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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囚徒走不出困境
———三人博弈理论及其应用
韩自强
（ 广东海洋大学 法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要： 以囚徒困境为代表二人博弈模型在学术界已经被广泛研究并加以应用 。 囚徒困境理论往
往容易形成一种简单化和两极化的固定思维模式 。囚徒困境的二人博弈模型实际上是三人博弈模型的
摘

简化。而三人博弈模型在现实生活中比二人博弈模型更加贴近现实 ，更具有解释力。 分析三人博弈模
型的结构及其理论意义，并以刑事诉讼法为例对三人博弈模型的应用进行探讨很有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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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人博弈模型和三人博弈困境
以囚徒困境为典型的简单二人博弈模型已为我国法学界所熟知并成为不少学者分析和理解诸多社
会问题的有用工具。然而在博弈论中，二人博弈只是博弈论的基本模型。 三人博弈以及多人博弈模型
［1］

，其理论应用也十分广泛，但在我国法学界却鲜有人讨论。
而实际上从三人博弈的分析中却能给我们提供很多二人博弈无法看到的东西 。本文将从美国著名哲学

博弈论诞生之初就受到了其创始人的关注

家罗伯特·诺奇克（ Ｒobert Nozick） 提出的三人博弈模型入手来展示三人博弈与二人博弈的不同之处以
及这种理论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新的理论上的启示 。
诺奇克提出的三人博弈模型如下 ： 假如现在有 A，B，C 三人要分 10 美元，他们中的任何人可以提出
任何分配规则，只要这个规则在分配结束的时间到来之前得到了多数人 ，也就是两个人或者所有人的同
［2］

意就可以。分配将会怎样进行

？

这个问题初看起来很简单。也许最简单的分配方案就是三人均分，但是，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博弈
者很快就会发现： 如果某两个博弈者达成协议，他们的结盟就可以独享这 10 美元的收益，而被排斥在结
盟之外的博弈者将一无所得，这样的分配方案收益大大高于三人均分的收益 ，更加符合任何两个结盟者
的利益。这样，博弈者 A 和 B 或许就会达成同盟，提出 AB 各得 5 美元，C 一无所有的分配方案。 但是
C 很快发现自己的利益被 A 和 B 的同盟剥夺了，他会去破坏 A 和 B 的联盟，他可以向 B 提出自己只要
4 美元，而给 B 6 美元的结盟方案，虽然 C 自己少拿了 2 美元，但他至少可以得到比一无所有好得多的
结果。B 发现在和 C 的同盟中自己可以得到更多，他将会放弃和 A 的同盟转而和 C 结成同盟。 为了对
付 C 的破坏，A 可以提出更高的价格，比如说自己只要 3 美元而给 B 7 美元，B 发现这个报价更优惠，可
能又回心转意，投回 A 的怀抱。为了不使自己一无所获，C 进一步报价自己 2 美元，B 8 美元，A 报价自
己 1 美元，B 9 美元，……
当 A 的报价低到自己只要 1 美分而给可能的同盟者 B 高达 9． 99 美元时（ 或许更早） ，A 发现或许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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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个很好的结盟伙伴，自己和 B 的结盟太吃亏了，他或许会转而向 C 提出结盟的建议，由 A 和 C 组成
同盟，每人分 5 美元，B 一无所得。B 发现 A 和 C 结成了同盟，自己很可能一无所有，他将会重复 C 的竞
价策略，开始破坏 A 和 C 的同盟，他转而向 A 或 C 提出竞价，A 或者 C 发现自己可能分的更多，受到诱
惑的其中之一又开始脱离联盟，剩下的人只好又开始新一轮的竞价 ……
这样，在最后限定的时间到来之时，谁都没法知道最后的分配结果是怎样的 。即使有两方达成了协
议，谁也没法保证被排斥在结盟之外的一方会不会在最后一秒钟喊出自己只要 1 美分，而把剩余的
9. 99 美元给自己的结盟伙伴的超低价 ，更不能保证自己的结盟伙伴在如此高的收益面前不背叛自己。
（ 结盟者当然也可以喊出自己一分钱不要 ，所有钱全部给自己的结盟者的报价。 但这个报价与没有结
盟时的结果没有区别，结盟不结盟在这个报价下已经失去了区别而变得无意义 。） 这样，我们从这个游
戏中可以推断出以下结论： 如果想要形成结盟，结盟者在该结盟中所获得的收益不能高于与其结盟的盟
［3］
友所获得的收益 ，否则结盟者就会有背叛收益较低的结盟转投收益较高的结盟的动力 。 但即使结盟
收益相等，由于有竞争者，或者说“拆台者”的存在，形成哪一个结盟是无法确定的。

那么，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达成三个人均分的可能性呢？ 毫无疑问，对于每一个博弈
者来说，与一无所有的结局相比，得到约 3． 3 的收益是一个好得多的结局。但是，首先，这会降低每一个
博弈者可能的最大收益（ 由 5 降到约 3． 3） ，更重要的是和一个人结成同盟要考虑到一个结盟者背叛的
可能性，和两个对手结盟则要考虑两个结盟者背叛的可能性 。在没有其他手段确保结盟者会信守承诺
的情况下，约束两个人比一个人更难，预期收益可能更低，更加不理智。 因此，在没有成本的情况下，博
弈者只能一轮一轮地继续着谈判 ，只有让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无限进行下去自己潜在的亏损才不会变
成实际的亏损。虽然我们知道存在着两个人结盟的可能 ，但我们无法确认会形成的是怎样的同盟。 正
如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中所言： 根本没有联盟形成的情况是不合理的，但具体哪
［4］
一个联盟形成则依赖其他条件 。
这样，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二人博弈的三人博弈过程 。博弈中的每一个人不仅仅要和可能的同

盟者博弈，还要和“拆台者”进行博弈。这是一个没有那样均衡那样稳定的博弈 。 虽然每一个人都知道
每一个人获得最大收益的可能来源于他和其他另外一个人的结盟 ，但和谁结盟却是无法确定的。 和所
有竞争者均分收益固然是一个次优的策略 ，但无法保证其他两个竞争对手也会选择同样的次优策略 ，自
己的次优策略很可能变成一个危险的劣策略 。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谁也无法预测的结局 。这也是
［5］
另外一个社会两难的例子———三人社会两难 。
和二人囚徒困境博弈相比，三人博弈模型中的合作似乎更难出现。 因为博弈者不仅仅要考虑结盟

者背叛的可能，还要考虑拆台者破坏的可能。拆台者的出现抬高了自己出价的价码。 使自己处于腹背
受敌的境地。虽然博弈者都知道任何两个人或者多人联盟都会使参与者获得更多收益 ，但如何形成那
个可能的联盟？ 而这个不稳定的联盟又有什么意义 ？
二、三人博弈模型的理论寓意———如何让真正的囚徒走不出困境？
博弈论的目的并不在于思想游戏 ，而在于从理性人的博弈中找到理解现实世界的方法 ，洞察人类行
为背后的理性根源。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可以作为实际生活中许多现象的一个抽象概括 。在囚徒困境
作为博弈论的经典例子被法律经济学家们引入法律的经济分析之后 ，许多学者已经习惯于用囚徒困境
的博弈分析来对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现象进行解读 。而没有注意到三人博弈的不稳定结构同样具有解读
这些法律现象背后的理性动机的能力 。
应用三人博弈模型的关键在于理解 ： 三人博弈模型实际上是二人博弈模型的扩展，或者说，二人博
弈模型是三人博弈模型的简化。我们早已习惯性地把囚徒困境当作一个典型的二人博弈模型 ，但是，我
们仔细想想就会明白，这是因为我们省略掉了另外一个参与博弈的主体———国家。 而我们之所以省略
掉这样的主体是因为我们认定国家是居于强大的优势地位的 ，不可收买的，并且不可能与两个囚徒发生
互动的第三方。但认真一想我们就会发现，在囚徒困境的特定语境中，囚徒们之所以都选择坦白不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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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另一个囚徒可能被第三人国家收买吗 ？ 整个博弈的过程实际上是两个囚徒和国家之间的三方博
弈。但由于相对个人而言，我们习惯性的以为国家是如此之强大 ，以至于我们直接把国家当成了外在于
囚徒们的制度约束条件而忽略了囚徒和国家博弈的可能 。
然而，国家虽然强大，但在局部的环境中却由于信息的劣势而处在被动之中 。 即使身在牢房之中，
两个小小的囚徒无法改变法律，但却可以利用自己的局部信息优势使国家难以获得必要的信息来逃脱
国家的法律制裁。只要两个囚徒能贯彻他们之间的攻守同盟 ，国家在本身的制度约束之下不一定能在
两个配合默契的囚徒面前占什么便宜 。这样，当我们跳出囚徒困境的思想束缚再仔细审视这一困境 ，我
们将会发现，囚徒困境完全可以改写成囚徒 A，B 和国家三人博弈的模型。而且这个三人博弈模型同样
可以给我们以理论———尤其是现实生活中的刑事理论上的启示 。
在这个三人模型的囚徒困境中，囚徒 A，B 和国家虽然在力量方面是极其不平等的，但在局部范围
内，在信息的掌握方面，囚徒 A，B 却处在优势地位，只要囚徒 A 和 B 合作，那么他们就可以实现其利益
最大化。反过来，国家的问题是怎样打破 A 和 B 的结盟，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样，从国家的角度
出发问题就转变成了： 怎样让囚徒们永远走不出囚徒困境。或者至少，降低囚徒们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在现实中，这个问题也有它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对于有可能形成合作并走出囚徒困境的犯罪，比如团伙
进行的盗窃、抢夺或者黑社会性质犯罪、贪污贿赂犯罪，团体犯罪等案件怎样让囚徒们无法形成同盟 ？
对于作为维护国家秩序和解决社会争议的社会机构国家来说 ，这才是最符合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根本问
题，社会学家们要思考的是 “怎样走出囚徒困境”以形成社会合作的抽象理论问题，而刑事政策的专家
们需要研究的则是“怎样让囚徒走不出困境”的现实问题。
囚徒困境合作难以出现原因就在于博弈是一次性的 。在一次性博弈的情况下，由于不会再有合作
的机会，因此博弈各方都会采用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短期行为 。所以，通过改变博弈条件，将一次博弈改
［6］
为多次博弈，理性的博弈者就有可能选择放弃短期行为而进行合作 。这一结论不仅得到了理论上的
［7］
［8］
证明，也得到了实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证实 。 通过对二人囚徒困境理论模型的分析 ，罗伯特 · 阿

克塞尔罗德点出了促进人类合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即： 使得未来相对于现在更重要些； 改变博弈者
［9］
可能结果的收益值； 以及教给对策者那些促进合作的准则 、事实和技能 。
而对于承担着打击犯罪任务的国家来说 ，并不是每一种合作都值得鼓励，国家所需要的合作是在市
场上的个体间合法的合作。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合作则是应该被打击的对象 。而为了不让犯罪嫌疑人之
间形成合作，国家所需要做的是反其道而行之破坏这种合作 。而国家破坏囚徒们的同盟的最好办法是
制造一次性博弈的格局。在国家和囚徒们进行一次性博弈的格局中 ，由于国家掌握了强大的报复的实
力，并具有较高的信誉（ 其刑罚执行的条件由法律确定，由相应的社会机构监督具有很高的确定性等 ） ，
还能够提供其他博弈者无法提供的结盟补偿 （ 如减轻刑罚等 ） ，一般情况下，与国家结盟获得的利益比
和其他博弈者结盟所获得的利益要大 ，与其结盟毫无疑问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利可图的理性选择 ，理
性的囚徒们此时绝大多数情况下将会选择与国家的合作 。由于大部分的犯罪基本都形成了一次性博弈
的格局（ 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和刑罚的严厉性决定了犯罪嫌疑人很难有形成长期合作的机会 ） ，从而在整
体上降低了囚徒之间合作的可能性 。在这些巨大优势面前，由于囚徒们一般没有获得结盟回报或者报
［10］
复背叛者的机会，而这种惩罚性的报复对于形成合作的信任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任何囚徒间
结盟的考虑都将面临难以超越的障碍 。 国家因而得以在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的“囚徒困境 ”中都会占得

先机。对于大多数普通的真实刑事案件而言 ，巧妙的利用囚徒困境并适当地调整策略 ，利用国家所具有
的信息优势和赏罚资源优势就足以形成有利于国家的同盟而降低囚徒们形成结盟走出困境的可能 。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进行的与团伙犯罪进行的博弈更类似于三人博弈模型而不是二
人博弈模型。面对团伙犯罪，形成博弈格局是国家和不同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两两博弈 。 真正的犯罪
嫌疑人在面对国家时，不仅仅在和国家进行博弈考虑是否进行合作的问题 ，犯罪嫌疑人之间同样也存在
着是否背叛与合作的问题。这样，如果能够套用三人博弈模型，就可以把这个过程看得更加清晰。博弈
论的解释也就更加准确到位。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三人博弈模型不仅仅局限于团伙犯罪的问题 。它同
样可以扩展并适用于对普通刑事案件的解释 ，对于大多数只有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案件 ，博弈的三方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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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三人博弈的模型也同样可以拓展，而且其结论同样有效。在简单的刑事案件
中，如果不出现特别的情况，就会出现一个自然的结盟： 国家和受害人的结盟，受害人由于其受害者的身
份可以被视为被犯罪嫌疑人背叛的结盟者 ，他有着最强烈的报复的愿望，而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有
着强大力量和可信度的天然结盟对象 ，而国家为了实现社会秩序和维护自己的权威也需要和受害人的
合作，现在的格局就成了国家和受害人结盟以对付犯罪嫌疑人 。结盟的力量存在与否对于国家来说有
时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受害人的帮助，国家甚至很难完成案件侦破工作。 正是有了结盟者的帮
助，国家的意志（ 也基本是受害者的意志，但两者不一定完全一致，如下文的强奸案 ） 得以顺利实现。 而
从三人博弈的角度来说，所谓法律规避的问题实质只不过是在三人博弈的较量过程中国家竞价失败被
排除在结盟之外而已。
这样，在引入三人博弈模型之后，整个博弈的过程就将沿着三人博弈的逻辑展开 。
首先，在三人博弈模型中，国家的策略就是以最小的价格购买可能形成的犯罪嫌疑人中的一个 （ 或
一部分） 的结盟。由于国家手中握有刑罚权，并且一般情况下刑罚会导致犯罪嫌疑人受处罚后收益大
大超过其与其他犯罪嫌疑人结盟的收益 ，国家一般会处于“出价较高者 ”的优势地位。 而公安机关和检
察机关充分应用自己在惩罚权上的优势对嫌疑人采取的分化瓦解的策略实际上就是结盟竞价策略 。我
国的《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是我国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等部门在长期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总
结。这些法律条文并没有使用经济学或者博弈论的术语 ，但这些机关部门在实践中的经验告诉他们 ，要
让犯罪嫌疑人讲真话，必须要让犯罪嫌疑人知道讲真话比讲假话好 ，与国家合作比不和国家合作好。这
个摆事实讲道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国家的出价过程 ，其目的在于形成收益不同的结盟，使被收买者在和国
家形成的利益结盟中获得（ 或者误以为获得） 更大利益，从而破坏犯罪嫌疑原先形成的结盟 。
而达到这个目的的辅助策略就在于首先让嫌疑人无法形成有效的信息交流 ，防止拆台者 （ 其他疑
犯） 因情势所迫疯狂出价而破坏国家的结盟竞价 。这个时候嫌疑人想要形成有效结盟唯一能凭借的就
只能是对以前的结盟的确信。而国家对嫌疑人进行的严格的信息交流的限制实际上使国家处于垄断竞
价信息的地位。这时候只有国家知道其他犯罪嫌疑人为了保证不让国家获得信息的出价 。在国家的强
大压力下，犯罪嫌疑人无法判断以前的结盟是否已经瓦解 ，自己是否已经被出卖从而处于劣势。 这样，
国家就在和囚徒的博弈中形成了信息优势 ，或者准确地说成了唯一的现场竞价者。 在不能确认犯罪嫌
疑人之间以前的结盟是否还有效的情况下 ，与国家合作提供信息看起来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因此，从根
本上来说，限制犯罪嫌疑人的自由实际上不仅仅为了防止社会危害 ，这一防范措施还具有摧毁对犯罪嫌
疑人之间结盟关系确信的作用。
落实到具体的法律实践中，为了形成信息优势，对于团伙犯罪，法律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犯罪而言规
定了严格得多的信息交流限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
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一条规定： 律师
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 48 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
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 、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
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第十二条则规定： 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
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这些比普通犯罪严格得多的规定其主要
目的就在于防止串供，最大限度地阻断犯罪嫌疑人的结盟信息交流并进而阻止其结盟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黑社会性质的案件，贪污受贿等可能形成结盟的案件往往采取分开关押的办法 。 而审讯嫌疑人时
巧妙地“透露”其他犯罪嫌疑人已经开始招供的信息以造成疑犯的心理压力也是经常使用的技巧 。
其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以及自首、立功等法律规定可以看作是国家在与犯罪嫌疑人
进行结盟的竞价，是国家以自己能出得起的最高价格破坏犯罪嫌疑人的同盟 ，而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同
盟。国家与犯罪嫌疑人进行结盟以打击犯罪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奇怪 ，但在三人博弈的背景中就不难
理解。
对自首和立功的规定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犯罪嫌疑人与国家合作而得到的收益 。即如果犯罪嫌疑
人与国家合作，犯罪嫌疑人得到奖励（ 比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合作，国家将会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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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报复（ 比如从重或者加重处罚 ） 。 同时，另外一个被排斥的犯罪嫌疑人知道一旦国家竞价成功的
话，国家将获得更多信息，从而将形成不利于自己的结盟。这个被排斥的犯罪嫌疑人也有足够的动力来
破坏国家和这个可能与国家合作的犯罪嫌疑人同盟 。他也会出足够高的价格来争取结盟 ，但很遗憾，国
家隔断了他们之间的信息传递并拥有信息垄断地位 ，他的出价另一个犯罪嫌疑人无法知道。 这时候我
们通过三人博弈模型来理解这个过程就可以更明白地看清楚这是三方在竞争一个可能的合作者以实现
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不一定能成功地破坏囚徒们原来的同盟 。虽然国家隔断了囚徒们的信息
交流，但国家无法防范囚徒们事先约定好的同盟的形成 。其次，国家的竞价不一定能和另一个囚徒的出
价竞争。在长期形成了信任关系的情况下 ，如果另一个囚徒的出价具有同样高的可信度 ，而国家的出价
又小于另一个囚徒的出价，或者说，与国家合作的收益无法大于与另一个囚徒可能的结盟的收益 ，国家
就很有可能竞价失败。事实上国家并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具有最高可信度和能够提供最大利益的结
盟伙伴，由于个人偏好的不同，国家的惩罚威胁也不一定会成为有力的威胁。 假如两个囚徒是一对夫
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一定能和夫妻间的相互信任抗衡 。这时国家就很难应用自己的优势打破这个
同盟。而在某些情况下，国家甚至根本无法出价，我们可以以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一书中提到
［11］
的那个发生在农村的私了的强奸案为例 。案件是： 一个农村姑娘和村里的男青年约会时被男青年强
奸，双方家人经协商后同意由男方给女方家赔偿 ，两人结婚。女方放弃告发。 在这个案件中，博弈的三

方是国家，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国家的竞价是用刑法来惩罚犯罪嫌疑人来换取受害者提供信息 （ 结
盟） ，但这种补偿却无法满足受害人的需求 （ 强奸伤害的是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 ） ，而犯罪嫌疑人是
唯一能满足受害人要求的出价者 （ 可与之结婚 ） 。 而受害人则凭借了国家可能的惩罚逼迫犯罪嫌疑人
和自己结盟。而双方结盟后由于利益的关联并借助信息的优势排斥了国家的插手 。在这个三人博弈者
过程中，国家由于支付能力的不足而落败 。这是囚徒结盟反过来同样可以击败国家权力的一个小小例
子。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导致女方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受到损坏并无法补救 。
缺乏这个条件的话一般情况下仍然是国家会获得信息从而与受害者进行结盟 。
另一方面，如果想要赢得结盟者，与国家竞争的另一个结盟者的竞价必须同样具有相当的确定性。
虽然囚徒们无法继续交流信息，但如果环境向囚徒传递了另一个比国家的出价更具有吸引力的确定信
息，国家就很难破坏结盟者的同盟。在意大利黑手党兴盛的时期，警方虽然抓获了一些犯罪嫌疑人，但
很多时候却无法获得有用的信息 。原因在于关押黑手党的一所监狱的墙上写着“缄口活百年，开口入
［12］
地狱”，这句话每天被看守擦掉，每天又神秘地被人写上 。这句话的作用在于它向可能的背叛者传达
了一个极其有力的信息。黑手党的惩罚和国家的惩罚一样可信 。在这种条件下，毫无疑问，相对于国家
的出价而言，黑手党的开价更高而且具有同样的可信度 。国家的结盟竞价很可能被击败。假想一下，如
果一个黑手党党徒与国家合作的收益仅仅是少判一两年 ，而黑手党的出价是背叛者必死。 在确信黑手
党的威胁并不仅仅是口头恐吓之后 ，犯罪嫌疑人会如何选择？ 这种情况下，小恩小惠恐怕就不足以对囚
徒同盟形成有效的破坏，国家也必须要有足够高的出价才能破坏如此坚固的同盟 。 从三人博弈模型的
角度看来，自首，立功，减轻或者加重处罚，减刑，证人保护，特赦，特别批准的监外执行等等策略构成了
国家的支付集。虽然国家在多数情况下可以以自己的高信誉以较低的价格买到囚徒们的结盟 （ 这是国
家利用自己的信誉优势和其他人无法参与竞价的信息优势“压价”的结果 ） 。 但正如货币不是万能的一
样，国家也不可能无限制地竞价。因此，国家不可能阻止所有的囚徒走出困境 。国家只能在不损害自己
权威的前提下，尽量增加自己的支付储备以应付可能的竞价需要 。但是，根本没有联盟形成的情况是不
［13］

合理的，但具体哪一个联盟形成则依赖其他条件
必然会获胜。

。 真实的社会现实背后有着理性的力量，国家并不

三、走出二元囚徒困境的束缚
囚徒困境是法学界最常用的博弈论模型 ，但并不是唯一的模型。 我国的法理学界也往往习惯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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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二元对立的囚徒困境模式来观察和思考我们的现实问题 。在中国法理学的思考范式中存在着大量
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民间法与国家法，社会秩序与法律秩序等二元对立划分 。这些分类的方法对于我们
理解重要的理论争议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这种思维方式有助我们发现并确定问题的大致所在。 但是抽
象概念的存在是以抹杀概念所指实体间的诸多差异为代价的 。当我们大致地把一些事物归入一类而把
另外一些事物归入另一类时，我们忽视了这些事物本身的许多特征 。这种二分法在应用到社会现实中
时往往会把问题简单化了。当我们仅仅把诉讼视作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博弈时 ，我们往往忽略了公
民之中的分歧与冲突，忘记了可以利用或者借助这些博弈以更小的代价实现秩序的可能 。 当我们把这
些抹去的差异凸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 。 而这些看似复杂的关系构
成了一个脉络，其间蕴含着很多可以通向目的的道路 。这些道路的存在提醒我们存在着其他的观察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无论网络被简化成二元或者三元结构 ，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中，结盟和合
作是永远不变的主题。我并不否认二元博弈结构在许多方面 ，例如公法理论构建方面卓有成效的建树 ，
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公法视野下的国家 / 社会二元对立模式来解决，对于很多中观或者微观层
次的问题，三元甚至多元博弈模型可能比二元的囚徒困境模型更贴近现实 ，更有解释力。
三人博弈模型的最大启示在于提示我们在一个多方博弈的格局中寻找可能的结盟力量以寻求利益
的最大化并有可能走出囚徒困境 。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建构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它提醒
我们存在着与更多社会主体协作以建立法治秩序的可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界对中国法治
本土资源问题的反思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地表述了这个主题 。如果说，囚徒困境是一个有助于发现
问题的模型的话，三人博弈模型则指出了为了达到法治的可以加以利用的社会力量的问题 。 与二人博
弈往往制造对立不同，三人博弈秩序的生成内在地就蕴含着多元社会力量的合作与应用的可能 ，三人博
弈模型实际上是从逻辑上验证了法律多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其结论的拓展无疑对于我们走出法治思
维的囚徒困境可以提供不少有用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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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d Game Theory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Han Ziqiang
（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Zhanjiang，Guangdong 524088）
Abstract： Prisoner’s Dilemma is the classic model in the Game Theory． But it is not the only Game model in
the Game Theory． Three － person group model or triad model is another model which is a powerful tool to explain a lot of pheromone of real lif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meanings and application of triad model to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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