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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法制实践离散程度的客观反映，量刑基准是某种犯罪各组权威示范性案例 

样本之间相互独立的平均刑量。尽管600多个示范性案例的实证研究未能成功找到符合这 
一 概念的量刑基准，但发现宣告刑平均刑量与法定刑中线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不论样本 

的分组较粗还是较细，各组刑量均值之间的轻重顺序基本符合法定刑的轻重顺序。因此， 

以示范性案例的平均刑量为量刑基准，与以法定刑各种程度等分线或中线为量刑基准两者 

之间互不排斥而应相互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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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权威司法统计，刑事案件的无罪率一般不超过1％，且呈逐年下降趋势。[1]因此，绝大多数 

案件的当事人以及刑事法官更关心的是，到底根据什么判处多重的刑罚。这就是研究量刑基准的意 

义所在。 

一

、 量刑基准的概念 

考察量刑基准的概念有三个角度：规范的、社会的和方法学的。在刑法学上，量刑基准可以被理 

解为从重或从轻的相对物，或者说，没有任何从重从轻情节的犯罪构成所对应的刑罚量就是引入从重 

从轻情节时的量刑基准。[2]问题是，既然从规范学角度观察，我们便有理由追问，量刑基准到底是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为笔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刑事司法公正性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研究中的资料收集、整理 

得到北京大学实证法务研究所的陈浩等多位研究人员的极大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1] 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无罪率分别为：1997年 0．66％，1998年 1．03％，1999年 0．97％，2OO0年 1．02％，2001年 

0．88％，2OO2年0，7％，2003年0．65％，2004年0．44％，2005年0．26％。该数据根据 《中国法律年鉴》 (1998年版第 

129页、1999年版第 l13页、2OO0年版第121—122页、2001年版第155页、2O02年版第144页、2003年版第 141页、2004 

年版第 l18一l19页、2005年版第147—148页、2006年版第 l1O—l11页)公布的数字推算而来。 

[2] 有学者将量刑基准界定为，对已确定适用一定幅度法定刑的抽象个罪，在不考虑任何量刑情节的情况下仅依其构成事实 

所应当判处的刑罚量。(周光权：《量刑基准研究》，《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另一种观点认为，量刑基准是指排出各 

种法定和酌定情节，对某种仅抽象为一般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所判处的刑罚。([日]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 

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等译，中国法律出版社与 日本成文堂1997年联合出版，第 150页)还有学者认为，所谓从重 

(从轻)，是指对具有从重 (从轻)情节的犯罪人所判处的刑罚比对不具有该从重 (从轻)情节时所应判处的刑罚耍相对 

重 (轻)些，而不是一律判处法定最高 (低)刑或者一律使用较重 (轻)刑种、较长 (短)的刑期或者一律在法定刑的 

平均刑期以上 (下)考虑判处刑罚。(杨春洗、杨敦先、郭自力主编：《中国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 

页)这种说法其实是通过对从重从轻相对物的阐释，表达了何谓量刑基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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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法?如果是法，其法律规定何在?如果不是法，我们为什么要遵循它?而且，由于量刑基准到底 

是个点估计还是个区间估计并无定论，又使其规范学意义变得更加复杂。如果量刑基准是个点，显然 

没有法律根据。如果量刑基准是个区间值，是否可以将某个罪的法定基本刑度视为该罪的量刑基准? 

如果这样，量刑基准倒是获得了规范的形式，但这个意义上的量刑基准其实就是从重从轻的活动范 

围，而从重从轻到底是在基准之内还是之外又变得含混不清。其实，量刑基准问题上的这种纷繁多义 

恰好可以回溯到法律解释学的两大传统。一方面，按照规则怀疑主义或法官决断论，法律规范的适用 

过程不可能只导出某种唯一正确的结果，法官必然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实际上 

具有极大的自由度。[3]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官最多只能被要求在合法的形式范围内量刑，而不能要 

求量刑结果都紧紧地靠近某个法律并未明文规定的点或 “紧缩”的区间附近，甚至与其相重合。(4] 

因此，人们质疑有些法官匪夷所思的判决的同时，也显出几分无奈。(5]这暗示着，在规范学意义上 

是否获得了正当性，是量刑基准研究的前提。另一方面，按照形式主义或法律决定论，法律意味着某 

种真理性的完美逻辑体系，按照这个逻辑体系，任何案件中提出的法律问题都必将得到一个唯一正确 

的答案，因此，对任何行为法律后果的预见都必将是唯一的、确定的，法律必须立足于限制案件审理 

过程和结果的自由度。[6]如此说来，人们对法官量刑统一、精准的渴望，还是有规范学根据的。那 

众，量刑基准到底是否具有规范的属性呢?笔者认为，量刑基准是一种 “法中之法”，是法律的形式 

理性中隐含着的某种实质理性。尽管没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量刑基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刑法中 

关于从轻从重的相关规定中感知它的存在，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定量展开。退一步说，犯罪构成理论 

也没有法条的明文规定，但没有哪个法官不去遵循。而理论研究的任务，恰恰是找到规范体系中量刑 

基准的真正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量刑基准应当是指量刑情节的规则体系所环绕的轴心，相对 

这个轴心才有所谓依法从重或依法从轻。 

理解量刑基准的第二个角度是社会标准：从为什么要设定量刑基准来论证什么是量刑基准。 

普遍认同的一种观念是，量刑基准是防止法官腐败 、恣意量刑的一种限制。其假定是，只要各 

种案件事实与一定刑罚量之间的对应是确定的，法官就失去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而这种确定性 

(3] 规则怀疑主义认为，法院在做出司法裁决的过程中，其实并不真正受到所谓法律规则的制约。法官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 

随心所欲地进行判决。法律规则只是达到法官所喜欢的判决的籍口、可供其利用和摆布的手段，并不对法官达致判决结 

果的思考过程发挥规范作用，因为法律规则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法官可以随意解释有关规则、制造例外情况或在适用 

规则时做出变通，从而得到他希望做出的结论。参见陈弘毅：《当代西方法律解释学初探》，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 

题》，法律出版社 l998年版，第 ll页以下。与规则怀疑主义类似，法律现实主义也认为，法官的法律解释是一项完全自 

由的社会行动。他们不受法律规范的约束，因为法律是不确定的，作为方法论的法律解释理论所确信的那种确定的、稳 

定的、通过正确的方法可以发现其正确意义的法律，在法律现实主义看来是 “基本的法律神话”。参见强世功、赵晓力： 

《双重结构化下的法律解释——对8名中国法官的调查》，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 l998年版，第222 

页以下 。 

(4] 有学者认为，量刑基准由于受事实和法律的不确定性影响，不可能是一个精确的数值或 “点”，在很多情况下，他仍然可 

能是一个幅度 (法定刑为绝对确定刑的除外)，量刑基准的这种幅度与法定刑幅度颇为相似，只是量刑基准幅度的 “域” 

的范围较为紧缩而已。参见前引 (2]，周光权文。 

(5] 参见王恩海：《论量刑基准的确定》，《法学》2006年第 ll期；朱建华：《量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量刑基准的确立》， 

《河北法学》2006年第 l2期。 

(6] 法律决定论认为法律给予法官的正确的决定是独一无二的。按照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法是全知全能的；法官不能以无法 

可依为由来拒绝做出判决，而必须通过解释发现包含在法律体系之中的具体的规范。法被理解为一个 自我封闭、自我准 

据、等级森严的体系，一切事实关系都必须而且能够包摄其中。法律决定论的核心在于通过 “概念计算”来预测审判结 

果的理论前提以及相应的制度性设计。这种 “可预测性”概念正是 M·韦伯关于经济、法律以及社会的宏观理论的基石， 

并成为描述现代法特征的最基本的指标。参见季卫东：《法律解释的真谛——探索实用法学的第三道路》，载季卫东：《法 

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9o页以下。法律是一个全涉的 (gapl~s)的规则体系，它覆盖了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在法律条款没有规定的地方，只要运用正确的法律解释方法，就可以发现法律在这方面的态度。 

参见前引 (3]，梁冶平编书，第 222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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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照点就是量刑基准。不过仔细想来，这个假定的成立其实还有赖于另一个更加前提性的假 

定——案件审理中，量刑情节本身是否成立不仅不受任何非法律因素的干扰，而且没有任何争 

议。因为只有认定或不认定某个案件事实，才谈得上应该或可以在此基础上从轻还是从重决定 

刑罚。不论法官是否腐败，都不会在判决书中使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刑罚结果之间形成法律上的 

明显矛盾。换句话说，即使被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刑罚量之间的对应十分确定，还是不能排除法 

官为了得出某个结论而能动地认定或不认定某个案件事实的可能性。而且，这种能动性并不全 

部来自司法腐败，而法官的经验、知识背景、案件本身的非典型程度等多种因素都可能影响这 

个过程。遗憾的是，有些量刑基准的讨论并未注意到这个前提的前提。实际上，某个证据确凿 

的案件事实是否成立自首、未遂、从犯等量刑情节，才是法庭真正面对的难题，这当中其实存 

在着影响最终刑罚量大小的巨大空间。从理论上看，一个案件事实是否存在，不仅在 自然意义 

上与其客观性有关，而且在法律和认识论意义上与该事实的认定者 自身的主体性有关。案件事 

实不仅意味着它客观上是否存在，还可能意味着它的定义者是否需要它存在。由此可见，如果 

将司法公正、防止腐败的功能赋予量刑基准的话，那么，量刑基准就不应只是个量的概念，而 

应该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概念。具体到法律世界中，可能有纯粹的定性分析，但从来都不会 

有纯粹的定量分析，定量从来都离不开准确的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量刑基准首先应该 

是指量刑情节 (包括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本身是否成立的事实标准，在其范围以内才谈得上 

依法从重从轻。 

第三，更多的量刑基准概念是从怎样确定量刑基准来说明何谓量刑基准。在这方面，我们 

面临两个二元对立：一是演绎与归纳。演绎法试图自上而下地从立法中寻找量刑基准 ，归纳法 

试图采用实证方法自下而上从实际判决中寻找量刑基准。前者突显着量刑基准的规范意义，而 

后者更看重与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规则以及尊重法官群体的法律实践，包括笔者在内的越来 

越多的研究者倾向后者。二是中值与均值。中值是一组事件中处于50％位置上的值，不少研究 

实际上是将法定刑或宣告刑的中值设定为量刑基准。笔者认为，至少从法律适用的结果来看， 

量刑基准应该是个均值而非中值。理由是：中值只是一组数据的中心点 ，有一半的数据大于它， 

一 半的数据小于它，而均值是一组数据的平衡点，所有数据到均值的距离的总和为零。所 以， 

均值对数据的变化尤其是奇异值的大小更为敏感，中值则没有这个特性。比如，9个罪犯被判有 

期徒刑的月数分别为6、12、24、36、48、60、72、84、240。这组数据的中值为48个月，而因 

为有一个 20年有期徒刑 (即240个月)其均值则为 64．7个月。可见，均值能够灵敏地反映出 

数据距离平衡点的远近大小，而个别极端数值的有无却不会改变中值的大小。那么，量刑基准 

应该更关心它两边的数据个数是否相等呢，还是应该更看重个案尤其是极端个案的值距离平衡 

点的远近大小呢?、很显然，量刑基准两边的个案数是否相等只说明较多的个案低于或高于量刑 

基准。而量刑基准两边个案的刑罚量轻重大小，才说明法官在 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中到底走了多 

远。如果量刑基准设置的意义在于限制 自由裁量权滥用的话 ，那么，真正应该关注和调控的， 

正是能够灵敏反映极端个案刑量值的集中量数，或者说是与离散趋势同在的集中趋势，而这个 

量数就是均值而非中值。同时从这两个角度观察，我们便有 4种可能的量刑基准类型：(1)演 

绎型中值，如将法定刑中线确定为量刑基准的中线说。[7](2)演绎型均值 ，如 “法定刑的平均 

刑期”说。[8]此外，在各种量刑基准的确定方法中，危害行为论也强调从抽象个罪中演绎出量 

[7] 参见赵廷光：《量刑公正实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7页以下。苏惠渔、张国全、史建三：《量刑 

与电脑——量刑公正合理应用论》，百家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02页以下。 

[8] 参见杨春洗、杨敦先 、郭自力主编：《中国刑法论 (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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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基准，基本上属于演绎型均值说。它在综合了主要因素说 [9]和重心说 [10]的基础上认为，实 

践中存在着大致的、可推演的将危害行为换算成一定刑罚量的方式，所以对抽象个罪中的危害行为 

在不考虑任何情节时的危害性的考量，以及对抽象个罪在 “真空”状态下所对应的刑罚量进行观 

察与分析，就是确定 自然刑罚量即量刑基准的过程。【1．1](3)归纳型中值。(4)归纳型均值。这两 

种归纳型量刑基准的研究及其实践已经越来越令人瞩目，如美国量刑委员会的 《量刑指南》[12]、 

日本学者热衷的量刑计量化实证研究[13]、以北京市朝阳区 1999年度的刑事案件为样本的实证分 

析[14]、我国某些地方法院所作的积极尝试[15]，等等。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没有专门讨论中值 

与均值的差异。其实，如果归纳重于演绎且均值优于中值的话，作为确定量刑基准的最佳方式，归 

纳型均值应该是指以权威案例为样本计算出来的平均刑罚量，它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法定刑中线， 

也可能不等于宣告刑中线。最终，归纳型均值力图反映的是犯罪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至此，笔者对量刑基准的理解可以归纳为：第一，量刑基准也是法，是应该得到遵守和适用的 

“法中之法”。第二，量刑基准也是定性基准，是量刑情节能否成立的事实标准。第三，量刑基准 

是法制实践离散程度的反映，是权威案例样本的平均刑罚量。为了满足前两个规定，量刑基准的经 

验来源应该是某类犯罪的全部权威判决。换句话说，量刑基准不仅是个点、圈 [16]、线、格、域 

[17]、度 [18]，更是个库，即一组具有指导作用的司法先例。这样，不仅常见案件，而且非典型的 

疑难案件也有了参照依据。为了满足第三个规定，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种复杂性：首先，基本犯罪 

构成的从重从轻，与派生构成 (加重、减轻)中的从重从轻应该参照不同的量刑基准。比如，入 

户抢劫未遂在从轻时所参照的基准显然与普通抢劫未遂的从轻不是同一个基准水平。而且，尽管既 

无法定情节又无酌定情节的 “真空”状态的确存在，将这种案件的某个均值确定为量刑基准也不 

是不可能，但问题是，即使抽空所有量刑情节，一个案件也还是各种主客观方面的不同组合。因 

此，寄希望于案件中的某一个所谓主要事实 (如犯罪数额)所对应的刑量作为量刑基准，也是不 

科学的。进一步说，基本、派生犯罪构成内部还可能有数个相同或不同方向的量刑情节，此即情节 

冲突与竞合问题。基于这些考虑，一个能够同时满足各种理论假定又能消化这三类复杂性的量刑基 

准的操作定义应该具体化为多个均值：即某种犯罪各组权威案例样本之间相互独立的平均刑量，样 

本的分组首先区分基本犯罪构成与派生犯罪构成 (加重、减轻)，然后再进一步区分各基本、派生 

犯罪构成组内的从重、从宽 (从轻、减轻、免除)、竞合、基本四类情节。按此界定，以盗掘古文 

化遗址、古墓葬罪为例，一种犯罪理论上最多可能有三组 l2个量刑基准：加重犯罪构成组中从重 

情节组的平均刑量、从宽情节组的平均刑量、情节竞合组的平均刑量、无任何情节的基本情节组的 

平均刑量；基本犯罪构成组中从重情节组的平均刑量、从宽情节组的平均刑量、情节竞合组的平均 

[9] 认为法定刑的运用基准点的确定应当以对社会危害性大小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为依据。参见前引 [7]，苏惠渔等书， 

第 102页以下。 

[10] 认为在一个以法定刑为纵轴、以发案率为横轴的坐标系中，由随机获取的案例样本组成的散点构成的曲线顶端，即最高 

发案率，就是该罪的重心，也即该罪的量刑基准。参见郑伟：《重罪轻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2 

页。 

[11] 前引 [2]，周光权文。 

[12] 郑伟：《法定刑的基准点与量刑的精雕细琢—— (美国量刑指南给我们的启示)》，《人民司法》2003年第7期。 

[13] 从已经确定的判例中选出作为调查对象的适当标本，再根据达到一定数量的这种事例列出与量刑有密切相关关系的因 

素并给予评分，从而求解量刑基准。参见前引 [2]，周光权文。 

[14] 结果表明，该区法院量刑的平均值一般低于法定刑幅度的中线，而且，将其与 1991年以前的上海市及周边地区的调查 

结果相比，统计结果相当接近。参见阮齐林 ：《中国刑法上的量刑制度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以下。 

[15] 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 5月通过的 《量刑指导规则 (试行)》、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于2003年 3月通过、 

2004年9月修正的 《规范量刑指导意见》、山东省淄川区法院研发的量刑软件。 

[16] 前引 [12]，郑伟文。 

[17] 前引 [2]，周光权文。 

[18] 前引 [5]，王恩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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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量、无任何情节的基本情节组的平均刑量；减轻犯罪构成组中从重情节组的平均刑量、从宽情节 

组的平均刑量、情节竞合组的平均刑量、无任何情节的基本情节组的平均刑量。这样，需要对照的 

案例只要确定了自己的组别，如是否构成人户抢劫罪未遂，即是否归人抢劫罪加重构成组中的从宽 

情节组，就可以迅速根据案情及该组的平均刑量决定本案的刑罚量。 

二、几组示范性案例的平均刑量 

完成了量刑基准概念的理论建构之后，便应该进而回答，某某犯罪的量刑基准到底是多少?为 

此，必须依次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需要测量其量刑基准的那个罪的法定罪刑关系必须在整部刑法罪刑关系体系中符合均衡 

性要求，不存在系统上偏轻或偏重问题。比如，我国刑法第195和199条规定，信用证诈骗罪的法 

定刑上限为死刑，这显然偏重而不符合罪刑均衡的要求。[19)如果权威案例中的法官都照此量刑， 

其平均刑量很可能超出惩戒预防信用证诈骗犯罪的必要限度。这时，如果将其认定为信用证诈骗罪 

的量刑基准，实际上是在强化立法缺陷。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我国现阶段不宜全面照搬 

美国 《量刑指南》的方式，[2o]或者逐一采用法定刑中线为量刑基准，而应在现有罪名体系中有选 

择地设立量刑基准，或者根据罪刑均衡的要求在法定刑幅度内适当调低或调高某罪的量刑基准，实 

现 “依法微调”。 

其次，确定了可以设立量刑基准的罪智以后，就需要按照归纳逻辑的要求，建立该罪具有 

足够数量的权威案例样本库，用来计算各组样本的平均刑量。所以，因其样本的局限性，某个 

地方法院根据本单位案例所总结归纳出的量刑基准，就无法直接推论到全国各地各级法院。而 

示范性案例，恰好符合样本的权威性要求。所谓示范性案例，就是指来 自最高法院各业务厅 、 

研究机构、出版单位 、网站等权威机构公开发布、发表的全部真实审判案例。[21]这个样本库与 

我国1,997年以来全部刑事案件总体之间的相似性，就在于其中案件审理结果的示范性。这种 

“示范性”体现在 ：第一 ，由于这几千个案件来 自全国各地，时间跨度涵盖了 1997年至今各个 

时段的案件，由各地各级法院选送，具有对全国总体时间和空间的代表性；第二，由于是最高 

法院各权威机构认可并公开的案件，因而具有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性和模范性；第三，由于其 中 

绝大部分案件属于生效判决，因而具有一定的有效性；第四，由于各地选送案件以及最高法院 

各单位选取案件时充分考虑到案件类型和性质的多样化，因而对学术研究而言具有一定的标志 

性；第五，由于是公开发布的案件，因而对公民行为而言具有相当的规范性、模范性和可预测 

性。示范性案例库不仅满足权威性要求，而且应该具有足够的数量，否则，其平均值的计算就 

难以稳定在某个水平上。 

第三，某个罪的案例样本库内，也要实现具体个罪量刑结果的罪刑均衡。否则，组内相对偏轻 

或相对偏重的案例过多，都可能拉低或抬高刑罚量的平均值，误导量刑基准的适用过程。[22] 

第四，准备计算其平均刑量 的犯罪，不仅作为抽象个罪和具体个罪都要符合均衡性要求， 

[19) 参见白建军：《罪刑均衡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 284页。 

[2O] 同上书，第 135页以下。 

[21] 这些示范性案例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案例指导》，法律出版社；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出版社；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 

人民法院出版社；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 

版社；《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选》，法律出版社；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www．court．gov．cn)；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 
一 庭、第二庭：《刑事审判参考》，法律出版社；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经济犯罪审判指导》，人民法院 

出版社；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审判监督指导一审判监督指导与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2) 具体个罪的均衡性计算方法，参见前引 [19]，白建军书，第370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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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能够明确区分加重构成、基本构成、减轻构成。这是因为对某个罪的示范性案例首先要 

划分为加重、基本、减轻三大组，然后才能在各组内进一步分为从重、从宽、基本、竞合各组， 

最后才能分别计算各小组的平均刑量。其中第二次划分的根据 比较明确，即法定情节的各种明 

文规定 ，而第一次划分并非易事。例如，抢劫罪、伤害罪的加重 、减轻，可以根据是否重伤、 

死亡、人户等法定情节进行判断。而在纯正情节犯的情况下，刑法的概然性规定使三组犯罪构 

成之间的区分变得比较模糊。例如，“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行为是该罪的减轻构成条件，而何 

谓情节较轻，却没有明确的指标或者关键词。这样 ，判断一个案件属于故意杀人罪的基本构成 

组还是减轻构成组，就只能根据其宣告刑在十年以上还是以下了。而这实际上是由果索因，逻 

辑上不够严格。 

第五，选定可以计算量刑基准的个罪以后，还要使该罪的宣告刑可以被计算平均值。这对有期 

徒刑而言并不难，但对法定刑中包括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而言，就不那么简单。为了使宣告刑实 

现无量纲化，已有学者作了积极尝试。[23]本研究将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有期徒刑 

缓刑、拘役、拘役缓刑、管制、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罚金共 11个变量选定为刑量指标，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实践经验和反复测试，以SPSS软件的程序格式建立了反映指标间权重关系的宣 

告刑刑量模型供读者参考：COMPUTE刑量 =(死刑 600+死缓 400+无期徒刑 300 +((1一 

ANY(有期缓月，0)) (有期月数 ．1+有期缓月 ．09)+(ANY(有期缓月，0) 有期月数)) 

+((1一ANY(拘役缓月，0)) (拘役月数 ．04+拘役缓月 ．08)+ (ANY(拘役缓月，0) 拘役 

月数)) ．9+管制月数 ．07) ．9+(全部没收 12+部分没收 6+剥权终身 10+剥权月数 

． 1+罚金组 2) ．1．EXECUTE．[243运行这个模型后，不论一个案件的宣告刑中含有何种性质 

的刑罚，都可以被换算为一个连续变量，以便平均值的计算。 

最后，满足以上条件以后，同一犯罪的不同量刑基准之间还应当相互独立，满足统计学上差异 

显著性要求。如果某罪的示范性案例库中各组样本的l2个平均刑量之间未形成显著差异，意味着 

某组的量刑基准和另一组的量刑基准之间没有显著差别，这等于说有没有从重或从轻甚至是否加重 

减轻都一样，显然不符合法律本意。 

从现有的几千个示范性案例来看，满足或基本满足第一、二个条件的犯罪至少有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盗窃罪、贪污贿赂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等等。至于第三个条件，由 

于涉及犯罪严重性的去量纲化处理，已经超出了本文容量的要求，因此我们假定上述罪名的示范性 

案例中罪量与宣告刑的刑量之间都满足均衡性要求。这样，我们可以利用上述刑量模型尝试着计算 

几种犯罪的量刑基准了。 

1．抢劫罪的量刑基准。按照刑法第 263条的规定，抢劫罪只有基本构成和加重构成而不存在 

减轻构成。我们只需计算该罪基本构成中的基本、从重、从宽、竞合，以及加重构成中的基本、从 

[23] 参见赵廷光：《量刑公正实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l5页以下。 

[243 其中，有期徒刑的月数是整个模型的基数，因此，模型中的一个死刑立即执行相当于600个月的有期徒刑，一个死缓 

相当于400个月的有期徒刑，一个无期徒刑相当于300个月的有期徒刑。另外，主刑与附加刑的数量关系被确定为 

9：l的关系，即主刑的权重系数为0．9，而附加刑的权重系数为0．1。还有，宣告刑量化处理的难点在于缓刑的存在。 

按照刑法第 72条、第73条规定，同等有期徒刑或拘役刑期情况下，有缓刑的判决应该轻于没有缓刑的情况。但是， 

如果我们用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月数减去缓刑月数，势必形成有缓刑的判决之间，缓刑越长刑量越小的结果，显然与实 

际不符。因此，我们只能分别对有期徒刑 (拘役)和缓刑进行加权后再相加 ，以其和反映刑量大小。这样，即使在判 

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5年这种最极端的情况下，其刑量值也仅等于单处有期徒刑 6个月的情况。而只要缓刑小于5 

年，其刑量值都将小于单处有期徒刑6个月的情况。结果，将有期徒刑和其他刑种进行同量纲化处理中，利用该模型 

就能在犯罪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时有缓刑和无缓刑两种情况下都能够实现具体的一个结果值。同理，拘役和拘役缓刑的 

权重也是根据极端值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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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从宽、竞合这 8组样本的平均刑量，并对它们之间的差异显著性进行统计检验。过程是，在抢 

劫罪示范性案例库中运行刑量模型[2 51，SPSS便立即给出该案例库中222个样本的刑量值，然后便 

可计算各组刑量的均值。第一个结果是，基本构成组的平均刑量为 57．19，大约相当于60到 66个 

月之间的有期徒刑，而加重构成组的平均刑量为 223．72，大约相当于 20年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之 

间的刑罚。而且，两者都略低于该罪法定刑中线。独立样本 T检验的结果表明，两者差异显著， 

说明加重构成组刑量的集中趋势的确明显重于基本构成组，符合理论预期。(26]但是，如果以这两 

个均值为抢劫罪的量刑基准，显然过粗。第二个结果是，对 8个组别的平均刑量进行方差分析的结 

果表明，除了未出现足够数量的基本构成中的从重案例以外，其余 7组均值由轻到重依次为：(1) 

基本构成从宽组的刑量均值为 38．44，大约相当于42个月有期徒刑，与加重构成各组的刑量均值 

之间均差异显著，但与基本构成其余各组之间都无显著差异。(2)基本构成基本组的刑量均值为 

75．19，大约相当于84个月有期徒刑，与加重组中基本、从重、竞合各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均差异显 

著，但与基本构成其余各组及加重从宽组之间无显著差异。(3)基本构成竞合组的刑量均值为 85． 

16，大约相当于96个月有期徒刑，只与加重基本、加重从重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差异显著，但与其 

余各组均无显著差异。(4)加重构成从宽组的刑量均值为 124．18，大约相当于 138个月有期徒刑， 

与基本构成从宽组及加重各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差异显著，但与其余各组均无显著差异。 (5)加重 

构成竞合组的刑量均值为271．30，大约相当于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基本构成组中基本、 

从宽、加重构成从宽等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差异显著，但与其余各组均无显著差异。 (6)加重构成 

基本组的刑量均值为299．93，大约相当于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与 

基本构成各组及加重构成从宽组之间差异显著，但与加重组中其余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7)加 

重构成从重组的刑量均值为 377．23，大约相当于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与基本构成各组及加重构成从宽组之间差异显著，但与加重组中其余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可见， 

尽管7组的均值之间看上去大小不等，且顺序上符合理论预期，但由于基础数据不够丰富，有的组 

别仅有三、四个案例，所以，7个均值之间的方差分析结果除加重构成组中竞合与从宽两组以外， 

没有一对相邻均值间差异显著。因此，这7个均值因不符合独立性要求而无法成为抢劫罪的量刑 

基准。 

2．盗窃罪的量刑基准。按照刑法第 264条的规定，盗窃罪有基本构成、加重构成、特别加重 

构成和最加重构成，而不存在减轻构成。考虑到数据有限，将三个层次的加重构成合并处理，认为 

是一个加重构成。因此，我们只需计算盗窃罪基本构成中的基本、从重、从宽、竞合，以及加重构 

成中的基本、从重、从宽、竞合这8组样本的平均刑量，并对它们之间的差异显著性进行统计检 

验。然而，盗窃罪示范性案例库中只有 148个案例，而且，按照有关司法解释，该库中没有从重的 

情形。于是，我们只能得到盗窃罪基本构成基本组、从宽组、加重构成基本组、从宽组共 4组样本 

的刑量均值。在该罪示范性案例库中运行刑量模型得到每个样本的刑量值后，均值分析的第一个结 

果是，盗窃罪基本构成组的平均刑量为 36．66，大约相当于42个月的有期徒刑，高于该罪基本构 

成法定刑上限；而加重构成组的平均刑量为 101．14，大约相当于 114个月有期徒刑，明显低于该 

罪加重构成法定刑中线。独立样本 T检验的结果表明，两者差异显著，说明加重构成组刑量的集 

中趋势的确明显重于基本构成组，符合理论预期。当然，如果以这两个均值为盗窃罪的量刑基准也 

不够精准。第二个结果是，对 4个组别的平均刑量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各组均值由轻到重依 

次为：(1)基本构成从宽组的刑量均值为 14．31，大约相当于 16个月有期徒刑，与加重构成各组 

(25] 为了便于分析，此样本库不包括数罪的情况，如遇数罪情形，只需将抢劫罪的量刑基准应用于分别量刑过程即可。下同。 

(26] 差异显著与否的标志是 P值的大小，当P值≤0．05时，才认为均值间差异显著，如果 P值 >0．05，则认为均值间差异不符 

合统计学要求。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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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量均值之间差异显著，但与基本构成基本组之间无显著差异。(2)基本构成基本组的刑量均 

值为49．53，大约相当于54个月有期徒刑，仅与加重构成基本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差异显著，但与 

其余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3)加重构成从宽组的刑量均值为71．37，大约相当于80个月有期徒 

刑，与基本构成从宽组及加重构成基本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差异显著，但与基本构成基本组无显著差 

异。(4)加重构成基本组的刑量均值为 126．33，大约相当于 140个月有期徒刑，与其余各组之间 

均差异显著。可见 ，尽管4组的均值之间看上去大小不等，且顺序上符合理论预期 ，但 4个均值之 

间的方差分析结果仅有加重构成基本组与从宽两组间差异显著，其余相邻均值间差异均不显著。再 

加上从重及竞合的情形未出现，因此，这4个均值无法成为盗窃罪的量刑基准。 

3．故意伤害罪的量刑基准。根据刑法第234条的规定，故意伤害罪有基本构成也有加重构成。 

由于在故意伤害罪示范性案例库中138个样本中没有出现逆向竞合的情形，所以，除了基本构成与 

加重构成两大组之外，我们只需计算该罪基本构成中的基本、从重、从宽，以及加重构成中的基 

本、从重、从宽这6小组样本的平均刑量，并对它们之间的差异显著性进行统计检验。这个过程的 

第一个结果是，故意伤害罪基本构成组的平均刑量为 21．98，大约相当于 24个月有期徒刑，而加 

重构成组的平均刑量为1 12．03，大约相当于 126个月有期徒刑。前者略高于该罪基本构成法定刑 

中线，后者明显低于该罪加重构成法定刑中线。独立样本 T检验的结果表明，两者差异显著，说 

明加重构成组刑量的集中趋势的确明显重于基本构成组，符合理论预期。但是，如果以这两个均值 

为抢劫罪的量刑基准，同样过粗。第二个结果是，对 6个组别的平均刑量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 

明，各组均值由轻到重依次为：(1)基本构成从宽组的刑量均值为 18．31，大约相当于20个月有 

期徒刑，与加重构成中基本组和从重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均差异显著，但与其余各组之间无显著差 

异。(2)基本构成基本组的刑量均值为 23．12，大约相当于24个月有期徒刑，与加重构成各组的 

刑量均值之间均差异显著，但与基本构成其余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3)基本构成从重组的刑量 

均值为 27．0o，大约相当于 30个月有期徒刑，只与加重构成从重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差异显著，而 

与其余各组均无显著差异。(4)加重构成从宽组的刑量均值为 88．81，大约相当于 96个月有期徒 

刑，与基本构成基本组及加重构成从重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差异显著，但与其余各组均无显著差异。 

(5)加重构成基本组的刑量均值为 123．27，大约相当于 136个月有期徒刑，与基本构成组中基本、 

从宽、加重构成从重等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差异显著，但与其余各组均无显著差异。 (6)加重构成 

从重组的刑量均值为259．65，大约接近于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其他所有各组之间均差 

异显著。可见，尽管6组的均值之间看上去大小不等，且顺序上符合理论预期，但相邻数据间只有 

加重构成基本组与加重构成从重组之间差异显著，其余各对相邻均值间差异都不显著。因此，这6 

个均值因不符合独立性要求而无法成为故意伤害罪的量刑基准。 

4．贪污受贿罪的量刑基准。根据刑法第383、386条的规定，贪污罪和受贿罪既无减轻构成又 

无加重构成，但按其刑度及数额可将 133个贪污受贿示范性案例分为3大组。[27]由于 3组中都没 

发现从重的情形，因此， 我们可以按从宽情节的有无，将其分为6小组。在得到每个样本的刑量值 

以后，3大组均值分析的结果是：(1)最重组 (犯罪数额在 10万元以上)的刑量均值为 182．62， 

大约相当于 18年有期徒刑，明显低于 10年到死刑的法定刑中线，与其余各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均差 

异显著。(2)特重组 (数额在 5万元以上不满 10万元)的刑量均值 51．38，大约相当于60个月有 

期徒刑，恰好位于5年到无期徒刑的法定刑底线，与最重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差异显著，但与较重组 

之间无显著差异。(3)较重组 (数额在 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刑量均值为22．10，大约相当于 

24个月有期徒刑，大大低于1年到10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中线，与最重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差异显 

著，但与特重组无显著差异。6小组均值由重到轻依次为：(1)最重基本组的刑量均值为224．22， 

[27] 由于数额不满5千元的案例只有两个，因而不进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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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相当于 20年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之间的刑罚，与其余各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均差异显著。 (2) 

最重从宽组的刑量均值为 136．18，大约相当于 154个月有期徒刑，除特重从宽组以外，与其余各 

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均差异显著。(3)特重基本组的刑量均值为 53．44，大约相当于60个月有期徒 

刑，只与最重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差异显著，但与其余各组均无显著差异。 (4)特重从宽组的刑量 

均值为47．56，大约相当于54个月有期徒刑，仅与最重基本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差异显著，但与其 

余各组均无显著差异。(5)较重基本组的刑量均值为 16．44，大约相当于20个月有期徒刑，仅与 

最重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差异显著，但与其余各组均无显著差异。 (6)较重从宽组的刑量均值为 

30．60，大约相当于34个月有期徒刑，反而高于较重基本组，仅与最重组的刑量均值之间差异显著， 

但与其余各组均无显著差异。可见，尽管 6组的均值之间看上去大小不等，且顺序上基本 (较重 

组中两组除外)符合理论预期，但6个均值之间的方差分析结果仅有前三组之间相邻的均值差异 

显著，其余相邻均值间差异均不显著。因此，这6个均值也无法成为贪污受贿罪的量刑基准。 

三、平均刑量的双重性 

几种案件的实证分析并未找到符合上述概念和条件的量刑基准。然而，从失败中我们却看到了 

新的意义：首先，以上分析可见， 样本分组越细，越难以满足不同刑量均值之间的独立性要求。这 

说明研究失败的原因之一很可能与样本规模数量偏小、在内容上不典型案例的比重较大有关。其结 

果，很可能因样本离散性较大造成刑量均值间方差检验不合格。因此，作为提取量刑基准的事实基 

础，某罪案例库的一个基本分组单位，如基本构成中的从重情节组，至少应有 30个样本。这样， 

对既无减轻构成又无加重构成的罪名而言，至少要有从重、从宽、竞合、基本4个单位共 120个案 

例构成的示范案例库。对既有基本构成又有加重构成的罪名而言，就要有 8个单位共240个案例构 

成的示范案例库。对贪污罪这种有 4个刑度的罪名而言，原则上就要有 16个单位共 480个案例构 

成的示范案例库。而且，在内容构成上只要疑难、非典型案件的比例适当大于实际分布即可。建立 

这样一个大型案例库并从中提取量刑基准，不仅抽样过程要符合随机性要求以保证案例的代表性， 

而且需要最高司法机关科学导向、依法遴选并定期维护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无疑是一种 

立足成文法体制吸收判例法合理性的积极尝试。 

更重要的是，上述几组实证分析发现，宣告刑的平均值与法定刑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首先， 

不论样本的分组较粗还是较细，各组刑量均值之间的轻重顺序基本符合法定刑的轻重顺序。这说明 

法官们的操作与立法预期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的等级相关，不存在系统性紊乱或失衡，这显然与法官 

群体不约而同依法量刑的努力有关。因此，以示范性案例的平均刑量为量刑基准，与以法定刑各种 

程度等分线或中线为量刑基准两者之间互不排斥而应相互参照。进一步说，上述几组观察毕竟证 

明，法定刑的刑度越重，宣告刑平均刑量低于法定刑中线的趋势就越明显。这个现象的意义是，作 

为量刑基准，平均刑量可以是一种应然的裁判准则——只要当下的案情与相应示范性案例之间没有 

显著差异，就应参照该组案例的平均刑量决定刑罚；另一方面，作为司法实践的观察结果，平均刑 

量又是刑罚资源实际投入的一种实然的客观反映——宣告刑与法定刑的上述分离也许说明法官群体 

在自觉体现刑法的谦抑性，也许说明立法上刑度的分割点需要调整，[28]还可能是犯罪现象本身以 

及犯罪与犯罪控制之间多种可能关联性的反映。集应然与实然于一身的这种双重性，使平均刑量既 

是本研究的一个认识结果，又是进一步探索的新起点。 

[28] 例如刑法第 383条的数额分组显然已经不太适应贪污受贿犯罪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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