于云端信息资源，而是将智能和
计算推向更接近实际的行动，而云计算需要在
云端进行计算，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多源异构数
据处理、带宽负载和资源浪费、资源限制安全
及隐私保护等方面。具体说，边缘计算的三大
优势是：数据处理实时、运行成本低和对云端
的依赖性低。[10]近年来，边缘算法之所以越来越
呈现出前沿技术的趋向，盖因于它是在物联网和
大数据的基础之上再一次实现了算法能力和感知
能力的突破，一变而为万物互联时代的重要标
志。甚至一些计算机专家也宣称，我们已经跨入
了以万物互联为核心的“边缘计算时代”。[11]在5G
的旗帜下，移动边缘计算或算法的优势以及应
用机会将更多，这也成了许多学者的共识。比
如，相关领域的专家普遍认为，智能终端技术
将大大促进个人电脑互联网和手机移动网络的
融合，从而带来颠覆性的效能变化。因为5G在

边缘算法时代不光会改变生活，而且还会直接
改变世界。

在我们继续论述之前，有必要提一下科学哲
学家莱斯利·伯克霍尔德的观点。他认为，科学哲
学家应该特别关注计算程序（即算法）和人工智
能模拟两个关键问题。[12]因为这是观察和解释计
算世界及其为人类服务的重要路径。正如著名学
者成素梅所说：“在这种认知策略的引导下，人
工智能研究者开发了无监督深度学习算法、强化
学习、强化深度学习、进化计算、深化算法等，
开发了基于神经网络的多目标演化优化方法。”[13]

很显然，这一旨在构造深度学习等算法的控制策
略，同样可以贯彻到我们对边缘算法的效用分析
和技术哲学解释上。

事实上，我们在对万物互联时代的边缘算法
的后果进行技术哲学解释时，特别需要一种将纯
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二者统合起来的主体性思维。
美籍华裔哲学家成中英先生曾经指出：“人已进
入相互理解的时代，这意味着文化与文化之间的
理解，社群与社群之间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理
解。”[14]在此，笔者再补充一句，这种理解还包括
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结构化、程序化或算法化
及边缘算法的理解。我们对边缘算法化的理解和
解释，既可以是直觉的，亦可以是反思性的和经
验性的及体验性的。

从计算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边缘算法还存
在一个通过对大数据资源的考察和统计分析的问
题。[15]比如，我们可以用近视实验替代无法开展
的实验，数字时代、边缘算法时代为自然试验、
社会实验匹配带来了诸多益处。美国社会学家希
尔斯在《中心与边缘》一书中认为，不论是社会
结构的中心层还是边缘层，它们往往都会以各种
方式影响着那些生活在社会所处的生态域中的人
们。不仅如此，二者还有价值系统和信念秩序上
的差异。[16]于是，我们联系到万物互联时代的边
缘算法的效用问题，不难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
“不是中心而胜似中心”的边缘算法的技术社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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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背后，也一定隐藏着某些神秘的价值和信念支
配着特定的计算社会的运行，并且这些价值信念
会深深地嵌入到“算法社会”和网络实在空间中，
直到被我们所认知和了解。

边缘算法的强社会效果分析

在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对边缘算法的“效
应”、“效果”和“后果”等几个概念简单地作一区
分。正如“计算”（即反复应用固定的规则使环境
得到改变）和“算法”（指任意的具有精确规则的
计算程序）二者存在着行为与规则等特质上的不
同一样，我们对“效应”、“效果”和“后果”的语义
使用也是既严格又灵活的。在通常情况下，我们
只是将这三个名词当成计算行为的同义语，但有
时会从传播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理论角度
上加以区别。比如，我们虽然都存在着正反两方
面（好与坏、积极与消极）的情形或分析分野，
但有时（如在后果主义视野下考察道德实践意义
的后果之时）也会存在规范性差异。应该说明的
是，此处的“强社会效果”是泛指万物互联时代边
缘算法产生的技术—社会（涵盖生活方式和社会
结构）变化的后果。

在人类技术后果的评价历史上，曾经出现许
多技术哲学家的记载和评述。近几十年来，最突
出的强效果论当推对大众电子传媒的“枪弹论”

（亦称“魔弹论”）和“强人工智能论”。可以
说，每当人类发明一种“利器式”技术时，它们给
生活方式和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和作用，都会
激起人们的一轮“技术震惊”，从而为学者创立
“强效果论”提供社会心理“土壤”。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即我们究竟
是重视边缘算法的技术效应，还是各种算法导致
的道德评价行为？正如前文所述，边缘算法作为
一种对人类生活方式和世界构造具有重大影响的
先锋技术，它的种种技术优越性、通信信息服务
模式的创新价值和应用前景是不容忽视的社会事

实。边缘算法已经成为5G与工业互联网、物联
网、区块链等技术平台的重要结合点，将在万物
互联的基点上极大地推动我国5G经济及相关产业
的发展。[17]一种新技术的出现，能否正确地、恰
当地认识它的本身价值和衍生作用是衡量一个国
家技术战略水平和国家规划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标志。就目前而言，边缘算法的最大价值在
于尽快实现其合理的算法权力及价值迭代，[18]以此
来促进各种智能生活的算法公正、通讯网络的
社会演进和推动万物智联进程。 [19]笔者以为，
科学地、适度地使用边缘算法的权力，实现算
法融合与发挥协同效应乃是其价值最大化的集
中体现。

从后果主义的观点看，边缘算法是一种与德
性相关的事情。德莱夫认为，“践行力的特征的
道德属性完全由它相较于相关备选特征的后果决
定”。[20]如果我们将边缘算法视为一种客观性、规
则性行为的后果的话，那么，掌控计算技术的主
体——人的道德属性和社会功利主张必须由实际
的后果所决定。比如，万物互联时代的边缘算法
所提供的服务结果，出于一个最终的、积极的道
德目的，其技术行为的结果应尽可能的好。从整
合的后果主义观点看，我们对包括边缘算法在内
的任何评价对象的道德属性都是由其后果所决定
的。尽管用后果主义哲学来分析边缘算法的后果
时显得有些抽象，但其本质上却是一种极易理解
的技术伦理问题。笔者在这里引证的后果主义表
达了一个每个人都懂的道理：一个前沿技术后果
的好坏可以随着主体参与的行动者伦理品质而变
化。至于边缘算法的纯粹数字之美、规则之美，
也是始终关乎于某种仁善的功利主义和美德之上
的。也就是说，我们评价边缘算法及其应用的结
果或后果，就存在于美好生活的道德追求和理想
预期之中。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即使从因果论的观点上
看，边缘算法能力和大数据资源的获取并不意
味着因果关系的改变，同时也不意味着“算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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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活”的效果。“数据化的儒家”的返本开新理
念，也不意味着可以解决一切数据隐私和边缘
算法隐私问题。[21]但会提供某种伦理可能性，毕
竟“上善若水”。

边缘算法的有限性效果分析

计算机技术的最大价值不是单纯计算速率
的提高，而是带给人类更多更好的服务。边缘算
法不仅仅是技术的产物，而且也是社会需要和人
性化的产物；万物互联不仅仅是一种“物化”的交
易手段，还应该成为一种人类共享的社会互动空
间。让大数据、云计算和边缘算法技术走出恶性
商业交易和技术崇拜的误区，并承认其局限性，
这是本文最后要谈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摒弃一切“技术霸权”的思维。
因为人类技术史上任何一种技术都不可能一直先
进下去，更不可能完美无缺、无限期的存在，且
永远占据“霸权”的位置。什么“电视霸权”，什么
“大数据霸权”，什么“算法霸权”，都难以保持长
久。即使是作为边缘算法载体的传统架构计算
机，也终究会被新一代计算机改进甚或淘汰。最
近，据美国顶级《科学》（Science）杂志发布
的2019年科学突破报道，谷歌宣称“量子计算霸
权”已经实现，他们首次在实验中证明量子计算
机对于传统的计算机的优越性：在世界第一超算
summit需要计算一万年的实验中，谷歌的量子
计算机只用了3分20秒。如此超快的计算速度，
表明量子计算机已拥有了超越所有传统计算机的
计算能力。[22]因此，边缘算法对人类生活和生产
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这是由科学技术不断进
步和演化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其次，边缘算法不是对当下人类社会影响最
大的生活技术和生产工具，它只不过是众多的中
介因素之一，而且只有在某些主体参与下才能发
挥技术社会的功能。同时受到许多使用者的心理
态度、计算机网络操作技术水平和深度学习的能

力等因素的影响，边缘计算不可能自发地、单独
产生效果。

再次，边缘算法和云计算中心技术一样，都
不可能拥有、也不需要迭代演进的理想程序或算
法。正如《算法霸权》一书的作者奥尼尔所言：
“要建立一个模型，我们需要对各个因素的重要性
进行评估，并根据我们选出的那些重要的因素将
世界简化成一个容易理解的玩具，据此推断出重
要的事实和行动。我们期待模型能较好地处理一
种工作，同时也接受模型偶尔会像一个愚蠢的机
器一样存在很多信息盲点。” [23]

最后，边缘算法也会出现产品的物化和异
化问题。在哲学家霍耐特看来，物化和异化是一
回事，均为因物（人工物）而反作用于人类主体
间关系的一种现象。在万物互联技术下，“人类
对周遭世界所保持的存在之关注具有先在性，
并在我们对万物自然意义与价值之经验中得到
滋养”。 [24]这一点暗合了海德格尔的技术异化概
念的本质。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
批判大纲》一书中，也曾谈到青年马克思的五种
异化类型，即与自身行动的异化、与自己生产出
来的产品（物）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与他人

（社会世界）的异化，以及与自己的异化。因
此出发，他还在伦理批判的立场上提出了空间
异化、物界异化、行为异化、时间异化、自我
异化与社会异化等几种形式，并认为这种情势
与加速社会的到来不无关系。 [25]诚然，边缘算
法的应用在加速化、低时延等时代特质的确定
上，无疑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对此，我们在
处理边缘算法的伦理谜题时，必须予以充分重
视。因为这一伦理谜题的提出和分析，也有助
于解决“算法社会”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网络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
减少因过分追求边缘算法的最大功利效果所造成
的伦理缺失。

综上所述，我们对万物互联时代的兴起及其
边缘算法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技术社会后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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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
IMPORTANT ISSUES

行了系统的考察和伦理慎思。万物互联作为一种
新技术时代的“边缘算法生活”情势或特质，引发
了许多哲学解释学和技术伦理学问题，需要我们
把传统的解释学、伦理学研究应用到对“算法权
力”、“算法崇拜”和“算法陷阱”的深度剖析中，尽
可能将边缘算法的优长融合和嵌入到万物互联时
代的技术社会运行体系里，以此来促进边缘算法
的良性发展及合理应用。

（ 本 文 系 黑 龙 江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学 科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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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and Its Edge Algorithm Effect
Tang Kuiyu

Abstract: A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IoE)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way of  human production, 
but has also given the living world a new appearance. In terms of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life practices, 
the Io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fully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uter and its edge algorithm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hilosophy, and for deeply analyzing its strong or weak social consequences. Compared 
with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edge algorithm can better support or serve mobile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showing many advantages of  the technology-based society and also some of  its negative effects that must be 
mitigated. Once the IoE, edge algorithm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combined, there will be countless possibilities of  restructuring 
or changing the subject-object world with a "man-things-things" pattern, thus establishing a new algorithmic consequence theory 
and algorithmic epistemology.

Keywords: Internet of  Everything, edge algorithm, edge algorithm effect, algorithmic consequence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