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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对传统司法管辖权理论产生严峻的挑战，因此应对互联网环境下的管辖模式
进行探讨。管辖权相对论不具有现实的操作性，“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应进一步加以完善，而网址来源国规则比较切
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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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司法管辖权的挑战
在互联网出现和迅猛发展之前，国际司法中的
司法管辖权理论已经过多年的发展完善并形成一个
较为完整的体系。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广泛应用，
大量跨国纠纷出现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传统的司法
管辖权的一些原则和规律受到动摇和挑战。这是因
为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和开放性的体系，有着自己
鲜明的特点。它既是一个信息传输的渠道，又是一
个虚拟的电子空间，所有的网络交易或行为要套用
传统的管辖权规则比较困难，从而使司法管辖权的
确定受到阻挠。
⒈网络空间的特性
网络空间（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
现实的物理空间（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的对称，它
是“目前国际社会对互联网所带来的为人们提供各
种信息活动场所，又相对独立的非物理空间的称
呼。”①与物理空间相比，网络空间具有三个主要特
点。
⑴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性和客观性并存的电子
空间。我们说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它的虚
拟性体现在它是不可视的，可视的只是具体信息在
屏幕上的显示；但是网络空间又是客观存在的，是
由构成网络外部条件的计算机终端和缆线、程序等
支持着的信息传输、交汇、衍生的空间。它可以被
人们所感知，它是物理空间以电子为媒介的衍生和
延伸，但又不同于物理空间。
⒉网络空间彻底打破了物理空间上的有形界
限，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自由状态。这是网络空间
最基本的特点，即我们所说的“网络无国界”。只

要用户将其计算机连接到一个ｗｅｂ站点，足不出户就
可以与网络上一百多个国家的六千万用户联系在一
起，自由地互相访问，共享信息、资源，开展跨国
商业活动。
⑶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决定了网络空间没有物理
空间中普遍的管理、控制中心，也没有集中于某一
个自然人、法人或某一电脑的绝对权力。目前，还
没有一个国家能彻底地控制和有效地管理互联网。
⒉ 传统的司法管辖权确定原则
在互联网被广泛使用之前，有关管辖权的国际
司法规则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蹩的体系，以解决不
同国家对同一案件的管辖冲突。总的来说，国际社
会确定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传统原则主要有以下
几种：
⑴属人管辖原则
属人管辖原则是指以当事人国籍为标志确定管
辖权。涉外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不论是原告还是被
告，也不管其居住在何处，当事人国籍法院对案件
享有管辖权。
⑵属地管辖原则
属地管辖原则又称地域管辖，是指涉外民事案
件的管辖权以地域为联系因素，由该地域所属国的
法院行使管辖权。在司法实践中，各国确定涉外民
事案件的管辖权时，普遍以地域因素为基础。属地
管辖具体有如下形式：
①以当事人住所、居所、临时所在地为基础确
定管辖权。
②以物之所在地为基础确定管辖权。作为确定
管辖权基础的物又可分为诉讼标的物，即诉讼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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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诉争的财产和被告所有的但与诉讼无关的财
产。
③以诉讼原因发生地为基础确定管辖权。
④以被告人的出现（长期的或暂时的）为基础
确定管辖权。
⑶协议管辖原则
协议管辖是指双方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
在争议发生之前或者争议发生之后达成协议，将双
方争议提交某一国法院审理。协议管辖是对属人管
辖原则和属地管辖原则的变革和补充。
⑷专属管辖原则
专属管辖是指为了维护本国的公共秩序，保护
本国当事人的利益，主张对某些案件专归本国法院
管辖，排除他国法院的管辖权。
⒊互联网对传统管辖原则的挑战
⑴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使传统的管辖基础难以确
定
网络空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虚拟空间，你无法
在网络空间中找到物理空间中的住所、有形财产，
也难以确定登陆者的身份和登陆发生的确切地点。
在物理空间中确定的当事人的住所、国籍、财产等
因素适用到网络空间，它们与管辖区域的关联性就
丧失了。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使网络活动本身几乎体
现不出任何与网络活动者有稳定联系的传统因素，
因此网络管辖权很难依据传统规则来加以确定。
⑵网络空间的全球一体化使司法管辖的地理界
限变得模糊。
在传统管辖权的确定原则中，地域因素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确定管辖权的基础。很多情况下，首先
得确定一个明确的地域；在地域因素确定之后，该
地域内的法院也就自然拥有对案件的管辖权了。而
网络空间本身无边界可言，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开放
的系统，无法将它像物理空间那样分割成许多领
域，分割也毫无意义。某一次具体的网上活动可能
是多方的，活动者分处于不同的国家和管辖区域之
内，这使法院原来非常明确的管辖区域变得模糊甚
至无法划清了。如果在传统规则下确定网上活动的
管辖权，可能会产生世界所有国家的法院对某一网
上行为都有管辖权的结果。判断网上活动发生的具
体地点和确切范围是很难的，将其对应到某一特定
的管辖区域之内就更难了。
⑶网络空间管理的分散化使国家管辖权的运用
受到怀疑。
网络空间缺乏统一的管理、控制中心，每个互
联网的使用者必须服从他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Ｉｎｔ
ｅｒｎｅ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 ＩＳＰ）的规则，同时

ＩＳＰ之间以协议的方式来协调和统一各自的规则。这
使网络空间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管辖区域，
使用者和 ＩＳＰ通过自律管理来避免和解决网络空间中
的各种纠纷，而脱离物理空间中有国家拥有和行使
的司法管辖权。不过实际上网络的自律管理不可能
代替国家的公力救济，网络空间的纠纷最终还是要
依赖法院的裁判和救济，只是如何联接还须进行探
讨。
二、对互联网环境下管辖模式的探讨
出于网络空间的特性，我们不能把物理空间中
已经发展成熟，形成了完整体系的有关管辖权的法
律制度生硬地照抄照搬到网络空间中来。为了使网
络空间中的纠纷得到公平的解决，我们必须要对现
有的确立管辖权的规则进行适当的修正、补充和发
展，探讨在互联网环境下新的管辖模式，以适应网
络经济的迅速发展。
⒈管辖权相对论
为解决各国管辖权的冲突和随之而来的判决执
行问题，有学者建议，应摆脱传统地域管辖的观
念，提出了一种管辖权相对理论。该理论认为网络
空间应该作为一个新的管辖区域而存在，就像公
海、国际海底区域和南极洲一样，应在此领域内建
立不同于传统规则的新的管辖原则。一旦进入网络
的虚拟世界，则应适用网络空间的网络法，而不再
适用现实世界中各国不同的法律。如此一来，将可
以不必就行为或交易发生地为何地问题而争论不
休。②任何国家都可以管辖并将其法律适用于网络空
间内的任何人和任何活动，其程度和方式与该人或
该活动进入该主权国家可以控制的网络空间的程度
和方式相适应，网络空间内争端的当事人可以通过
网络的联系在相关的法院“出庭”，法院的判决也
可以通过网络手段来加以执行。法院可以通过电子
邮件召开听证会来行使管辖权，而后运用网络过滤
器和清除器来执行判决，这个过滤器和清除器可以
追踪和阻碍该人以后发送的同类信息。③
显然，该理论希望通过技术自身的力量来解决
技术带来的司法难题。但是它忽视了网络空间与物
理空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单纯的技术力量并不能解
决技术造成的管辖权适用上的困难，无法保护网络
纠纷中当事人的利益。这些利益只有在物理空间中
实现才能对当事人有意义，因此，如果这种相对的
理论不能与物理空间中某一主权国家的管辖权相结
合，它就不具有真正的可操作性；它如果没有直接
的国家强制力加以保障，就没有任何的实际价值。
⒉美国的“最低限度联系”原则
美国调整州际、国际管辖权的制度原本以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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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为原则，后来判例的演变使得被告的居所、
住所、国籍以及其在法院地的商业存在均可以成为
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随着现代州际、国际商务
的发展，对于法院地域管辖权的限制又进一步放
宽，规定如果一州与诉讼所及的事务有“最低限度
联系”，则该州可以对位于该州边界以外的人和组
织行使管辖权，这就是“最低限度联系”原则。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来没有对最低限度联系下过明
确的定义，使这一概念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而只能
由美国法院自由裁量。
与传统的具有很强地域性的管辖权依据相比，
最低限度联系的模糊性和软性特征使其在涉外网络
案件中适用成为可能。法院在确定是否对某一网站
经营人具有对人管辖权时，如果该网站经营者在法
院地州与使用者进行实时信息交换或达成交易的程
度越高，商业性质越明显，该网站经营人就越容易
被认为是“有目的地接受”法院地的司法管辖，达
到“最低限度联系”标准，成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
根据。而如果该网站仅仅张贴信息任用户浏览，没
有寻求在网上与法院地居民订立合同，在没有确切
证据证明该网站经营者实际在法院地销售了其产品
的情况下，与法院地没有足够联系，因而不能构成
该法院司法管辖权的依据。
由于现实中存在的许多情况并非泾渭分明，而
是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如提供电子邮件地址以供
使用者与主机交换信息或建立某种联系等等。在这
种情况下，法院就会运用自由裁量权，审查和评估
案情的各方面事实以确定是否存在“最低限度联
系”作为判断管辖权的依据。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管
辖基础过分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在司法实践中容
易造成“长臂管辖”，使美国法院可以对大量与之
并无实质联系的案件行使管辖权，因而从长远来看
是有害的。④但笔者认为，美国法院在处理网络案件
时适用的“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具有相当的灵活
性、包容性，使法院不必拘泥于传统的硬性规则，
而是根据具体案情作出符合网络案件特性的管辖判
断并由此形成了初步的规则。虽然由于网络案件的
特殊性和该原则本身的模糊性，使该原则在适用时
产生的一些问题未能得到很有力的澄清和有效的解
决，但应该随着有关网络法律、判例的发展，将这
一规则进一步加以完善，而不应该一概加以排斥和
否定。而且，由于美国的网络经济发展得较为成
熟，目前有关互联网的司法实践也多数发生在美
国，因此该原则对于电子商务起步较晚、立法和司
法较滞后的其他国家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甚至可能会发展成为日后关于网络空间管辖权方面

国际公约的基础。
⒊网址来源国规则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当事人的活动与国际互
联网的联系日益密切，由此而产生的纠纷大多具有
国际性。而当事人在网络上的活动范围处于经常性
的变动之中，难以把握。相对而言，当事人在网上
的网址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因素，网址的产生和变
更需要网络服务提供商 ＩＳＰ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进行，
在特定的时间内它是可以确定的。网址在网络空间
中的地位类似于居所在物理空间中的地位。同一个
人可以有多个居所，也可能有多个网址。网址拥有
人有权利通过网址收发信息，也有权利允许别人利
用自己的网址收发信息。信息、网址和拥有人之间
的关系也具有相对稳定性，是可以查明的。因此，
对于网络国际纠纷可以考虑从网址入手来确定管辖
权。
既然考虑从网址入手确定网络上各种纠纷的管
辖权，而网址是当事人在网络空间的虚拟地址，而
非在法院管辖区域的地理地址，因而需要找出与网
址相关联的地理地址，才能由此决定管辖该地理地
址的法院拥有对此的管辖权。这个地理地址就非服
务器位置所在地莫属了。因为这是网址存在的静态
事实就能决定的关联，并且是充分的关联，正像居
所和居所地的关联一样。因此，从一个特定网址上
网进行活动的人，如果其活动具有侵权性而被他人
起诉，则该网址所对应的服务器位置所在地就成为
管辖权所基础了。
从网址来源规则确定管辖权还引申出一个问
题，即根据网络的全球性，网上任何用户都可以访
问该网址，该网址也可以将活动扩及到网络在世界
上存在的任何地方。这就意味着与网址有关的物理
地址除了该网址的服务器位置所在地的地址外，还
包括世界上任何网络可以触及到的地方。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网络行为人应受制于全球法院和法律所制
约。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管辖权制度尚未完全成形
时，不应任意扩大管辖权的范围。也就是说，一个
国家不能为保护地方利益而去行使对全世界网络行
为的管辖权。
总之，将网址作为管辖依据是可以肯定的，但
不是绝对的，应有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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